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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如何運用隨機性帶來的不可預期力量，體現於日常生活用品：鬧鐘，以使用者上傳聲音

或是代表心情的樂曲當作睡前儀式，在隔日清晨起床時，收到來自朋友的隨機起床鬧鈴聲，在不改變使

用者既有習性的情況下，使用日常生活產品去接收、感知外界訊息，之後進行質性輔以量化實驗，並賦

予一個適宜的外型。使鬧鐘 初在人與物的傳統互動之下，進而提升為人與人的互動，感受到產品設計

流程的使用樂趣與不可預期性帶來的驚喜體驗，除了增添實體物品的資訊以及溝通能力外，也將傳統鬧

鐘之負面喚醒情緒，轉化為正向情緒的互動方式，給予使用者一個良好的喚醒感受，使生活饒富樂趣。 
 
關鍵詞：不可預測性、社交互動、隨機性、互動設計 
 
一、前言 
 

設計的 終目的，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

愉悅人們的身心，尤其當科技進步到某一個階段

時，人們對於科技的依賴，越來越具有不可取代

性。擁有這些聰明的科技，使我們生活越來越方

便的時候，人與科技間的互動方式，就變得越來

越重要，電腦設備充斥了我們的環境，許多高智

慧的科技，未必能與人溝通，人們被動的接收訊

息，資訊的充斥讓人們無法離開電腦一步，如何

在 不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情況之下，以 自然

的方式接收到網路上的訊息，讓人來主導、控制，

使得使用者有主控權，是未來的發展目標。 

 
圖 1 Social Clock 
 

內，又不影響使用者生活的方式，是未來發展的

重要方向之一。 
近年來蘋果產品 ipod shuffle 的熱賣，帶來一

股隨機選取音樂的風潮，我們所感興趣的是，隨

機的設計是否帶給人們無限的樂趣？或者為人們

帶來不方便？如何在不影響日常生活用品的使用

方式情況下，嵌入不可預期的隨機元素？甚至在

日常制式的儀式行為之下促進人們的身心愉悅？ 

Mark Weiser[2]首先於 1991 年提出:「 深遠

的科技是消失的科技，他們以融入每日生活之

中，與生活密不可分」，他預測 21 世紀的電腦將

會看不見，隱含於機器內。 
近年來足夠的運算及溝通能力目前正在加速

進步，不再是負擔不起的夢想。這些計畫緣起於

不同的領域，Howard Rheingold[9]隨後於 SMART 
MOBS 將電腦運算能力分類成六大類，研究的向

度包括: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提出一個未來可發展的設

計新方向。這個社群互動的元素與傳統的使用性

並無直接關係，而在其造型上，也希望能夠賦予

相對應的語意，讓使用者在使用時就能自然地被

引導而參與了社群互動，進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

交流。 
地點的資訊、聰明房間、數位城市、有意識

的器物、可觸知的位元、可穿戴的電腦六大項，

其中本論文採用有意識的器物為主要研究目標，

目前資訊的傳達通常只限於電腦與電腦之間，對 
本研究從相關文獻的探討與研究歸納出目前

互動設計中之比較，並於 終設計出符合促進社

交使用之鬧鐘，而本研究亦有其範圍與限制，其於資訊附加於日常生活實體物品的研究少之又

少，而如何正確的讓資訊附加於日常生活用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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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如下列所示： 
(1)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以互動流程來討論是否真

正符合使用者需求，以隨機方式促進社交互

動，至於在鬧鐘外觀造型設計的其他相關議

題，如視覺風格、外型色彩等，則不在本研

究之探討範圍中。 
(2) 目前市面上鬧鐘種類繁多，其涵蓋之型號以

及規格相當廣泛，並具有不同之精確度與深

度。本研究的比較工具為一般大眾於家中，

簡易的雙鈴式鬧鐘。 
(3) 由於本研究之實驗需要受測者喚醒經驗調

查，而有關於醫療方面的睡眠因素，則不在

本研究之討論範圍之內。 
 
本研究之實驗需要受測者在睡前錄製語音或

上傳音樂，本研究將使這些已知的各種內外因素

降至 低 
 
二、 文獻探討 
 
1.傳統互動方式 日常用品與環境 

人總是認為一個地方，家，是情感的依賴重

心，是人們有情感歸屬的所在，房子，是有形轉

化為有意義的地方，每天在家裡使用的物品，自

然而然人們賦予了情感，家庭的成員之間，每日

與父母親，小孩的互動，讓人們對於家，有者依

賴性的情感歸屬。俗話說，家是一個小社會的縮

影，在 基礎的互動社交是從一個家的環境開

始。[8] 
每天的開始以及結束，我們都以家作為原點

及終點，臥室環境更是不可或缺，我們起床，睡

覺，睡前與起床的儀式，都牽涉到一個日常生活

用品：鬧鐘。人們已對鬧鐘產生了依賴感，現代

社會裡他們扮演著無所不在的角色，但自古以來

鬧鐘的形式簡單，外型大同小異，完全的功能取

向，使得人們已經太習慣被鬧鐘主宰，我們是否

可以以另一個方式看待此日常生活用品？ 
 

2.感官互動方式 
我們的五感：眼、耳、鼻、舌、身，讓我們

紮實地感受這個世界[14]，關於日常生活用品，電

視：算是資訊附加於視覺上的生活用品，音響：

算是資訊附加於聽覺上的生活用品，關於圖像我

們感官全程涉入，就像是現代的電腦資訊一樣，

一刻不得離開，如何把資訊自然地嵌入日常生活

周遭，而讓使用者不沈迷於某一家電用品，不讓

全部感官壓抑住人類自然行為，而讓物品自然的

附加資訊思考？ 
 

3.探討社交互動元素 
    在資訊發達的現代，網際網路不但讓我們容

易與遠地的朋友保持聯繫，同時也可以讓我們認

識新的朋友。社交網站充斥，例如:Facebook、

Twitter、Plurk...等，網路社團大受歡迎，我們越

來越可以輕易的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線上即

時對談、分享音樂與情緒。 
但即時跳出的 msn 視窗，與 facebook 的回

覆，在使用者使用電腦的過程中，讓身體必須分

配一個部分去感受訊息去瞭解或回應，迫使原來

的工作或是學習必須中斷，如何以 自然的方式

不干擾使用者，又可以獲知朋友間 新的訊息

呢？ 
 
4.隨機與亂數 Serendipity 不可預期性 

 
圖 2 各種產生隨機的形式 
“Serendipity”一詞是Horace Walpole在1794

年描述“偶然的意外”[1]，描述故事中三個王子在

斯里蘭卡發現了美好的意外事物，這些偶然在生

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像是哥倫布發現新大

陸，小至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預測的非預期事

件，例如在逛街時，偶然聽到找了很久的好聽音

樂，或是在圖書館發現了一本好書，都是生活中

的美妙插曲。 
我們也可以從傳統的隨機產品，例如：撲克

牌、骰子、抽籤、吃角子老虎、廟宇抽籤，到現

代的玩具扭蛋機、ipod shuffle…等等，以(圖 2)為
例，皆帶給了我們趣味性及驚喜感，電影阿甘正

傳名言道出：「人生就像巧克力，因為我們不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遇到什麼人？」將隨機帶

給人們的不可預測性放到現代生活產品中，是有

許多加分的效果。[15]John Maeda 在簡單的法則

中提到蘋果產品 ipod 中 Shuffle 隨機的重要性，那

就是完全隨機。放棄選擇的自由，讓機器替你選

擇，偶然的跳出一首樂曲，是縮減時間的一種作

法，也省略我們笨拙的操作 ipod 轉盤的時間。

Shuffle 的做法是製造隨機選擇，給使用者驚喜的

感覺，不過我們可以預測，未來的生活用品將能

夠知道你的喜好、習慣、甚至心情，並根據這些

訊息播放音樂。[17]另外我們也設想，隨機性是否

可以崁入日常生活中，並且帶給使用者豐富並且

美好的經驗？ 
 

5.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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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為一個具有固定時間性，固定模式的日

常操作。透過儀式的完成，我們心中產生安定感

與滿足感。過程中營造的氛圍使記憶產生，儀式

更可增加記憶的深度，進而轉變為該地方的凝聚

性。而儀式除了個人的日常操作之外，還包括群

體間週期性的參與或是特殊性的約定。一次又一

次儀式的操作都喚醒心中濃烈的情感。至今，傳

統儀式讓我們仍抱有喚起人們共鳴的古老作法

[13] 
麥克魯漢：「歷史的發生如豎琴之彈奏。儀

式的話語照刻版順序進行。」[12]每天，我們起床，

刷牙，洗臉，搭固定班車上班，習慣泡杯咖啡後

進入工作，這些刻板的儀式，往往帶給人們安穩

的感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這些反射性無聊的動

作，如何帶給人們有趣的體驗並促進社交互動？ 
 

6.慢科技 Slow Technology 
當我們未來的生活逐漸接近遍佈運算的時

代，在一切講求快的速度的巔峰年代裡，某部份

的設計將是我們放慢思緒，思考我們的生活，以

及生活環境對我們的回饋，慢漸漸在我們生活中

展開，從前快速的科技往往是滿足於一個功能性

的產品，但資訊漸漸發展至今，電腦給我們不在

只限於功能性，帶來了許多娛樂以及生活資訊，

不再侷限於電腦螢幕前，如何讓資訊隱身在日常

生活中，而自然而然的做資訊的交換，讓人類可

以很自然的回應或接收，在不影響日常生活作息

的情況下，利用非直接性的提供資訊給人們，使

生活變得更美好。[3]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1.Social Clock 設計 
    經過以上文獻探索後，與日常生活經驗作連

結，接下來我們把問題聚焦在下列三個問題，設

計出 Social Clock，此鬧鐘並非探討一個鬧鐘的外

型，而是鬧鐘的喚醒經驗與流程，其中包括三個

面向： 
1.誰喚醒了使用者？ 
2.使用者如何被喚醒？ 
3.使用者的喚醒感受是什麼？ 
 

我們採用了日常行為與社會互動兩個重點，

去設計 Social Clock，如(圖 1)。 
平日的鬧鐘喚醒經驗可能是傳統的鬧鈴或是

機械的嗶嗶聲，Social Clock 的鈴聲是經由平常使

用者睡前錄製的一段聲音，或是上傳代表心情的

一段音樂，以交換的機制的上傳到伺服器，在隔

天早上隨機的叫醒其他使用者起床，而入睡的當

下我們會期待隔天早上起床的聲音，而起床的音

樂會讓我們想要去猜測上傳者的意願，或是當下

的心情，促進起床後面對面的互動，以下是使用

流程圖，見(圖 3)： 

 
圖 3 Social Clock 模擬流程圖 
流程圖說明: 
(1)使用者按下錄音鍵 
(2)在睡前錄製一段語音或是挑選音樂上傳 
(3)設定起床時間 
(4)期待的進入睡眠狀態 
(5)隔天早上鬧鈴響起 
(6)按下停止鍵 
(7)使用者根據面板上提供的帳號與音樂猜 
  測是誰上傳的 
(8)迎接美好的一天 

    此 Social Clock 在不影響傳統使用鬧鐘的情

況下，去做流程設計，在睡前與下一次喚醒時，

皆不干擾使用者睡眠現象。 
 

2.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之進行將透過受測者的使用行為以及

觀察和深度訪談進行，透過這些資料分析出Social 
Clock與傳統鬧鐘操作的相關問題與評比比較，尤

其著重在(1)喚醒感受與(2)社交互動部份，此外，

針對喚醒經驗感受，設置量表填寫，更注重到使

用者使用後其感受，故除了在鬧鐘的互動流程作

分析與探討之外，針對喚醒經驗感受，以及是否

應供額外之流程讓使用者更確切提昇社交互動，

則是本研究未來設計實驗的要項。 
 

3.研究器材與受測者 
本研究分為兩階段進行，以非參與式的觀察

法做記錄，其記錄地點為台灣科技大學 T4-404 辦

公室，主要受測時間分為 2010 年 2 月 4 日至 2010
年 2 月 11 日每天下午 am12：00~pm6:00 時段，

受測者為年齡介於 18 到 32 歲之間的年經男女為

主，分為三組共 24 人，第一組為傳統鬧鐘組，第

二組為 SMG 實驗室內熟識好友組，第三組為不認

識之間之台灣科技大學同學八位。 
第一組之研究器材為傳統式雙鈴鬧鐘，第

二、三組為 Social Clock。 
 
4.研究設計 

傳統鬧鐘實驗流程：首先佈置一個臥室，給

予柔和燈光，舒眠精油與情境音樂，模擬舒適的

睡眠環境，告知受測者實驗流程後，定下喚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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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引導受測者進入被窩睡眠，接著實驗者離開

臥室，一個小時後，鬧鐘響起，實驗者進入臥室，

受測者填寫喚醒經驗問卷，之後進行受測者起床

後感受訪談， 後將之做分析與歸納以得出實驗

結果。第二組與第三組使用 Social Clock 實驗，流

程如同上述睡眠環境佈置，之後告知受測者 Social 
Clock 實驗流程與使用機制後，進行受測者睡前錄

音、或是上傳音樂，定下喚醒時間，受測者進入

被窩睡眠，接著實驗者離開臥室，並且約一個小

時後鬧鈴響起，實驗者進入臥室，受測者填寫喚

醒經驗問卷，之後進行受測者起床後感受訪談，

如(圖 4)。 
 

 
圖 4 Social Clock 實驗場景圖 

 
四、實驗分析 
 
    經由以上實驗後，分為四大項分析，並佐以

問題量化數據以及實驗後體驗感受之質性問答，

來驗證使用者之互動感受，為方便編碼分析，受

訪者以(ID#號碼)為代號，受測者訪問內容以斜體

表示。 
 
表一 傳統鬧鐘與 Social Clock 分析 

 問題 
傳統鬧鐘 

M 
(SD) 

Social 
Clock 

M 
(SD) 

F 值 

 
P 值

Q1 起床情緒變好 1.63  
(0.52)  

5.50  
(1.20)  

0.016 0.000* 

Q2 喚醒聲音有趣 1.75  
(1.04)  

5.88  
(0.64)  

0.281 0.000* 

Q3 期待喚醒聲音 1.88  
(1.13)  

5.63  
(1.19)  

0.761 0.000* 

Q4 
喜愛此喚醒方

式 
2.13  

(0.83)  
5.5  

(1.20)  
0.270 0.000* 

Q5 願意錄製 3.00  
(1.41)  

5.38  
(1.06)  

0.742 0.002* 

Q6 
引起朋友間話

題 
1.88  

(0.99)  
5.75  

(0.89)  
0.924 0.000* 

Q7 朋友使用意願 2.13  
(0.64)  

5.38  
(1.06)  

0.084 0.000* 

Q8  家人使用意願 2.13  
(0.83)  

5.75  
(1.04)  

0.550 0.000* 

Q9 想要邀請家人 1.88  5.38  0.558 0.000* 

朋友一起使用 (0.64) (1.19)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1.使用感受分析 
    由表一可以得知，關於使用者的感受，Social 
clock 的使用意願，經由 Q7&Q8 數據顯示，都比

傳統鬧鐘來的意願高出許多，其原因可能為傳統

鬧鐘單一且響亮的鬧鈴聲，雖然簡單但無法與使

用者連結。使用者也認為 Social clock 可讓起床的

情緒變好(Q1)，也會對於喚醒的聲音產生好奇，

想繼續使用 Social clock，由於 Social clock 的不確

定性，使用者會對下一次喚醒聲音充滿了期待，

而且起床的聲音，也會讓他們去猜測是誰上傳

的，而去揣測上傳者的心情，進而去關心對方。 
 
2.上傳音樂分析 
     好友與非好友組皆會以此鬧鐘當作互相關

心，互相舒壓的管道，使用者會以音樂當作起床

的關心，或者好友對好友情緒上的發洩，而且使

用者會考慮朋友起床的心情挑選適合的音樂喚醒

對方起床，“我會想要把音樂做分類，撥放給適
合的朋友聆聽。”(ID#14)，而且使用者會依照節

日分類，朋友喜歡的音樂類型，當作禮物播放給

適合的朋友。 

    組外成員覺得不太熟悉團體，所以一開始對

於上傳語音有點害羞，但他們很樂意分享音樂，

藉由自己喜歡的音樂，或是符合時事的廣告音

樂、年節音樂，等到漸漸熟悉彼此認識後，就會

想要錄語音分享給大家。 
 
3.錄製聲音分析 
    對於是否願意自行錄製聲音，好友組內使用

者皆偏向願意錄製(Q5)，關於上傳的聲音，組內

與組外成員剛開始都偏向使用自己平常在聽的音

樂上傳，“會想要使用 近流行的歌曲，
ex:Nobody，上傳與大家分享。”(ID#02) 

    “我覺得特別會想上傳 近符合時事，節氣
的音樂，ex:奇異果起床曲或是過年音樂”(ID#04)。 

我們藉由訪談發現，錄製聲音也好似與使用者個

性有關係，錄製聲音感覺是單向，私密的，例如:

講電話或電話答錄機，所以較害羞、內向的成員

還是偏向上傳音樂，活潑個性與好朋友的親密度

會導向錄音喚醒。 

“聽到惡搞&KUSO 的歌曲會想要回覆整別
人。”(ID#01)，使用者會害怕 kuso 聲音，但又想

要以搞怪的聲音嘲弄友人。害羞的朋友聽到 kuso

錄音會默默的不回應，活潑熱情的個性聽到反而

會想回應，或是上網留言查詢，kuso 歌曲也比較

能引發起床之後社交討論。 

錄製聲音先會以叫醒朋友起床聲開始，後來

大家漸漸發揮創意，也可以是主管叫醒室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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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段親切的呢喃，或是去某地旅行給朋友的一

段錄音，慢慢漸進式的變成個人的廣播電台，傳

達心情與互相關心的管道，使互動美學隨時間流

逝源遠流長。 

 
4.互動關懷分析 
    另外我們可以藉由訪談發現，音樂可以激發

使用者想像對方的樣子，“隨機的喚醒聲，會讓
我想像對方的樣子&長相或個性。ex:穿著 PRADA
的惡魔音樂:想像上傳者是一個上班族美女。ex:
搖滾樂:想像上傳者是一個放蕩不羈的帥哥 etc….
進而改變我上傳的樂曲 。”(ID#13)“聽到爵士樂
會想到喜愛爵士樂的老師。或是輕快歌曲聯想到
活潑個性的好友。”(ID#20) 

    使用者會去猜測喚醒聲的用意，例如音樂給

他們的感覺，“今天聽到不能說的秘密電影配
樂，讓我想到以前的美好回憶.. ”(ID#20)；”收
到了柔和配樂，是不是對方讓我多睡一
呢？。”(ID#09) 

    使用者會以聽到的音樂，聽到的感覺，來回

覆下一首的上傳歌曲，使用音樂激發音樂聯想。

也在特定節日想給予對方祝福”生日或是聖誕
節、新年時會特別想要上傳祝福大家。”(ID#22) 
 
五、結論 
 
1.研究結論 

Social clock 研究之目的在於提出一個可能的

設計新方向。在不影響日常用品的使用情況下，

嵌入社群互動的元素。這社群互動的元素與傳統

的使用性並無直接關係，根據實驗數據與訪談發

現，此互動方式很自然而然的對應到日常生活用

品之內，以不影響使用者平日作息之下，增進使

用者的社交互動，而使傳統負面的起床情緒轉化

為正向的，令人期待的起床方式，而使日常生活

用品不再是機械化的工具，而也是一個促進社交

互動的好幫手。而傳送的樂曲也不再是單純的聲

音素材，而是夾帶著引發思考的豐富聯想，漸變

成虛擬的禮物收發，相對於現代人常使用虛擬介

面傳送實體物件，例如：網路拍賣購物，電子郵

件連絡促進現實生活社交；而鮮少有在實體物件

上做虛擬的交換，Social clock 以實體物件上做虛

擬的數位檔訊息交換，提升了人與物的互動，並

逐漸進化為人與人的互動。 
 
2.後續研究與建議 

藉由訪談間 Social clock 使用者會害怕聽到不

好聽的聲音，此後可能建立樂曲排行以及樂曲類

型分類機制，讓上傳的音樂能保有其品質。 
而 Social clock 目的是研究日常生活用品的嵌

入互動流程，在其造型上，也希望能夠賦予相對

應的語意，讓使用者在使用時就能自然地被引導

而參與社群互動，進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在未來，Social clock 將以 iphone 開發之 API

程式模擬運算程式，成為 iphone 軟體給予使用者

下載，另賦予其匹配外型，再做更深入的探討。(參
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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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ntends to apply randomness into daily lives to achieve serendipity. With 
Social Clock, users could upload their own voices, recorded sounds, or music to express their 
mood as a bed time routine. The next morning, users would be awakened with the random 
alarm from their friends. Without changing habits of users, everyday products embedded with 
computational technology are capable of receiving and perceiving the outside message. With 
the methods of qualitative experiment as well as a few auxiliary quantitative ones, we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wakened by our design, given it a suitable shape. In the past, the 
traditional interaction is usually people-to-object, and now it becomes people-to-people 
interaction, We hope that user can feel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product full of fun and 
serendipitous surprise of experience, Instead of increasing item entiti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we als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negative wake-up alarm clock emotions 
into positive emotional interaction, to give user a good wake-up experience feeling, and to 
make life full of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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