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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技術日漸成熟，這些擁有運算與連網技術的物件將交織於我們的日

常生活中，面臨如此龐雜的人機互動關係，人誌學(ethnography)勢必面臨挑戰與限制。本研究提出了一

組人誌學設計物件，透過賦予日常物件感測與連網功能，替代過去研究者直接進入場域進行人誌學的研

究，除了感測裝置的選用，同時我們也展示了幾個設計策略，讓參與者與物件的互動能更順利地進行，

此研究包含了五位參與者共同與人誌學物件生活一段時間的經驗感受，針對參與者的回饋，我們提出未

來若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時能夠改善的建議。 

關鍵詞：物件人誌學(Object Ethnography)、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1.前言與研究目的 

為了瞭解人們與技術間的互動關係，人誌學研究

方法已於人機互動領域中有相當廣泛的應用，並

且有著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80

年代的 Lucy Suchman[9]，提到人們的行為最常建

立於正在展開的活動上，或是他們當前的處境上，

而非任何預設的計畫中。Dourish[3]則延續此概念

於他的體現行為(embodied action)理論中，Dourish

描述當我們與周遭環境、設計物或是其他人互動

時，如何揭露其中物質與社交上的現象，是其核

心價值，而非對於周遭環境抱持固有的見解，此

處所探討的現象正是了解我們經驗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當人誌學研究方法要應用於物聯網的生活脈

絡，甚至是未來想像的情境中時，將會面臨一些

挑戰，人們的行為與意圖可能散佈於其周遭非相

關的設備或活動上，同時，人誌學需要研究者長

時間親身的參與，才有機會從龐雜、廣泛的日常

中獲取有意義的資料，但也可能由於研究者在場

的因素，無法獲得最真實的資料。因此本研究希

望以具備感測器與連網功能的日常物件代替人誌

學研究者的角色，將其佈署於真實場域中與參與

者們共同生活一段時間，藉此了解參與者與之互

動後的經驗感受，並且探索可以採取哪些設計策

略，使物件與參與者在日常生活中能達到真實的

互動交流，同時期待以物件為研究者的觀點時，

能獲得有別以往的人誌學資料。 

圖1 本研究之人誌學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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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文獻探討 

2.1人誌學(Ethnography)的可能性 

人誌學方法應用於設計領域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成為非常普遍的設計方法論之一 [1]。根基於

人類學，人誌學方法透過觀察、訪談、參與，來

理解人類行為，此方法可以從幾個面向來協助設

計研究，稱之為設計人誌學(design ethnography)。

(一)設計師創造欲研究的人造物與其環境，(二)技

術改變了生活實踐，但是設計師的觀點不應該被

強加在使用者上，(三)使用中的技術需更廣泛的

被理解，(四)對技術與活動的共同探索，可以讓

設計師與使用者共創參與式的設計。 

相較於其他傳統方法將研究帶離原本使用者的場

域，人誌學更重視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進行研究，

因此，傳統的研究通常著重在技術是否可行、可

被接受，而人誌學則是探究技術與活動之間的關

係。面對已經存在的環境脈絡，以及已經設計出

來的設計物而言，設計人誌學毫無疑問是可以探

究設計物在真實情境中的使用狀況，但若面對預

設 的 未 來 、 未 知 的 使 用 者 狀 態 ， 想 像 中 的 情

境，……等等不確定因素，已知的設計人誌學方

法面臨著許多限制與挑戰，因此設計領域中另類

的人誌學研究便開始湧現。 

預期的人誌學(Anticipatory Ethnography) 

結合設計虛構(design fiction)與設計人誌學的研究

方法，Lindley[7]等人提出了預期人誌學方法:使用

人誌學方法來研究設計虛構中的設計物，用以產

生可作用的洞見(actionable insight)。相較於傳統

人誌學著重於現存的情境，設計虛構則是假設一

個不存在的想像情境，兩者在時間的本質上有相

當的落差。 

可能人誌學(Ethnography of the Possible) 

針對可能的未來，Halse[6]提出了可能人誌學的構

想。結合人誌學與想像力，透過設計介入創造一

個扭曲的當下(distorted here-and-now)，或是可能

的未來，可以獲得新型態的田野資料。藉由主張

一個假設的世界，參與者被實體地邀請進入研究

者所創造反思的新宇宙。 

不可能的人誌學(Ethnography of the Impossible) 

思考以物件導向本體創造更開闊的想像空間，開

啟「不可能」的設計空間，Giaccardi[4]等人提出

以物件的表演性來進行一連串不可能的人誌學，

不同於一般地設計人誌學研究將設計者限定於人

類，Giaccardi 提倡以物件的表演，讓物成為共同

的設計參與者之一。然而這裡的「不可能」其實

是強調如何從人類習慣以外的角度讓物件展現其

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2.2物件觀點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隨著運算晶片、感測技

術、以及網路連線技術成熟，物件被賦予更高的

能動性(agency)，尤其當物件連上網路後，物件極

可能知道比人更多的資訊，並開始給予人們意見，

同時可能也擁有自己的社交生活[2]。因此對照傳

統的人本設計(human-centered design)，物件中心

設計(object-centered design)所形成的設計物本體

論，將展現出一種不同的觀點。 

Haggle-O-Tron 是放置在英國 OxFam 二手商品店

面的一個實體水壺[8]，消費者若有感興趣的商品，

可以與水壺進行討價還價的互動。設計師刻意將

Haggle-O-Tron 的外型偏離人物角色造型，而是以

日常生活物件來擔任議價的角色，成功的彌補英

國日常購物中不熟悉與店員討價還價的習慣。 

Thing Ethnography 是 Elisa Giaccardi[5]等人提出的

設計研究方法，其主張物的觀點存在於和其他本

體的關係中，相較於人類觀點有不同的軌跡，透

過在日常的物件上裝設軟體與感測器，藉此物件

能夠提供我們一個接近它們場域與觀點的機會，

研究者將能獲得無法從傳統人誌學中取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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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人誌學物件資料流程圖 

3.人誌學物件 

本研究的人誌學物件為一組居家物件，其設

計原型分別是花瓶與面紙盒，挑選此兩種物件原

型是基於本研究先前針對居家空間探索的成果，

在此探索過程中我們採用微型的攝影器材針對四

個不同的居家餐桌空間做長時間的縮時影像紀錄，

經過分析，發現有一類的物件會長時間存在於居

家餐桌空間中，如同空間中的一種背景狀態，因

此我們認為此類物件有極高的潛力發展成為居家

人誌學物件，而花瓶與面紙盒則是此類物件中較

常出現的兩種型態。 

在本研究中花瓶的功能為偵測環境中的二氧

化碳濃度與推送列印短文，面紙盒則是有錄音與

播放聲音的功能。當環境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產生

變化時，兩物件會與參與者產生互動，其中包含

文字與聲音兩種形式，同時也會以錄音的方式記

錄下某些特定時段的語音，參與者也能以文字的

方式對列印的短文寫下當時的感受與回應。 

圖3 人誌學物件:花瓶(左)面紙盒(右) 

3.1互動方式 

人誌學物件的互動資料流程如圖3，主要的反應來

源為居家空間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當濃度升高超

過設定值時(通常代表參與者在現場一段時間)，

花瓶會傳遞訊號到 Firebase 平台上，表示目前二

氧化碳濃度為高的狀態，面紙盒則會接收此訊號

做出播放一段錄音的動作，當播放聲音結束的5至

10分鐘，二氧化碳濃度超過設定值維持一段時間

後，研究者便會從遠端推送列印短文，由花瓶印

出，若參與者將印出的紙張撕下時便會啟動花瓶

內部的微動開關，此時花瓶會再傳送一個訊號到

Firebase 平台上，表示紙張已經被撕下，面紙盒則

會接收此訊號做出錄音的動作。 

3.2硬體功能 

人誌學花瓶內部硬體包含一個二氧化碳偵測器、

一個微動開關、一組熱感應列印機、SD 卡模組、

兩片 WEMOS D1 R2、一片 Arduino UNO，二氧

化碳偵測器主要用來偵測環境二氧化碳的變化量，

微動開關是用來偵測列印短文是否有被撕下，

WEMOS D1 R2主要的功能是將本機所偵測到的各

種變化量透過無線網路傳送至 Firebase 平台上;人

誌學面紙盒內部硬體包含一個指向式麥克風、一

組揚聲器、一片 WEMOS D1 R2開發版、一組

Raspberry Pi，此處 Raspberry Pi 主要是負責錄音

以及撥放錄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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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人誌學花瓶內部硬體圖 

圖5 人誌學面紙盒內部硬體圖 

兩個設計物彼此之間是利用 WEMOS D1 R2的連

網能力透過 Firebase 平台傳遞與接收訊號，而短

文推送的部分則是透過 MQTT 通訊協定的方式，

由研究者遠端推送訊號給設計物，利用 WEMOS 

D1 R2接收，進行列印的動作。 

3.3列印內文與錄音回撥 

當物件介入至日常空間時，除了透過各種感測器

來達到與參與者的即時互動，同時本研究也希望

能透過其他日常的錨點，強化設計物欲與參與者

互動的意圖。 

3.3.1列印短文 

列印短文的內容分為三類主題，分別為: 

(1)平行時空副本 

在一段平行時空的故事中，帶入你、我、他三種

不同人稱的敘事方式，讓參與者可以透過想像力

或推測的方式，將自我與設計物帶入故事中。 

(2)農民曆 

還原傳統農民曆上的元素，利用其帶有預測與提

醒未知的能力，試圖與參與者的生活發生連結，

藉此引發近期日常事件的話題。 

(3)物件的秘密語言 

透過常見輸入法忘記切換的打字方式，將一段日

常對話利用此方式加密，讓參與者須透過鍵盤解

密的方式才能了解其中的意思，藉此提升參與者

對設計物的興趣。 

3.3.2錄音回撥 

本研究的錄音機制是當偵測列印紙張的微動開關

被啟動時，隨之啟動錄音，因此預期錄音內容可

能會有與列印內容的相關討論，透過回放能讓參

與者意識到物件曾經參與過他們日常的某個片段，

亦能引起他們對於過往片段的反思。 

3.4場域佈署 

本研究選定一家庭式的合租公寓作為佈署場域，

公寓內參與者有各自的房間與共用的客廳和用餐

空間，參與者共計五人，人誌學物件佈署在客廳

旁的餐桌上，實驗一共維持4天。 

圖6 人誌學物件場域佈署 

4.研究成果 

在此次佈署期間，短文列印次數共8次，錄音次數

為4次。實驗結束後進行一次約2個小時的訪談，

訪談內容主要圍繞在與人誌學物件互動的經驗，

列印短文內容的理解，以及對設計物的感受，在

此將訪談得到的質性經驗分為普遍對於系統互動

的經驗與個人特殊經驗進行討論。 

4.1系統互動的經驗 

整體而言，參與者與系統的互動程度偏低，短文

的部分，參與者對於多數的列印內容不太感興趣，

僅有2人主動將列印短文撕下，此外，即便已經知

道部分短文的亂碼是可以透過鍵盤輸入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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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碼，仍會礙於手邊無法隨手取得鍵盤不會在

當下進行解碼，而是累積一定的數量後才一起解

碼。錄音回播的部分，僅一位參與者有意識到播

出來的聲音是他們前幾天的對話內容，且有兩位

參與者對於一個人的時候物件突然播出聲音會感

到恐懼。 

4.2特殊經驗 

一位參與者提到在佈署期間她與人誌學物件有了

一次不期而遇(serendipity)的特殊經驗，她提到那

天中午她獨自一人在餐桌上用餐，並且一邊看著

手機上的影片，此時物件突然列印出一則短文，

短文內容: 

在你的空間 

每六十秒有十分鐘過去 

二十分鐘有兩個小時過去 

時間忽快忽慢 

大家推翻了時間 

自由地活在自己的圈圈裡 

參與者表示，感覺物件在向她發出訊息，提醒她

不要再浪費時間，當下她感受到像被責罵一般。 

5.討論與反思 

在場域佈署後的訪談中可以得知，在佈署期間大

部分的參與者並沒有與人誌學物件有太深刻的互

動經驗，就此本研究針對此組物件的幾個設計決

策面向來討論: 

(一) 硬體與感測器 

在佈署期間，曾發生過硬體當機，導致一段期間

並未啟動錄音與播音機制，但礙於研究者在遠端

無法及時得知物件當前的狀態，因此未來仍需要

物件能定時回傳當前狀態至遠端的監控平台上，

確保系統正常運作。目前系統互動的機制首要發

起者為二氧化碳感測器，但二氧化碳的累積需要

一定的時間，並不能在參與者聚集當下達到設定

的值，且容易錯過只有一個參與者獨處的情境或

是參與者短暫停留的情境，未來可以透過不同感

測器的特性，達到能夠及時偵測參與者出現的時

間點，並且不會受到人數多寡的影響，像是人體

紅外線感測器、超音波測距等。 

(二) 列印短文 

本研究認為列印短文在參與者與人誌學物件的互

動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在訪談中發

現效果並未如預期，參與者普遍認為平行時空副

本類的短文並不容易理解，無法將自身帶入故事

情境中。農民曆類的短文，則因參與者年齡均為

25至30歲，日常並沒有察看農民曆的習慣，所以

對於此類短文出現時並不會特別閱讀。物件的秘

密語言原先出發點是意圖透過加密的方式，挑起

參與者的好奇心，讓他們主動與物件互動，但經

佈署後發現，參與者面對整段都是加密的文字時，

多數人會選擇直接略過。 

針對以上參與者給予的反饋，本研究認為未來平

行時空副本類的短文可以加入參與者們生活脈絡

中會出現的元素，像是人名、地名、店家名稱、

寵物名稱等，讓參與者能更快的融入。農民曆類

的短文可以嘗試與之相同性質，但卻更貼近參與

者的日常閱讀習慣的短文，像是星座預言，利用

星座有預言近期運勢與可能發生事件的特性，能

與參與者的日常產生互動。物件的秘密語言則能

修改為部份加密的方式呈現，透過部分可閱讀的

文字，提升參與者對於加密內容的興趣 

(三) 錄音回播 

在訪談中得知，僅有一位參與者知道人誌學物件

會播出過去特定時間點的錄音，而在回顧系統所

錄到的聲音時，發現多數片段為並沒有錄到有效

的對話聲，所以當錄音回播時，參與者也不容易

理解播出來的聲音是過去的日常片段錄音，本研

究推測由於預先設定的錄音時間長度只有30秒，

且是在列印短文被撕下後馬上啟動，因此這段時

間內參與者可能還在閱讀短文的內容，並不會馬

上給予系統反應，或是與其他參與者進行對話，

未來需考量參與者閱讀短文的時間，調整錄音的

機制，像是延後錄音的啟動，或是延長錄音的時

間。 

6.結論與未來建議 

當人誌學在現今甚至是未來的生活脈絡中面臨其

限制與挑戰時，隨著技術的進步，這些具備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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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的物件似乎有替代人誌學中研究者角色的潛

力，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有別以往的觀點。 

這裡呈現了一組人誌學物件，透過實際場域的佈

署，與參與者的回饋，我們了解到要讓物件與參

與者達到流暢的互動具有相當的難度，儘管如此，

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設計的策略，利用參與者的

想像力，跨越硬體與感測器的限制，試圖達到一

種不期而遇的經驗(serendipity)，使人誌學物件融

入參與者的生活中。 

本研究目前仍於初步探索物件人誌學的可能性，

未來如何讓物件與參與者能有更良好的互動經驗，

並且更有效的收集資料，在此提出三點未來能夠

改善的地方。 

(一) 為了達到與參與者更即時的互動，需選擇較

穩定且不受參與者人數多寡影響的感測器。 

(二) 人誌學物件所主動推播的互動內容中，若加

入參與者生活脈絡中會出現的元素時，會讓

物件更快融入參與者的日常生活中。 

(三) 為了能有效的收集場域資料，應考量物件推

播的內容與參與者可能產生互動的時間點，

並預留參與者消化互動內容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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