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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逐年降低的出生率與醫療品質的提昇，台灣於 2018 年將正式邁入高齡社

會，個人價值的提昇使「人本關懷」逐漸備受重視，而通用設計是一個全面

性的設計，且考量到不同族群的使用者，致使「通用設計」成為當代的設計

趨勢。而諸多商品使用者經常因溫度變化或材質導熱，難以明確掌控產品過

載現象而導致受傷；因此，要如何將溫度轉換為可理解、易讀的資訊，方便

使用者辨識以降低傷害風險，為此研究探討的重要議題。本研究首先以文獻

蒐集、資料分析探討確定設計主軸，並藉由通用設計的七項原則為輔助，確

立設計規範。研究方法則以製作問卷取得第一級來源，了解使用者需求，並

由結果分析考量使用者需求上的排序及更加確定使用族群。實證研究分為兩

階段，第一階段根據調查結果進行產品設計，提出三項方案，第二階段則進

行使用性評估，並使用 PPP(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各原則及評價方式

檢視，針對使用上所產生的問題及通用達成度進行二次修改。第三階段為確

立最佳方案，討論最終分析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希望能以通用設計為基，考

量更多的使用族群，對使用者有所幫助來降低傷害機率。 

關鍵詞：高齡化社會、通用設計、視障者、感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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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緒論 

近年來，「人本關懷」受重視的程度與日俱增，儼然已成為全球趨勢。根

據內政部戶口普查人口結構分析表和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表，目前 65 歲以上

的高齡者約有 270 萬人，而身心障礙者總人數約有 110 萬 2 千人，除了高齡

者及身心障礙人士外，孩童和孕婦等更需給予關懷與照顧。也因此，「通用設

計」的概念才得以逐漸地被重視且推動發展。而國內、外則有許多相關組織

企業積極投入推廣，例如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of Universal Design 

Education, FUDE）不僅經常舉辦「通用設計」教育研討會，並定期舉辦設計

競賽，期能藉此實現福祉社會的願景，讓通用設計在生活上更加普及。另外，

各國對於通用設計的發展亦相當重視，不僅修定法案，且成立許多相關公益

團體，從多面向落實以促進通用設計的發展與實踐。是故，有鑒於人本關懷

的議題在國際上備受關注，若能確切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必然提昇人類的生

活品質，且讓更多人受惠。 

生活在社會中，人類經由大眾媒體來接收各類不同的資訊（Katz, 

Gurevitch , & Haas, 1973），透過生理的感覺神經系統傳導，進行主觀的心理活

動，進而形成知覺經驗(陳汶瑜，2009)。大部分資訊多以感官的判別來得知，

憑藉著身體上各種感官來生活、學習或辨識，教育學者研究，人類接收到的

資訊有百分之八十由視覺而來(劉秉軒，2013)，其餘的百分之二十則藉由其

他聽覺、嗅覺等感官接收。因此，對於視障者在判別資訊上，難以迅速及準

確的處理過多的外在訊息，而日常生活中，約有百分之八十八的視障者需藉

由旁人的協助，為了提高視障者的活動能力，產品上必須考量使用者的身體

特徵及能力限制，減少龐大複雜的產品功能(張悟非，1999；洪偉肯，1999)，

降低生活上的危險性且提升其生活品質。 

任何物體都需維持著一定的溫度，此對日常生活是有所影響的；然而，

人們在使用上經常對於溫度的變化難以掌控，且溫度在物體表面的判別資訊

亦不易察覺，讓使用者在使用上容易產生不便之處，對視障者或老人等不易

辨識的使用族群，受傷機率更加提昇。國內研究及開發的產品，族群較為單

一，未考量不同的族群與其使用的需求性，故若能開發以符合更多的使用者，

考量實際操作情形，同時顧慮使用時的心理，而擴大使用族群則能使市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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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加。再者，運用資訊轉換的方式，能以多重感官增加判讀的正確性，讓

失去部分感官的使用者在生活更加自主，解決產品的不便提昇適用度，以達

到通用設計的目的。因此，本研究遵循通用設計原則改善市面現有商品，加

入新構想解決使用者不便，提高操作績效且更具便利性。 

 

（三）文獻回顧 

3-1 視障者現況 

自九十七年起，視障者人數平均維持在五萬五千人左右，佔身心障礙總

人數約百分之五，在身心障礙者人數中所佔比例不高，卻是極易被社會大眾

以傳統刻板印象視之的對象。社會觀念的導正和資訊管道的建立，許多視障

者協會的成立，整合了現有的資源及提供資訊平台，輔具的多樣性也因通用

設計的發展使得更為普及，個人價值的提升帶動社會對於視障者的重視，使

視障者和社會有了相當的連結。但視障者的學習相較於常人更為耗時，加上

特殊教育領域中的人力有限，造成視障者在學習方面的資源較稍顯不足。 

 

3-1-2 視障者定義 

視障者在不同的體系或法規下的定義會有所不同，故將視障相關定義整

理如下： 

1. 行政院衛生署 97 年公告「身心障礙等級」修正：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神經、視覺徑路、大腦

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無

法（或甚難）作視覺之辨識而言。表 1 將視覺障礙分為下列 3 個等級： 

表 1：視覺障礙 3 個等級 

重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 0.01（不含）以下者。 

2.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20DB

（不含）者。 



4 

 

中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 0.1（不含）以下者。 

2.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15DB

（不含）者。 

3.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 0.2 以下（不含）者。 

輕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 0.1（含）至 0.2 者（含）者。 

2.兩眼視野各為 20 度以內者。 

3.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10DB

（不含）者。 

4.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在 0.2（含）至 0.4（含）

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2008 

2. 教育部 2002 年發布的「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 4 條：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所造成，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分

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3.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 

視覺障礙係指依萬國視力表所測定之優眼視力未達 0.3，或視野在 20 度以

內者。 

對於視覺障礙，其他學者定義如下：徐春江認為視覺障礙是指眼睛無法

或有相當困難發揮正常的視覺功能(徐春江，1999)。 

 

3-1-3 視障者的種類 

視覺障礙種類分類標準，依視覺的敏銳度分為弱視(low vision)、功能性

失明(functional blindness)和全盲(blindness)。而在醫學上將與生俱來的視障者

稱之為先天盲，出生後中途失明的稱為後天盲。視障者在視覺的使用上有一

定的障礙，但並非完全看不到，基隆市推動無障礙生活環境手冊依視力程度

不同而有分為下列幾種： 

1. 絕對盲：就醫學上而言，為完全喪失視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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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覺：指視力雖能辨識強光、明暗等現象，但還不能發覺眼前三呎處光的

移動。  

3. 手動視覺：能發覺眼前三呎處的手動影像，視力值在萬國視力表測量結果

在 0.02 以下者。 

4. 色覺：即能辨識色彩的視覺能力。 

5. 數手指：視力能數出眼前手指之數目者，視力值在萬國視力表測量結果約

在 0.02 左右。 

6. 行動視覺：其視力值在萬國視力表上，約在 0.02 至 0.05 之間。該類視障

者尚可應用其視力以助行走。 

7. 隧道盲：凡視野狹小經視野計檢查結果，視野在 5 度以內者為盲，視野在

5~20 度間為弱視，在行動上甚為不便。 

 

3-1-3 視障者的特性 

視障者由於視覺功能的缺陷，無論是全盲或是弱視，對於處於變動的外

在環境中，常易呈現缺乏安全感（柯明期，2011)。視障者雖然失去視覺，但

是他們能從聽覺和觸覺來獲得補償，因此在聽覺和觸覺上會特別敏銳，實驗

心理學者指出這種能力是後天訓練與集中注意力的結果，並非天生的，此種

現象稱之為「感官補償」（郭為藩，1997)。雖然觸覺和聽覺能夠為視障者提

供資訊，但提供的資訊有所限制，細微的資訊無法完全以感官補償來掌握，

所以視障者的認知概念發展會受到限制，需要較多的時間才能夠發展物體恆

久的概念(佐藤泰正，1983)。但視障者藉由感官補償，在生活能力上能保有

較自主的獨立。 

人在陌生環境時，需判斷所屬空間與自身周遭空間中各事物之間的關

係，包括位置、方向和距離等要素的能力，稱為「空間知覺」(陳汶瑜，2009)。

空間知覺經由感覺器官收集資訊，並加以分析後產生的，且在視覺和聽覺上

表現得最為顯著。由於視障者缺乏視覺經驗，使得視障者的空間概念組合困

難(張丞翔，2006)，在空間知覺的認知和環境行為上，可能會產生認知錯誤



6 

 

及不正確的判讀。 

 

3-1-4 視障者輔具應用 

因視力受損對於周遭的訊息，弱視者可藉由放大鏡來輔助視覺能力，而

全盲者則須倚靠視覺外的多重感官去判別，資訊的判別多以觸覺如材質和點

字等或聽覺如語音系統來輔助。視障者雖可透過多重感官來學習，但是能按

自己的進度且不受場地時間所限制的學習方式，則非點字莫屬，所以點字可

以說是視障者學習的基礎工具（張訓誥，2000），此技能對於盲人的閱讀是相

當重要的。在行動方面，白手杖可輔助接收環境中的空間配置，具有防護、

回應、辨識等 3 項功能，使視障者在不熟悉的空間中亦可安全行走。視障者

輔具在現代生活科技的發展中，可透過科技讓視障者從視覺功能外接收訊

息，且更為精準正確。 

 

3-2 廚用相關輔具介紹 

產品的好壞需來自於全方面的思考，藉由探討現存產品，了解現有產品的

優劣，避免重複設計，找尋設計切入點。許多產品多以大眾作為設計原則，

因此大大降低特殊族群對其操作績效，也減損了產品的使用性(Bruseberg, 

2002)。為提升產品競爭力，無非是要創造能滿足使用者需求的商品。資料分

析如下圖表 2： 

表 2：輔具相關介紹 

產品名稱 市售產品 產品介紹 優缺點 

暖呼呼隔熱

和風杯 
 

採用雙層構造，內部

採用中空設計能隔絕

碰觸高溫，避色高溫

燙傷。  

倚賴觸覺的視障者

可預防觸覺功能受

傷，但容器內的溫度

依舊無法得知，易飲

用時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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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面指示器 

 

當液體到達一定水位

時，會發出蜂鳴聲提醒

使用者。 

藉由聲音的辨識提

高視障者的判別能

力。 

馬叩杯 

 

握把會因浮力而使得握

把頭呈現水平狀態，進

而發出「叩」的聲響，

解決了視障者到水時辨

別水位高低的困擾。 

利用設計，將液面指

示器直接和杯子結

合，減少了輔具的使

用，且更為美觀。 

可溫控智慧

平煎鍋 

 

握把處有一顯示器，當

鍋子達到一定溫度時，

利用變色原理，顯示器

會由綠轉黃。 

因為需視覺辨別，此

輔具較適用視障者

外的身心障礙人士

使用。 

料理溫度計 
 

可精準量測烹飪時或餐

點中的各項溫度。 

重複清洗次數高，但

可準確得知溫度。 

iDevices 廚

房溫度計 

 

可遠程監控食物溫度，

也能夠自定義溫度範圍

控制調整火侯， iPhone

會接收到通知信息，防

止食物燒焦。 

智慧手機的應用程

式，透過科技掌握烹

飪時狀況，讓使用者

降低使用風險。 

The Jug 

 

將容器卡在一個四方的

框框裡，讓視障者提握

的施力點較穩固，不會

造成手滑打翻的現象。 

造型較為獨特，但距

離的掌握較為困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煮飯烹飪時，視障者多需判別食物的熟度、容量的多寡、調味料的分辨

以及保存期限等，在資訊的提供上，聽覺所告知的資訊最為直接且安全，位

於溫度變化大的廚房中，減少觸覺的判讀就可降低燙傷的危險性。在廚房輔

具中極少看見點字的應用，而點字卻是協助視障者解決生活與學習困難的

最好工具(葉豐輝，2009)，點字系統是藉由觸覺得知訊息的，溫度變數較大

的物品相較於固定恆溫的物品時，使用點字系統對其威脅性也相對提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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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發展，在現今廣泛用於各類輔具上，透過科技輔具結合廚用用具，創造

了更多便利性，再運用設計，改變物品外觀和使用方式，改善了使用者心理，

提升了居家的無障礙環境。 

 

3-3 感知意象相關研究 

物品在實質上扮演了人與產品及環境之間的介面，各式各樣的元素充斥

著我們的周遭，人類藉由探索外界生活而生存，經由各部位的感官接觸作為

媒介，來接收外界的刺激，並引發訊息以做為行動的依據(林寶蓮，2002)。

在整個過程中，感覺(sensation)是指物質的直接刺激作用，產生客觀現實的反

映；知覺(perception)指藉由感官對外界的信息進行組織和解釋。因此可得知

知覺是在感覺的基礎上而形成的。 

 

3-3-2 感覺 

是人類接收資訊的第一個步驟，由特殊分化的神經細胞─「接受器」來

接收內外環境中各種不同的刺激。有些感覺接受器遍佈全身，有些位於特定

位置。人類主要有視覺、聽覺、味覺、嗅覺、皮膚感覺(觸覺、痛覺、溫覺、

冷覺)等五種感覺，而各感覺器官除了對特定刺激反應外，有時也會產生「共

感覺現象(synesthesia)」，指在某一刺激情境下，除了接收該系統原有的直接

反應外，同時產生另一種感覺經驗，形成了一連串的共鳴現象。感覺系統能

幫助人類察覺不同形式的刺激，而刺激的強度須達至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引

起感覺，當能引起感受器所必需的最小物理能，就稱之為絕對閥(absolute 

threshold)。 

3-3-3 五項感官探討 

1. 視覺（visual sense）： 

視覺通過視覺系統的感覺器官（眼）接受外界環境中一定波長範圍內的電

磁波刺激，經中樞有關部分進行編碼加工和分析後獲得的主觀感覺。視覺

是個生物在感官知覺中最發達的一個系統，當產品引起興趣時少以聽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F%E8%A6%BA%E5%99%A8%E5%AE%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9%9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7%A3%81%E6%B3%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7%A3%81%E6%B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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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覺及嗅覺傳達，意味著人們主要由視覺接收訊息，產品的吸引力還是以

視覺感受為主。 

2. 聽覺（auditory sense）： 

為資訊的第二個輸入管道，百分之十五由聽覺接收，聽覺適應的時間相當

短暫，恢復也快，若長時間連續作用，則聽覺感受性會明顯降低，稱之為

聽覺疲勞（auditory fatigue）。 

3. 皮膚感覺（cutaneous sense）： 

人類在皮膚所得到的感覺經驗非常豐富，而觸覺是皮膚感覺中最主要的一

種機能，在某種程度上，物體接觸身體更可以代替視覺與聽覺來接收資

訊。觸覺（sense of touch）亦稱為「壓覺（pressure）」，皮膚表面經物體壓

力或觸及某物所產生的知覺，為最直接的感官，於是，當皮膚碰觸物品時，

即可感覺到物體的屬性。觸覺又分為主動觸覺（active touch）：以肢體主

動接觸物體與被動觸覺（passive touch）：物體置於皮膚上所生壓力所產生

(葉承諭，2004)，其中，主動壓力的敏感度高於被動壓力。且觸覺刺激停

留在感官上的時間相當短暫，若無持續給與壓力，觸覺反應很快就會消失。 

4. 味覺（sense of taste）： 

味覺具有後效應（after effect）指後味覺會影響前味覺，因此，常造成資

訊判別上的誤差。食品外，產品本身少以味覺作為傳達資訊，但味覺系統

最能抗拒傷害，所以少看見永久性的味覺傷害。 

5. 嗅覺（sense of smell）： 

和嗅覺進行整合交互作用。嗅覺是一種「遠感」，指可長距離感受化學的

刺激。長時間停留於同一氣味的地點則會完全適應而毫無感覺，稱此現象

為嗅覺器官適應。 

 

3-3-4 知覺 

經由感覺察覺外在環境刺激時，會主動或解釋該刺激，進一步認識該刺

激所代表的涵義(葉重新，1999)。感覺是憑藉著生理性的感官器官接受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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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刺激，具較大的普遍性，其層次較低；而知覺須對所獲得的訊息，運用過

去經驗或知識等進行心理的處理，因此，表現在個人知覺判斷時，具有個別

的差異性，其層次較高(林寶蓮，2002)。在整個知覺歷程中結合了生理及心

理的反應，並且做出客觀反應與主觀解釋，屬於複雜的心理活動(廖汝文，

2006)。知覺就像一個篩選器，在過程中，知覺會決定需進行反應的刺激，再

加以建構成行動依據，重複的知覺過程，對事物的感覺越豐富，知覺也就越

完整及正確，資訊的判斷相對速度提升。整個感知覺歷程如下圖 1： 

 

 

  

 

圖 1：感覺知覺歷程 

 

3-4 通用設計原則 

通用設計最早由美國建築師羅恩‧梅斯（Ron Mace, 1941-1998）於1970

年提出，他表示產品開發中的族群目標不該侷限於單一或特定族群，而應該

以群體大眾為設計的出發點，使商品能適合多數人的需求。通用設計英文原

名為「Universal Design」，縮寫為「UD」。可解釋為「讓更多數的人都可以

使用的設計」(余虹儀，2008)。通用設計常見的原則大約歸納為三種，分別

是梅斯與其他學者一同提出的「7大原則」及日本Tripod Design公司制定的「7

大原則+3項附則」、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人文生態學

院服裝、織品以及室內設計共同提出的「5-A法則」和梅斯本人提出的「3-8

法則」，而目前7大原則是目前最常見且最具代表性的通用設計原則(沈柄蒼，

2005；吳可久，2012)。 

 

7 大原則，由羅恩‧梅斯和其他學者等 10 位提倡者共同編輯： 

1. 公平性(Equitable Use)： 

 

刺激 
 

感官 
神經

傳導 

大腦

知覺 
心智

知覺 

 

反應 

感覺歷程 知覺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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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定區分或突顯部分使用族群，提供一致且公平的使用； 

2. 靈活性(Flexibility in Use)： 

具通融性的使用方式，使用時是有彈性的可依據個人能力自行

調整操作； 

3. 易操作性(Simple and Intuitive Use)： 

提供簡易操作模式，不需多加思索及可操作； 

4. 易感性(Perceptible Information)： 

在資訊設計上提供多種傳達方式，讓不同能力的使用者皆能理

解如何使用； 

5. 寬容性(Tolerance for Error)： 

容錯設計的考量，降低傷害發生率，保護使用者； 

6. 省能性(Low Physical Effort)： 

可輕鬆簡易操作，使用者不需耗費太多力氣即可使用； 

7. 空間性(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考量適當使用空間，讓不同的使用者皆可在空間裡活動。 

 

3 項附則由日本 Tripod Design 公司制定： 

附則 1─考量產品開發後的耐久性和經濟效益； 

附則 2─考量產品外觀的審美性及品質； 

附則 3─關懷保健和環境保護相關問題。 

 

5-A 法則，則是由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服裝、織品以及室內設計共

同提出： 

1. 可親近性(Accessible)：提供容易操作的介面與設計； 

2. 可調整性(Adjustable)：因應不同需求，可調整至適合的操作； 

3. 可通融性(Adaptable)：強調商品具通融性，方便多數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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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起興趣(Attractive)：操作上易吸引人，提高使用上的滿足感； 

5. 可負擔性(Affordable)：強調產品價格為使用者可負荷的價錢。 

 

3-B 法則，羅恩‧梅斯本人提出： 

1. 更好的設計(Better Design)； 

2. 更美觀的設計(More Beautiful)； 

3. 更高的經濟價值(Good Business)。 

 

3-4-2 PPP 原則 

評價通用設計的工具，則以日本的 PPP(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原則

為代表，為日本 Tripod Design 公司以通用設計的 7 大原則作為評量基礎，另

外增加 3 項附則後所開發的設計評量系統(陳中，2008)，共有 37 項指針檢視

產品設計的通用達成度，在實施通用設計時，PPP 原則提供設計師一套參考

依據，從構思開想到使用者需求探討，直到進行最終的使用者評價，皆可以

此原則應用。 

PPP 原則有五項特徵，分別歸納如下： 

1. 評價使用者對於商品的認知； 

2. 促使開發者找尋問題點的評價系統 ； 

3. 可跨域立場與知識； 

4. 能活用多項資產，提昇產品價值； 

5. 依據 PPP 原則檢視，除改善商品外，可加入其他功能符合需求。 

PPP 原則的使用方式，除依據 37 項方針逐一探討外，編組進行作業也是

產品開發常使用的方式，由各種不同角度及立場參與者匯集一堂，不僅是設

計相關人員，也需考慮到所有開發相關的部分，因個人看法及角度的不同系

統必須具包容及應變性，客觀性的進行分析，讓設計回歸到以使用者的立場

為出發點，為了順利地將通用設計導入產品開發過程中，PPP 編組為有進行

的必要性。PPP 原則以廣義的角度追求設計的目的，同時以定量化作為其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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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角度，因此，PPP 原則的運用沒有形式上的束縛，可依目標建構適用的評

價法。編組的架構及其運用示於圖 2(中川聰，2006)： 

 

 

 

 

 

 

 

 

 

 

 

 

圖 2：PPP 原則建構評價(中川聰，2006) 

 

3-5 溫度感覺 

又稱為體感溫度，是指皮膚所接觸到的空氣或物體的溫度改變所產生的

感覺。當外在溫度高於皮膚 0.4°C 時，便產生溫覺；若低於皮膚溫度 0.15°C

時，即產生冷覺。由此可知，皮膚對冷的刺激較為敏銳(林寶蓮，2002)。 

3-5-2 溫度科技 

溫度的判別通常藉由觸覺感官系統得知，少數由物質特性產生的反應才

可藉視覺判別。正常使用者可依視覺觀察物質冷熱，但也需實際以觸覺碰觸

物體才可得知物體本身溫度，若有視障者或老人等，反應速率較緩慢的辨識

者，燙傷或凍傷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使用者。人體皮膚對溫度極為敏感，且皮

膚在低溫下忍受的時間較長，高溫就短。對於皮膚的耐寒力，若穿著薄衣在

氣溫 19℃下即會產生熱量入不敷出的負平衡，下降至 15.5 ℃手部操作性會明

顯緩慢，-5℃以下會將皮膚凍痛，-14℃則會有凍傷現象。而耐熱力，皮膚碰

觸溫度 47℃時會造成一度灼傷，達 68℃即會傷害皮膚致全層灼傷，食道內壁

理解通用設計及原版 PPP 的各項原則 

以原則驗證產品評價及品質管理架構 

以自行的觀點，考量 PPP 原則並進行修

正或是消除作業 

正 

使用自我版 PPP 原則，重新運用於設計

或開發階段 

細部調整使商品更為好用 

PPP 原則的導入 

PPP 編組 

編組後 PPP 原則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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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所承受的溫度大約為 50℃-60℃，因此，過燙的食物也不適合食用。再不

接觸的情形下，95℃皮膚的忍耐力會急遽下降，溫度達 175℃時約一分鐘皮膚

便會出現不可逆的傷害。 

生活中接觸的溫度範圍，以接觸熱的機率較高，且皮膚對於高溫的忍耐

度低，易造成嚴重傷害，因此，為降低受傷機率對於高溫判別的科技逐漸在

開發中，如最近興起的感溫變色科技，其原理為利用微膠囊包覆隱形染料、

色形成劑及控溫劑，藉由不同的控溫因子，製作出不同溫度間變色的色料。

當溫度產生變化如升高時，同時改變顏色提醒使用者。但產品本身只提供一

種感官接收，忽略部分少數族群的實用性。 

 

3-6 資訊設計 

人類對資訊的判別取決於刺激、大腦的感官系統及經驗知識的影響，刺激 

的接收與知覺反應是一種訊息認知的過程(Solso, 1998)。圖 3 為訊息認知的三

部分： 

 

 

圖 3：訊息刺激的接收過程(Solso, 1998) 

 

在視覺認知的過程中，知覺是認知的主要來源；而在心理學中，知覺、

辨識、想像、推理、判斷等活動均屬於個人的認知歷程。由人因工程及認知

心理學分析，資訊處理需經過「刺激→知覺→認知→行動→反應」五個步驟，

先由知覺傳遞訊息，經由認知階段的分析、比較、判斷處理後做出適當的決

定，再交由行動皆對執行反應(官幸儀，2010)。由於刺激是對大腦進行作用，

因此，正常使用者對於訊息的接收可簡易辨別，少數者可因身心機能較弱外，

也備受周遭環境影響，如記憶力衰退、知覺降低及思考範圍狹小等，無法迅

速辨識資訊(林佳音，2004)。資訊設計是針對資訊進行處理的技巧和實踐，

透過資訊設計以提高人們應用訊息和接收訊息的效能；也可運用資訊設計，

轉換單一訊息為多方訊息，增加辨識度提高資訊傳遞效能(余虹儀，2008)。 

刺激的偵測 大腦對刺激的儲存和轉型處理 產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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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設計 

4-1 研究架構 

 

圖 4：研究架構圖(本計畫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相關文獻回顧與探討 

通用設計相

關文獻探討 

以問卷調查取得第一級來源 

市售產品調查與分析 使用需求分析 

文
獻
理
論
分
析 

第一階段：進行產品設計過程提出三項設計方案 

第二階段：針對使用者進行使用性評估 

結論與建議 

 

研
究
方
法
探
討 

設
計
策
略
實
證
研
究 

結
論 

第三階段：針對最佳設計方案進行產品策略確認與定義 

感知覺的相

關探討 

資訊轉換與

設計探討 

 

溫度科技之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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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訪談 

問卷設計採取不具名受訪方式進行，問卷內容有三大部分：(1)受訪者背景屬

性(2)使用者需求(3)受訪者建議與指教。 

1. 視障者訪談問卷版本〈附件一〉 

2. 一般大眾問卷版本〈附件二〉 

 

4-3 結果分析 

1. 視障者訪談問卷結果分析〈附件三〉 

煮飯次數上，視障者的使用頻率低於一般大眾，但在使用隔熱手套上卻較

為頻繁，可從訪談中得知隔熱手套的使用需求較高，手套安全防護的包覆

性讓視障者在使用上降低受傷機率。因煮飯次數較少，使在煮飯過程中的

傷害威脅不大，大多因餐具因導熱的溫度和餐點的熱度而導致燙傷。 

2. 一般大眾問卷結果分析〈附件四〉 

在一般大眾問卷結果分析中，女性在廚房的使用多於男性，對於隔熱手套

的使用上，多數人都曾使用過隔熱手套，而約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使用者 

現在未繼續使用，且百分之七十八的使用者覺得手指靈活度降低，代表隔

熱手套的便利性不高。拿取導熱過後的餐具是使用者在使用上最易遭受燙

傷的因素，在比例上和視障者受傷的機率相當。在餐點的熱度上對於視障

者，可因眼睛的明視而辨別溫度，使受傷機率低於視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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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發想 

5-1-2 感熱手套 

藉由手套包覆性的發想，讓使用者在使用上有較高的安全性。將感應結

合手套，使在拿取過程中，就可知道產品本身的溫度。但由於多數人都認為

手套會降低手指靈活度，使產品方向為「夾式」的隔熱手套，發想草圖如圖 5。 

 

 

圖 5：感熱手套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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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溫度反應膠帶 

將溫度感應結合膠帶或貼紙，可任意地使用在所需的廚具或餐具上，機

動性高。藉由電子感測可將體積縮小，科技技術的使用也較為準確，搭配聽

覺的聲音提醒，使產品在使用上更為便利，發想草圖如圖 6。 

 

 

圖 6：溫度反應膠帶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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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感熱隔熱餐具 

將隔熱與感熱裝置直接運用在餐具上，使用矽膠可達到隔熱效果。矽膠

採雙層結構，中間包覆的氣體因受熱的刺激而膨脹，進而告知使用者熱度的

狀態，發想草圖如圖 7。 

 

 

圖 7：感熱隔熱餐具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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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發想產品比較 

從現有產品進行草圖發想，藉由 3 個提案，從不同的設計點切入，評估

現有提案的優缺點，進行 2 次的產品發想或整理。表 3 為發想產品的優缺比

較表。 

表 3：發想產品的優缺比較表 

產品名稱 優點 缺點 改善缺點 

感熱手套 

1.因包覆性高即安     

全性高 

 

1.靈活度降低 

2.手套易髒易濕 

3.體積大容易碰觸食

物 

1.造型改變 

2.將易吸水的材質更

改為不吸水的材質 

 

溫度反應膠帶 

1.體積小 

2.使用範圍廣 

3.藉由科技技術使產

品有語音提醒 

1.安全性低 

2.體積小感應範圍的

精準度不佳 

1.直接與產品結合 

 

感熱隔熱餐具 

1.矽膠材質達到隔熱

效果 

2.直接附在餐具上，減

少了使用操作模式 

1.組件變多，清洗麻煩 

2.感應結果的呈現較

不明顯 

1.將組件互相結合 

2.將感應呈現以科技

技術呈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最終產品 

結合矽膠和陶瓷的一系列餐具，矽膠的材質可達到隔熱且防滑的效果。

在矽膠中運用科技技術將感熱裝置安裝在矽膠中，當使用者按下餐具邊緣的

按鈕時，即可由語音系統得知餐具內的溫度，防止燙傷的可能，產品模型如

下圖 8 至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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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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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圖 12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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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視障者訪談問卷版本 

您好，我是銘傳大學的學生，因為研究計畫和輔具相關，需要您的協助調查。 

 

 

 

 

 

A.一週煮飯次數：□0 次  □1-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B.是否曾經使用隔熱手套：□是  □否， 

 

C.使用隔熱手套的頻率：□很少  □偶爾  □幾乎 

 

D.使用隔熱手套是否覺得靈活度降低：□是  □否 

 

E.常被燙到的因素(可複選) 

□煮飯過程中(蒸氣/油)  □餐具因導熱的溫度(鍋子邊緣)  □餐點的熱度   

□其他：                     

 

F.如何知道餐點中的溫度？ 

                                                                      

 

G.訪談內容記錄？ 

                                                                      

                                                                      

                                                                      

 

H.其他建議與指教？ 

                                                                      

 

非常感謝您的作答，謝謝！ 

 

1.性別：□男性  □女性 

2.視障程度：________________ 

3.年齡：□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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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一般大眾問卷版本 

您好，我是銘傳大學的學生，因為研究計畫和廚具相關，需要您的協助調查。 

 

 

 

 

A.一週煮飯次數：□0 次  □1-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B.是否曾經使用隔熱手套：□是  □否 

 

C.現在還有使用隔熱手套：□是  □否 

 

D.隔熱手套的使用頻率：□很少  □偶爾  □幾乎 

 

E.使用隔熱手套是否覺得靈活度降低：□是  □否 

 

F.常被燙到的因素(可複選) 

□煮飯過程中(蒸氣/油)  □餐具因導熱的溫度(鍋子邊緣)  □餐點的熱度   

□其他：                     

 

G.其他建議與指教？ 

                                                                      

 

非常感謝您的作答，謝謝！ 

 

 

 

 

 

 

 

 

1.性別：□男性  □女性 

2.年齡：□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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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視障者訪談問卷版本結果分析 

 

共 10 份 

 

受訪者基本資料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 40.00% 

女性 6 60.00% 

視障程度 

全盲 1 10.00% 

弱視 9 90.00% 

年齡 

20 歲以下 0 0.00% 

21-30 歲 1 10.00% 

31-40 歲 4 40.00% 

41-50 歲 3 30.00% 

50 歲以上 2 20.00% 

 

一周煮飯次數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0 次 3 16.00% 

1-3 次 4 42.00% 

4-6 次 2 28.00% 

7-9 次 1 10.00% 

10 次以上 0 4.00% 

 

是否曾經使用過隔熱手套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是 9 90.00% 

否 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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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持續使用隔熱手套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是 8 80.00% 

否 2 20.00% 

 

使用隔熱手套的頻率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很少 2 20.00% 

偶爾 4 40.00% 

常常 4 40.00% 

 

使用隔熱手套是否降低手指靈活度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是 7 70.00% 

否 3 30.00% 

 

常被燙到的因素(複選題)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煮飯過程中(蒸氣/油 4 23.52% 

餐具因導熱的溫度(鍋子

邊緣) 
8 47.05% 

餐點的熱度 5 29.41% 

 

如何知道餐點中的溫度？ 

1. 常常都是用手或直接用舌頭試。 

2. 通常不知道，如果是熱食都會先放著等涼。 

3. 用手感應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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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般大眾問卷版本結果分析 

 

共 50 份 

 

受訪者基本資料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8 36.00% 

女性 32 64.00% 

年齡 

20 歲以下 1 2.00% 

21-30 歲 25 50.00% 

31-40 歲 14 28.00% 

41-50 歲 6 12.00% 

50 歲以上 4 8.00% 

 

 

一周煮飯次數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0 次 8 16.00% 

1-3 次 21 42.00% 

4-6 次 14 28.00% 

7-9 次 5 10.00% 

10 次以上 2 4.00% 

 

是否曾經使用過隔熱手套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是 45 90.00% 

否 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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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持續使用隔熱手套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是 23 46.00% 

否 27 54.00% 

 

使用隔熱手套的頻率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很少 26 52.00% 

偶爾 21 42.00% 

常常 3 6.00% 

 

使用隔熱手套是否降低手指靈活度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是 39 78.00% 

否 11 22.00% 

 

常被燙到的因素(複選題)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煮飯過程中(蒸氣/油 23 31.08% 

餐具因導熱的溫度(鍋子

邊緣) 
36 48.64% 

餐點的熱度 15 20.27% 

 

其他建議與指教？ 

1. 手套容易碰觸食物。 

2. 抹布的使用較方便。 

3. 手小的人使用手套時，會因大小不符合而不方便。 

4. 如果可以不要被水蒸氣用濕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