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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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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前瞻司「以科技改善生活(Life Fix)  實驗專案，第一
案: 研發整合漸凍症病友智慧溝通系統」，是為第三、第四
期的漸凍症病友建構智慧溝通系統的一年期計畫。計畫藉由
科技創新突破與整合應用，開發專屬漸凍病友的「眼控語音
重現」與「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以改善中後期漸凍
症病友難以自主溝通的痛點。這兩套智慧多模態溝通系統
(Smart  Mult i -Modal  Communication System) 應用眼
控(Eye-control led)  及腦機介面(Brain-  Computer  Inter-
face,  BCI)  的工程技術，以使用者導向定義需求設計，以多
模態互動的人因工程介面設計，建置友善使用的智慧溝通系
統，並實際於漸凍症病友進行驗證與醫療臨床評估。產品開
發從概念驗證 (Proof  of  concept)演進至實驗室測試，最終
至真實應用 (real-world application)  之原型。整個計畫因
整合設計端、多種技術端，並醫療臨床單位合作，總共由六
個子計畫研究團隊組成與合作。

總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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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結案成果發表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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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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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設計團隊的任務是為「漸
凍病症智慧溝通系統」設計出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人機互
動。產品功能與介面設計不
僅要操作有效率，還要能友
善使用，並且兼具美感與舒
適性。我們團隊希望能夠為
病友創造更有自主性的舒適
生活品質。

第一階段設計目標是制定系
統的「溝通內容設計」。為了
瞭解漸凍病友的溝通需求，
研究團隊深入訪談漸凍病友
與其看護家屬。並邀請醫師
專家、治療師、家屬代表，

以焦點團體討論形式，分析
歸納病友在日常照護與非日
常規律活動中的溝通需求。

「溝通內容設計」涵蓋滿足病
友心理自主的溝通期待，強
化病友與親友看護的互動能
力，滿足病友對環境控制的
行為可能性。這些溝通內容
項目的設計，將作為下一階
段漸凍病友智慧溝通系統的
產品功能定義與操作設計依據。

第二階段的任務為「人機互動
介面設計」。漸凍病友的智
慧溝通系統是套整合腦波、
眼動訊息、與語音輸出的多

模態融合界面設計。我們採
用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導
向，人機互動設計依據漸凍
人的心智負荷度與生理負荷
度，做視覺、聽覺、腦控的
訊息溝通設計。此外，我們
並完成兩套系統操作的使用
手冊。

子計畫五第三階段任務為測
試漸凍病友「眼控語音重現」

「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
統的易用性測試，以了解產
品設計的使用性，並進而修
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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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易用性測試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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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禎慧 副教授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系

盧禎慧現職實踐大學工業產
品設計系副教授，是 台灣第
一位加入大學設計教育的認
知心理學家。 

她是美國普渡大學認知心理
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
大學、靜宜大學，受邀為德
國科隆應用大學、及英國倫
敦大學訪問學者。盧禎慧的
研究專長與興趣包括:認知心
理學、人因工程心理學、 五
感設計與行銷、使用者經驗
研究、產品使用性 測試、及
通用設計的認知方案。

她在「注意力與人為作業表
現」(Attention and Human 
Performance)  的學術研究
成果，獲得中華民國科技部
頒發 「傑出 研究獎」殊榮及
多次甲種研究獎勵。另外，
在「訊息處理與相容 性」研
究論文，也榮獲 Memory 
and Cognit ion(2012)  期刊
列入 “Top-cited art icles  
in  behavioral  cognit ive 
psychology”，為從 1950至
2004年間共85,000篇行為認
知心理學期刊論文中，前500
篇最常被引用的論文之一。
    
盧禎慧的人因設計與認知心
理學術經歷，結合台灣產業
界的設計需 求，有豐富的
產學合作經驗。她的實務經
驗包括經濟部工業局的 「人
因設計產品開發研究專案計

畫」、經濟部的中小企業創新
服務 人因工程顧問、自行車
公會的「中台灣生活產業智慧
化創意加值研 發計畫」、遠
傳通訊的「使用者介面研究」、

「遠傳網站介面測試研究」、
「遠傳年輕消費族群生活調查

研究」、三立電視公司的 「偶
像劇之視覺形式及其衍生創
意之研究」、啟基科技股份
有限公 司的「使用性設計」、
SAMPO 物聯網智慧家庭x 電
商平台的「使用者經驗研究與
人因設計」、湧蓮寺MR智能
生活的「體驗設計」。

此外，盧老師與他的學生團
隊在2018年第ㄧ屆龍騰智
聯網創業競賽 中，以「Knee 
Care智能護膝的醫療智聯
網」，得到宏碁基金會頒發佳
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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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團隊介紹

林 沛 霖

就讀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碩士在職專班，之
前曾擔任過活動專案企劃、醫藥活動公關等職
務。為了讓家屬與病友在系統使用上有更良好的
溝 通體驗，在本專案中負責兩套系統語音引導語
的規劃與設計，及系統易用性測試的規劃與執行。

產 品 測 試

張 璐 丹

畢業於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專注於搭
建起軟體工程師與硬體工程師溝通的橋樑。是
具有同理心的溝通者，對於去發現問題、提出問
題、解決問題之前，更想要透過本質看清問題，
找到科學數據來支撐問題。想要去探索更大的世
界，去幫助更多人，設計讓人類生活變得更美好
是我的信仰。在本次專案中，負責易用性測試部
分，主要參與採訪受測者、記錄部分數據、易用
性測試專刊的編排。

使 用 者 經 驗 設 計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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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家 蔚

就讀於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大學部，有使
用者研究、服務設計、 互動設計、產品設計、裝
置設計的經 驗。於專案中，負責介面Wireframe
的修訂與色彩計畫和易用性測試，與北 科大系統
分析與控制實驗室的工程師 共同完成軟硬體技術
整合。除此之外 也負責製作科技部月會KPI簡報
與眼控 語音再現智慧溝通系統之操作手冊。

產 品 設 計 師

郭 向 宸

就讀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目 前在學期間
主要時間練習UI&UX的知 識與技能，有產品及服
務設計的經驗。曾替系上設計工作營、國際展覽 
及校內平面。在專案中負責腦波控制 系統的介面
設計，並與工程團隊討 論、交接設計內容，並在
後期參與易 用性測試、月會報告、與刊物編輯。

介 面 設 計 師

施 雲 瀚

就讀於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在科技業擔任機構工程師。於專案中擔任專案經
理， 確保與各子計畫間的軟硬整合順利進行，在
實測上碰到的問題，與工程團 隊一起討論、面對。

專 案 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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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安 立

畢業於台北美國學校，計畫結束後赴美國普渡大
學工學院就讀。熱愛機械、航空與 機器人設計
等。希望能為漸凍症的病友們 帶來更方便的生
活，於專案中協助產品易 用性測試及負責使用手
冊英文翻譯。

志 工 實 習 生

王 涵 儀

畢業於北一女中，計畫結束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工程學系就讀。熱衷於醫病服 務，希望藉有
設計完善的產品改善人類生 活。擁有多益金色證
書，於專案中協助產 品易用性測試及負責使用手
冊英文翻譯。

志 工 實 習 生

易用性團隊中的
志工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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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插畫由邱希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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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要通過易用性測試來分析漸凍
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和漸凍
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來規
避一些在操作中可能犯下的錯誤，積
累數據資料為系統迭代做準備。

本書介紹了以下內容：什麼是易用性
測試，如何去規劃與執行易用性測
試（尤其是在使用者族群特殊的情況
下），介紹在測試中的實際案例，並
分析這些實際案例。

本易用性測試的特殊性在於受測者是
罕見疾病族群，希望藉此研究歷程與
成果，提供設計師為特殊族群做產品
易用性測試的參考。

本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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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介紹
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操作流程

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介紹

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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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系統介紹與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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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照片由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系統分析與控制實驗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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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漸凍人眼控語音
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漸凍人語音重現智慧溝通
系統主要依據臺北科技大
學電機工程學系系統分析
與控制實驗室的眼電訊號
技術為基礎。

從０開始打造出為漸凍人
需求所設計的溝通輔助系
統。

此外，台北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語音信號處理實驗
室負責重現漸凍症患者的
聲音資料庫，讓系統中的
語音彷彿就像當事人所說
的話。

本系統有三大功能，第一
個為緊急叫人鈴、第二個
為自主環境控制、第三個

為自主溝通。自主溝通除
了預設語句與病友的語音
重現外，並客製化情緒貼
圖強化訊息的傳遞。

自主環境控制結合遙控家
電的功能，病友可以透過
該穿戴裝置，自行控制環
境溫度與其他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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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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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
通系統介面是依據台北科技
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神經工程
與智慧系統實驗室的腦波探
測技術為基礎，再透過台北
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語音信
號處理實驗室負責重現漸凍
症患者的聲音資料庫，讓系
統中的語音彷彿就像當事人
所說的話。

系統的主要功能為心理自主
與生理照護需求溝通及自由
問答功能。漸凍人腦控語音
重現智慧溝通系統除了將預
設照護需求分類、語音重現
之外，還增加了自由問答的
項目。腦控語音重現系統的
自由問答選項讓溝通向度增
加了不少彈性。 本照片由台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神經工程及智慧系統實驗室提供

本照片由台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神經工程及智慧系統實驗室提供

什麼是
漸凍人腦控語音
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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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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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測試介紹

為什麼要做易用性測試

如何做易用性測試

子計畫五易用性測試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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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易用性測試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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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易用性測試？

易用性測試就是檢測該產品或者服務在特定環境下
是否有達到使用者的使用目標，幫助開發者了解該
項服務或者產品或者介面存在的問題，以便優化整
套系統，提升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的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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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易用性測試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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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易用性測試工作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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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做易用性測試？

開發與設計產品（或者服務）的相關工作人員
和使用者們有著不一樣的心智模型。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驗證產品的價值，
洞察使用者在這個環境中和產品和服務的互動中的深層次目標，
也想要知道該產品（或者服務）是否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總而言之易用性測試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Alan Cooper和Donald 
Norman 都各自提出不同目標

（Goal）的定義。

Alan Cooper所認為的使用
者目標是，使用者在使用該
產品或者服務的時候有所期
待、有所預測會帶來具體什
麼感覺的體驗。使用者在使
用過程所賦予的期待值即是
驗證產品的價值。Alan Coo-
per提出通過不同層級的目
標來區分，有本能的、行為
的、存在的。本能主要在考
慮使用者的感受，行為則是

使用者的行動，存在即是使
用者想要達成什麼目標，獲
得什麼成果。

Donald Norman則選擇
了美國心理學家 Charles 
Carver  的論述，一個人會從
目標出發來行動。

我們通過去學習Alan Coo-
per和 Donald  Norman 的
目標分類與層次，去尋找一
些啟示，讓我們在觀察、分
析使用者的行為的時候有一
個邏輯框架，去洞察什麼才

是使用者真正的目標。通過
學習兩位學者的理念我們發
現只有符合使用者的目標，
滿足使用者需求，這項服務
或者產品才能與使用者產生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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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易用性測試？

1.易用性測試規劃
2.易用性測試執行
3.易用性測試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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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規劃測試目標

●   信息設計。
●   提高轉化率，將產品使
用率轉化為既得益。
●   發現並想辦法去解決設
計中出現相關易用性的問
題，減少使用者的焦慮感。
●   產品或者服務完成前選
擇：形構型測試 (Forma-
tive  Usabil i ty)可以根據測
試後得的數據可以提供給開
發者，該結果可以做為優化
產品或者服務的依據；阻礙
使用者完成目標或導致低效
的最顯著的易用性問題是什
麼；產品或者服務的哪些方
面對使用者來說很有效，哪

1.2  設計測試任務

●   一般30分鐘的測試裡通
常會包含3~4條主項目，其
中主項目裡面會由數條子項
目組成，數條子項目決定整
體主項目是否成功。
●   每條具體子項目需要營
造使用場景的使用氛圍，讓
受測者感受到當下需要操作
該條測試的真實性。
●   每條任務都需要簡單自
然且符合使用邏輯，且工作
人員不能誘導使用者如何操
作。
●   具體測試任務要從易到
難，不能馬上打擊使用者的
信心。

1.易用性測試規劃

本 照 片 為 子 計 畫 五 中 的
測試員訪談病友家屬

些會讓使用者感到沮喪；使
用者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新版設計是否正在被改進；
產品上線後，還有什麼遺留
的易用性問題。
●  產品或者服務完成後選
擇：總結型測試 (Summa-
tive Usabil i ty)可以得到使
用者的反饋數據；可以知道
是否實現了產品或者服務的
易用性目標；該產品或服務
與競品的競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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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設計試前及試後問卷

●   試前問卷：
      了解受測者基本信息，
      比如年齡、性別、愛好等。

●   試後問卷：
      收集受測者在測試中
      遇到的問題作為反饋，
      以便後續優化使用者的體驗，
      洞見使用者的真正需求。

1.4  規劃測試時間、地點與設備

●    測試時間：
       盡量配合受測者的時間。

●    測試地點：
       測試的地點盡可能選擇舒適
       且干擾較小的環境。

●    測試所需設備：
       攝影機、相機、腳架、紙、
       問卷、筆、相關設備。

1.5  主持測試的
       人員通常包括

●   人機互動專家

●   行銷專家

●   軟硬件工程師

●   其他團隊成員

●   其他領域的專家：
      社會學、心理學、
      人類行為學等等。

1.6  前測（Pilot  Testing)

規劃好所有測試步驟後，先測試一
個人或者一小部分人，根據這個人
的反饋，檢測不屬於易用性測試
方面的問題，比如：原型（proto-
type）、數據標準（metrics）、研究
方法諸如此類。預防讓真實的受測者
在測試中出現大量不可修復問題，以此
提升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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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計畫招募測試者

受測者的測試結果將直接影響 到如何優化產
品，因此盡量詳盡的核對受測者的個人背景是
否是該產品目標的基本使用族群。不建議使用
焦點團體(focusgroup)，而採用一對一的測
試，減少受測者之間的互相干擾。
            
對於受測者的數量多少合適呢？
Thomas (2013)等人認為，6‒8位即足夠，大
部分的使用性問題在前六位即可找到 ;  然而，
如果受測者是有類別的，則每個類別至少要有
4個。Nielsen (2000)  則認為，5位受測者即可
找出大部分的問題，但總體數目可以視有無類
別而增減。    

1 .10 觀察與收集資料： 

●  觀察受測者如何操作。
●  訪談受測者。
●  收集受測的數據與
     受測者的意見、滿意度。   

1 .8   可以用於測試的一些方法

●   Laboratory Testing
●   Beta Testing
●   Remote Testing
●   A/B Testing
●   Discount Testing 
●   Rapid test ing 

1 .9   可以用於測試的一些工具

●  PageHeat
●  Crazy Egg
●  Tobii  Eye Tracking
●  Google Analyt ics
●  Cl ickTale
●  User  Testing Crowd
●  Morae Tool
●  UXcam

⸺ Jokob Nielesen（2000）

發現的問題數=
其中：N是設計中存在的總問題數量；L為單個受測用戶在測試中
發現問題的百分比，L的典型值31%；n為測試者的數量。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s : / / w w w . n n g r o u p . c o m / a r t i c l e s / w h y - y o u -
only-need-to-test-with-5-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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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用性測試執行

2.1 溝通

●   在測試之前，工作人員  
      提前告知受測者一些事
      項，比如測試內容、大
      概所花時間、涉及到的         
      隱私問題。

●   鼓勵受測者說出他們的
      任何想法，引導受測者
      在測試盡可能進行放聲
      思考 （think aloud）。 

●  工作人員在測試的過程中
     只能給予自然的意見，不
     能給出任何暗示性提示。

2.2 簽署NDA 
(Non-disclosure    

2.4 搭設攝影攝設備

可以通過攝影與攝像捕捉紀
錄使用者面部表情的變化、
思考停頓，以便洞察受測者
的真實需求，找到優化服務
的最優解。 

2.5 發現測試中的問  
      

去再看測試中出現的問題，
我們會感慨良多 ，在分析為
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如何
去解決這個問題很重要。

2.3  IRB的說明與簽署 
( Inst i tut ional  review board)

agreement）

在產品還處於測試階段未上
市的時候，為了保護公司利
益，以免測試者將信息洩漏出
去，這是一份公司和測試者之
間的一項產品產權的協議。

IRB是人體試驗倫理委員，
該委員會的設立是為了確保
人體試驗或研究符合科學與
倫理適當性。

題、分析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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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爾森的十大易用性原則
2.系統易用性量表（SUS）
3.測量標準(Thomas Tull is  2013 ;  Jeff  Sauro,  2016)
4.滿意度調查

*本次易用性測試檢測的結果主要採用1和2方法來判斷。

3.易用性測試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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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sability Heuristics for User Interface Design
1.尼爾森的十大易用性原則

1.1系統狀態的能見度 
Vis ibi l i ty  of  system 
status        

例如：在聽音樂的時候，這
首歌現在的狀態是播放還是
暫停，有沒有開聲音，這首
歌的長度是多少，已經播放
到了多少,還有多少可以播
完。

軟體的系統應該讓使用者知
道現在的狀態是什麼，並且
整套系統應該保持相同的模
式，讓每一個回饋不會很突
兀與變化太大，不要帶給使
用者感到從ios系統跳轉到
andriod的感覺。

1.2   系統與眞實世界的連結
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       

系統應該以講「人話」，所
傳遞的信息，比如文字、
icon能讓人清晰易懂，避
免使用系統導向生澀難懂的
詞彙。可以以擬物的形式來
表達、傳遞資訊。

例如：在ios系統中的垃圾
回收工具，外型做得像一
隻垃圾桶，當刪除文件的
時候，文件模擬垃圾的樣
式拋入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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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者掌控：操控自由 
System  user  control  and freedom     

使用者時常以「試錯」來幫助
他們選擇系統功能，並且需
要一個明顯的「離開」來結束
使用者可能不需要或者點錯
的狀態。 

例如：在Chrome瀏覽器
中，你打開Gmail的郵箱查
閱郵件，此時彈出一個窗口
的提示信息，你不知道該如
何選擇，那就選擇“X”，關
閉窗口。

1.4   一致性和標準
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

對於使用者來說，同樣的文字、狀態、按鈕，相對應的出發點都
應該是相同的事情，換言之，同一用語、功能、操作保持一致，
不應該讓使用者去猜測這個icon、這個提示、這個button代表什
麼意思，需要讓使用者憑直覺就可以做出反應與回饋，不需要感
到困惑。另外需要遵從通用的平台慣例。產品的一致性會包括以
下五個方面：系統結構、介面色彩、操作手勢、系統反饋、文字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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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預防錯誤 
Error  prevention

相較而言讓使用者知道「你這步做錯
了」，更好的處理方式是設計者一開
始就預測使用者會犯下的錯誤，將其
納入預防的考量。預防錯誤可以幫助
使用者及時止損，對使用者十分友
好。

例如：在垃圾回收工具中，你要淸空
回收站之前，會再次和你確認是否真
的要淸空。

1.6   辨識而非記憶
Recognit ion 
rather  than recal l
使用者不需要為特地為系統去記憶，
系統的回饋與提示給使用者的資訊都
應該是一目了然的。我們要做的是減
少使用者的學習成本比如操作的步
驟、icon所傳遞的意思，從而提高整
套系統的使用效率，為使用者節約更
多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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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靈活高效原則
Flexibi l i ty  and ef f i -
c iency of  use

產品應該提供自由度來滿足
專進階使用者和沒有經驗的
使用者。提供沒經驗的使用
者預定的功能和提供進階使
用者所需要的操作。

例如：在「Any t ime」這個選項
裡面選擇時間段。

1.8   美觀和極簡設計
Aesthet ic  and mini-
mal ist  design

資訊在界面所呈現的內容應當
盡可能的包含相關資訊，減少
呈現無用資訊，以免給使用者
造成混亂與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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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容錯原則
Help users  recog-
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

當使用者使用出現錯誤的時
候，系統應該給予訊息讓使
用者了解出現錯誤的問題是
什麼以及提供解決錯誤的方
案。

1.10   人性化幫助原則
Help and documentat ion

系統應該在界面明顯的位處標出「幫助」，
該「幫助」文檔提出簡潔的問題、
簡潔的解決方案，幫助使用者使用該界面。

例如：使用者在「Facbook」
註冊一個新帳號，在空白資
料的情況下點擊註冊，會有
紅色部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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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Usability Scale
2.系統易用性量表（SUS）

SUS問卷包含10個題
目，使用李克特5分量
表。其中奇數項是正面
描述題，偶數項是反面
描述題。

2.1什麼是系統易用
     性量表

系統易用性量表 Sys-
tem Usabil i ty  Scale 
(SUS) 的作者是John 
Brooke，該表的評價是

「Quick & Dirty」，並
且是一項免費公開使用

（如若出版需要註明來
源出處）的易用性性主
觀評價問卷，主要測試
於各類界面，可從測試
結果進一步了解產品整
體的易用性。

2.2系統易用性量表
     的內容

題目如下：
1.  I  think that I  would l ike to use this  system frequently.
    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這套系統。

2.  I  found the system unnecessari ly  complex.
     我覺得這個系統很複雜。

3.  I  thought the system was easy to use.
     我認為這個系統很容易使用。

4.  I  think that I  would need the support  of  a  technical
    person to be able to use this  system.
     我想我需要有人幫助才能使用這個系統。

5.  I  found the various functions in this  system 
   were well  integrated.
     我覺得這個系統的功能整合得不錯。

6.  I  thought there was too much inconsistency in this  system.
     我覺得這個系統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7.  I  would imagine that most people would learn to use this  
    system very quickly.
     我可以想像大部份的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這個系統。

8.  I  found the system very cumbersome to use.
     我覺得這個系統使用起來很麻煩。

9.  I  felt  very confident using the system.
    我很有自信能使用這個系統。

10.  I  needed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before 
      I  could get going with this  system.
     我需要學會很多額外的資訊，才能使用這個系統。

題目如下：
1.  I  think that I  would l ike to use this  system frequently.
    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這套系統。

2.  I  found the system unnecessari ly  complex.
     我覺得這個系統很複雜。

3.  I  thought the system was easy to use.
     我認為這個系統很容易使用。

4.  I  think that I  would need the support  of  a  technical
    person to be able to use this  system.
     我想我需要有人幫助才能使用這個系統。

5.  I  found the various functions in this  system 
   were well  integrated.
     我覺得這個系統的功能整合得不錯。

6.  I  thought there was too much inconsistency in this  system.
     我覺得這個系統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7.  I  would imagine that most people would learn to use this  
    system very quickly.
     我可以想像大部份的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這個系統。

8.  I  found the system very cumbersome to use.
     我覺得這個系統使用起來很麻煩。

9.  I  felt  very confident using the system.
    我很有自信能使用這個系統。

10.  I  needed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before 
      I  could get going with this  system.
     我需要學會很多額外的資訊，才能使用這個系統。

樣 本 來 源 ： h t t p s : / / w w w . u s a b i l i t y . g o v / h o w - t o - a n d - t o o l s / m e t h o d s /
system-usabil ity-sca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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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來源https://www.nngroup.com/articles/measuring-perceived-usabil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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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如何計算SUS量表的分値
因為SUS得分的範圍在0-4分，  
奇數項是正面描述題，偶數項
是反面描述題，是從不同的兩
個角度去描述問題，這樣會導
致得分差異過大，故此，我們
在得到分數後需要再進行轉化
分値。

第一步：
奇數項（正面描述題）轉化分
値：量表原始分減去1，公式是

（X-1）.偶數項（反面描述題）轉
化分値：5減去量表原始分，公
式是（5- X）。

2.3   系統易用性量表的評判方式

樣本來源：https://uxpajournal.org/sus-a-retrospective/

第二步：
SUS量表的總分値  = 將轉化
好的總分値乘以2.5
公式是，SUS量表的總分値  
= （奇數項轉化分値+偶數項
轉化分値）*2.5
最後算出的SUS總分値範圍
在0-100分。
第三步：
將得到的分數對應下面的表
格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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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易用性測試的特殊性
本計畫訪談包含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了解漸凍症之病友
可否順利操作本計畫所設計
之介面，包含使用上之習
慣、偏好、學習的模式，以
及執行過程中所面臨的困
難。另外也了解看護或是家
屬和在使用本系統上所面臨
的問題。第二階段主要針對
漸凍人病友在操作系統時本
團隊所發現之問題進行進一
步的訪談，了解現有系統的
優點與問題。以下針對兩階
段的訪談規劃說明。

第一階段採用面談的方式進
行，目的在於觀察兩套智慧
溝通系統的易用性，以及察
覺其他潛在的操作問題。並
根據這些結果整理後進行下
一階段的訪談，作為後續設
計之參考。訪談時間約為60

分鐘，兩階段的訪談內容都
在試後打成逐字稿做整理。
測試步驟:

(1)先讓子計畫二的團隊、漸
凍人病友家屬或看護配合操
作手冊協助病友配戴眼電裝
置並完成所有硬體建置。

(2）設定目標:「開始使用眼控
語音再現智慧溝通系統來表
達情緒」先讓漸凍人病友跟著
系統引導語音操作，從中觀
察讓使用者有問題的環節。

(3)根據三種使用情況紀錄，
「未協助操作成功」、「協助

後操作成功」、「協助後操作
失敗」，配合影像紀錄分析使
用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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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子研究助理配戴裝置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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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測試規劃

易用性測試前測

易用性測試執行

易用性測試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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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
智慧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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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程序
2. 測試材料

易用性測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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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B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
查委員會的縮寫，其目的是保
護受測者的權益。

IRB（2018-09-001A）同意書
由子計畫六榮總復健部醫療師
Wendy向受測者說明後，請受
測者簽署，與此同時，Wendy
也作為在場的醫療支援，以便
不時之需。

測試前以寒暄的方式對受測者
進行採訪，讓受測者輕鬆又自
在，不僅可以讓受測者真情流
露，又為下面的測試做鋪墊，
讓受測者進入狀態。

進入規劃好的任務測試。

做完易用性的測試，如何來判
斷該次測試的結果呢，這個時
候就需要用到系統易用性量表
來判斷這次測試的易用性，

經歷完以上五個部分，如果受
測者還有精神，我們可以通過
輕鬆又愉快的聊天方式對受測
者進行採訪，得以總結出該系
統的優缺點。

1

接受IRB說明 

簽署IRB同意書

測試前的採訪

開始做易用性測試

SUS分析

測試後的採訪

2

3

4

5

6

1.  測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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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內容/項目
測試介面:中文介面
測試目的:使用者是否能透過GUI & VUI的設計
完成系統操作.

一.使用測試者:病友
1.能否在沒有語音引導的協助下讓家屬
or看護完成眼控裝置穿戴
2.能否依照系統語音提示完成選單及任務
3.紀錄與觀察每個任務的時間 & 錯誤的次數
4.同類型的任務在第一次使用及第二次使用
下所操作時間 & 錯誤
5.測試方法:
•觀察法:是否可透過語音引導完成任務
•事後訪談(半結構式訪談): 
 病友狀況允許下利用口述回答問題，
 或是利用自由問答的方式回答問題。

二.使用測試者:看護or家屬
1.是否能依據畫面提示及語音
引導下完成所有操作流程
2.能否透過介面與病友完成的互動
3.紀錄與觀察完成
每個任務的時間 & 錯誤的次數
4.同類型的任務在第一次使用及
第二次使用下所操作時間 & 錯誤
5.測試方法:
•放聲思考法: 請操作者在操作介面時
能盡量表達現在操作的階段
•事後訪談(半結構式訪談):透過事後訪談
再次釐清使用者在操作上的困難與反饋。

易用性測試（Usabil i ty  test）
測試流程
測前準備:
1.確認設備與軟體，完成前測
2.徵集受測者5位(需先告知測試的目的，
流程說明，隨同人員，需配合的事項等…)，
請子逸或Wendy幫忙找第三期的病友
3.敲定受測時間，排定受測順序及流程
4.受測前一天再次確認病友的狀況

受測當天:
1.再次告知測試的目的，
流程說明架設器材(眼控器材，錄影器材)
2.與家屬及病友介紹系統使用的方式
與測試任務介紹
3.易用性測試
4.事後訪談(病友或家屬)
5.給予受測費用
當天隨行人員: 
子計劃二 1~2位(設備穿戴，系統確認)
 子計劃五 3位(紀錄人員*2，觀察人員*1)
設備: 眼控設備*1套 
相機或錄影機 *2台
(一台紀錄家屬或看護，一台紀錄病友的操作情形)

關於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介面易用性測試內容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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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測試內容順序

30分鐘

5分鐘

假設情境的任務操作:
1.首先請先配合看護完成設備穿戴
2.現在要請您完成運動想像訓練(需達到80%以上才
成功，否則請使用者再試一次，直到成功為止)，請
幫忙完成運動想像任務
3.假設現在看護問您是否有溝通內容的需求，請告
訴看護有(使用自由問答)
4.假設您突然有痛或麻的感覺，請選擇痛，麻的選
項告知看護(溝通內容選單-生理)
5.看護問您是不是口渴，請幫忙回答不是
6.假設您想找人來陪伴，請協助完成選擇(溝通內容
選單-心理)

事後訪談:
1.您覺得這套系統是否有幫助您與照顧者溝通?
2.在操作過程中您覺得不好操作或是覺得困擾的
地方?
覺得困擾=>(生理選項或者心理選項?溝通內容選
單?自由問答)
又是哪些原因覺得困擾呢?(語音引導不清楚?跳
轉時間 太快或太慢?)
3.有沒有什麼功能是您預期會有的，但沒有出現
的?
4.在系統的使用上，是否有其他的建議呢?

1 5分鐘 1.實驗目的簡介
2.眼控智慧溝通系統介紹
   +測試任務要點說明
   +告知會有影像紀錄

2

3

使用測試者:病友的測試流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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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易用性測試材料：
      採訪材料、易用性測試任務流程、SUS量表

2.2 易用性測試的物質材料：
      紙、筆、 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設備。

2.3 易用性測試的的清潔材料：
      漸凍病友身體素質較差，容易被細菌感染，
      導致一些突發狀況。
      故工作人員在準備測試與拜訪之前，
      需要用酒精或者其他藥品進行消毒
      相關用具或需要接觸到的地方；
      另外做完測試也應幫助病友進行清潔。
  

2.  測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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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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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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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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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測驗SUS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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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測試前測

在本案中，能接受測試的每一位病友都來之不易，值得珍惜，
故我們前測準備有兩個目的：

1.1 在效率方面，確認此套漸凍人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可以正常
運作，我們第一步是會對正常人進行施測，確認系統無誤，才進入病
友測試階段，以便提高測試的精準度及完整性。

1.2 在精神方面，每一位能夠參與測試的病友已經飽受了病痛的折磨，
我們希望藉著前測的準備提高病友受測過程中的舒適度。

1.  前測目的



70

2.  前測結果與數據分析

本次前測由一般人作為受測者
一共兩次前測
分別在2019年6月12日
與 201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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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12
前測的受測者

遇到的問題: 
設備無法判斷是眨眼還是眼睛看其他方向的訊號

解決方案：
設備增加一顆可變電阻即時調節閥值

28歲男子 29歲女子 22歲女子

2019/7/4

前測的受測者
18歲男子 28歲女子

遇到的問題: 
1.眼睛看方向不夠準確，比如看向方向左會滑向方向右
2.狀態間的切換不靈敏從狀態「A」無法馬上切換到狀態「B」

解決方案：
問題1：工程技術上再修正
問題2：在需要切換為另外的狀態之前，先在當前狀態停留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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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參與測試的病友人次
2.正式施測

易用性測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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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易用性測試
眼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板橋陳小姐
測試主持：沛霖

中和劉老師
測試主持：沛霖

板橋江先生
測試主持：沛霖

台北郭女士
桃園江女士
測試主持：沛霖

中和劉老師
測試主持：沛霖

板橋江先生
測試主持：
沛霖&璐丹

板橋俊芝姐
測試主持：沛霖

板橋江先生
測試主持：沛霖

參與總人次：20人次。該測試分為兩個部分：系統訓練與易用性測試

6/11

6/11

6/13

6/14

6/18

7/9

7/16

2019年

台北陳先生
（收眼電訊號）

測試主持：沛霖

大学朱教授
測試主持：
雲瀚&向宸

內壢江小姐
測試主持：沛霖

基隆李先生
測試主持：沛霖

內湖楊小姐
測試主持：沛霖

內湖小姐
測試主持：沛霖

7/23

7/22

8/01

8/13

8/27

8/30

基隆李先生
測試主持：沛霖

板橋江先生
測試主持：
沛霖&璐丹

內壢江小姐
測試主持：沛霖

大學朱教授
測試主持：沛霖

7/26

7/24

8/12

8/14

系統訓練 易用性測試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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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式施測

2019/7/24
基隆李先生

2019/7/26
板橋江先生

2019/8/12
內壢江小姐

2019/8/14
大學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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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4
NO.1 易用性受測者：
基隆李先生

測試者：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子計劃二研究助理維修，亦凡，威龍，志文 
     (眼控設備，試波器，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錄影，照相)。
訓練歷程:
     校正時數:約30分鐘多
     校正次數與成功率:第一次未記錄；第二次29%，第三次80%
     系統訓練與成功率:第一次33%，第二次52%
觀察備註:
    多次使用後，病友操作的熟練度增加
    在家電控制選單，單倚靠聽力選擇，病友容易忘記選單階層
    若眼控選擇太快，則會發生語音與畫面無法配合的情形，
    容易造成迷航。

姓名:李○○
性別:男
年齡：66
教育背景：高中生
測試地址:住家
病情階段:非典型漸凍人(確診為肌肉失養症)
               說話清晰，還能自行行操作電動輪輪椅及自行行裝水、
               抽菸，但手部動作已不不靈活。
發病前職業:学生。
發病後職業:共有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輟學，打工;
              第二個階段:該階段持 續了了十年年，做電機，實做派;
              第三個階段:同時做三份工，出租車車司機，兼職，地攤；
              第四個階段:大颱風之後，販賣彩券，直到62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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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電訊號校正 12:30-26:44 眼電訊號(取閥值)
1.注視中間十字中心點
2.先眨眼
3.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眼控系統訓練 28:10-31:02 系統操作 
1.向上看-叫人鈴(成功)
2.向右看-回系統首頁(失敗)
3.向左看-溝通內容選單(成功)
4.向下看-心理自主(失敗)
5.向上看-生理照護(失敗)
6.向右看-回系統首頁(失敗)

中間小休息 約5分鐘

眼控裝置設定 (2)
03:39-04:28
04:30-07:06

修改閥值
1.配戴眼電裝置
2.連接電源
3.定位視覺中心
4.確認眼電訊號
使用系統畫面校正
1.眨眼
2.向上看
3.眨眼
4.向下看
5.眨眼
6.向右看
7.眨眼
8 . 向 左 看 ( 向 右 及 向 左 順 序 有 誤 ， 重 新 校
正)

1.眨眼
2.向上看
3.眨眼
4.向下看
5.眨眼
6.向左看
7.眨眼
8.向右看

1 眼控裝置設定 11:07 1.配戴眼電裝置
2.連接電源
3.定位視覺中心
4.確認眼電訊號

2

3

4

5

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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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眼電訊號確認 07:07-08:11 小休息

眼電訊號校正 08:16-09:50 使用校正頁面
1.中心
2.向上看(成功)
3.中心
4.向上看(成功)
5.中心
6.向下看(失敗)
7.中心
8.向下看(失敗)
9.中心
10.向下看(失敗)
11.向下看(失敗)
12.中心
13.向下看(失敗)

1 休息 09:51-18:50 修改閥值

眼控裝置設定2 18:51-25:44 1.配戴眼電裝置
2.連接電源
3.定位視覺中心
4.確認眼電訊號
注視中間十字中心點
1.眨眼
2.向上看
3.眨眼
4.向下看
5.眨眼
6.向左看
7.眨眼
8.向右看
9.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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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2 眼電訊號校正 25:56-27:12 眼電訊號(取閥值)
1.中心
2.向上看(成功)
3.眨眼
4.中心
5.向上看(成功)
6.中心
7.向下看(成功)
8.中心
9.向下看(成功)
10.中心
11.向左看(失敗)
12.中心
13.向左看(成功)
14.中心
15.向左看(成功)
16.中心
17.向右看(成功)
18.中心
19.向右看(失敗)
20.中心
21.向右看(成功)

3 眼控系統訓練 27:51-32:26

(3)
01:42

系統操作
1.向上看-叫人鈴(失敗)
2.向上看-叫人鈴(失敗)辨識向下看
3.向右看-回系統首頁(失敗)無動作
系統頁面重開
1.向上看-叫人鈴(失敗)
2.向上看-叫人鈴(成功)
3.向右看-回系統首頁(失敗)
4.向右看-回系統首頁(失敗)
系統頁面重開
1.向左看-溝通內容選單(成功)
2.向下看-心理自主(成功)
3.向下看-貼圖(成功)
4.向左看-確認(成功)
5.向右看-返回心理自主首頁(成功)
6.向上看-生理照護(失敗)辨識向右
7.向左看-溝通內容選單(成功)
8.向下看-心理自主(成功)
9.向上看-預設語句(成功)
10.向左看-開心(失敗)辨識向右
病友自行操作至心理自主功能預設語句
1.向左看-開心(失敗)
2.向左看-開心(成功)
3.向右看(失敗)
4.向右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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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小休息 1:43-08:12 易用性測試前準備

易用性測試 08:14-08:55

小休息 08:56-09:20

完成系統操作
訪 談 ( 因 病 友 還 想
嘗 試 操 作 系 統 ， 故
先訪談)
SUS量表
訪談

易用性測試 09:21-24:13
25:20-26:55
26:57-32:26
(4)08:49

眼控裝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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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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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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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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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測驗SUS總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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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6
NO.2 易用性受測者：
板橋江先生

測試者：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子計劃二研究助理維修，香蕉，威龍，毛毛 
     (眼控設備，試波器，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璐丹 (錄影，照相)。
訓練歷程:
     校正次數：三次。
觀察備註:
    1 .工程師用拳頭當作中心點讓病友注視該點。
             2 .江先生在配合測試需要從「A」狀態切換到「B」狀態時
             嘴裏會默念「1.2.3」以此數拍，另外會比劃相應方向的手勢。
             

姓名:江○○
性別:男
年齡：41
教育背景：
測試地址:住家
病情階段:發病到現在的狀態漸凍人初期用時一年兩個月。
              目前腳部失去力量，故若要行走需要借助外借的
              力量來支撐，其它身體部分的肌肉運作正常。
發病前職業:傳統產業，不鏽鋼加工。
發病後職業:共有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等待確診時期，不鏽鋼加工;
              第二個階段:確診後辭去工作。
家中有無漸凍病友：有。該先生父親發病十年後去世。
家中有無子女：有一雙兒女就讀於幼稚園。
輔具使用情況：爬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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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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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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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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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測驗SUS總分：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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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4
NO.3 易用性受測者：
內壢江小姐

測試者：子計畫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子計劃二研究助理維修，亦凡，威龍，志文 
     (眼控設備，試波器，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錄影，照相)。
觀察備註:
     1 .病友隔天要動胃造廔口手術，已禁食3日，
              所以體力較差，到後面操作的耐性與專注力
              有下降的趨勢。
     2 .在家電控制選單，單倚靠聽力選擇，
              操作失敗多次之後，會忘記原本的操作任務。
     3 .病友反饋貼圖與常用貼圖會造成她混淆，
              無法直接分辨差異。

姓名:江○○
性別:女
年齡：47
教育背景：碩士
測試地址:醫院
病情階段:發病到現在已有6年，已經說話不清晰，
四肢無法自由活動，頸部活動不靈活
發病前職業:公關公司的資深副總
發病後職業:無
家中有無漸凍病友:無
家中有無子女:無
輔具使用狀況:爬梯機，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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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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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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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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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測驗SUS總分：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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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4
NO.4 易用性受測者：
大學朱教授

測試者：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子計劃二研究助理維修，亦凡，威龍，志文 
     (眼控設備，試波器，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錄影，照相)。
訓練歷程:
     校正時數:約16分鐘多
     校正次數與成功率:1次，70%
觀察備註:
     1 .在家電控制選單，病友沒有畫面的輔助下，容易忘記任務
     2 .請病友選取生理照護>翻身的選項，病友在此階層有來回較    
              多次此選項同未有介面提醒，只能靠語音選擇
     3 .貼圖與常用貼圖部分，
              在第一次使用的情況下無法直接分辨其差異性
     4 .病友平常有戴眼鏡，在使用眼控系統時，
              需要戴兩付眼鏡進行測試

姓名:朱○○
性別:男
年齡：53
教育背景：博士
測試地址:大學
病情階段:發病一年半， 手指較不靈活，說話及行走正常。
發病前職業:大學免疫學副教授  

發病後職業:大學免疫學副教授  ，
                  發病前後一共在大學教書八年
家中有無漸凍病友：無
家中有無子女： 有，發病前生育
輔具使用情況： 胸頸支撐器，電動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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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眼電訊號校正 16:47-18:03 直接進系統

向左看(失敗)
向左看(失敗)
向左看(成功)
向右看(失敗)
向右看(成功)
向左看(成功)
向下看(成功)
向上看(成功)
眨眼(成功)
向左看(成功)

休息 18:04-21:51

易用性測試 22:00-31:41
(2)
03:56-07:12
07:14-08:36

完成系統操作

SUS量表
訪談

1 眼控裝置設定 16:20 1.配戴眼電裝置
2.連接電源
3.定位視覺中心
4.確認眼電訊號

2

3

4

系統階層解說，
易用性測試環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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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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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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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眼控語音再現
智慧溝通繫統介面
易用性測試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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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測驗SUS總分：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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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測試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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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控語音再現智慧溝通系統-
2019年易用性測試 SUS量表

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這個眼控系統。

NO

我覺得這個眼控系統過於複雜。

我認為這個眼控系統很容易使用。

我認為我需要技術人員的幫忙才能使用這個眼控系統。

我覺得這個眼控系統的功能整合的很好。

我覺得這個眼控系統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可以想像大部分的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這個眼控系統。

我覺得這個眼控系統使用起來很麻煩。

我很有自信的使用這個眼控系統。

SCORE

1

2

3

4

5

6

7

8

9

SUS SCORE

內容

我需要學會很多額外的資訊，才能使用這個系統。10

AVERAGESUS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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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7/26 8/12 8/14

5

1

5

5

5

3

5

1

5

34

4

2

4

2

4

3

4

2

4

29

3

2

3

5

3

2

4

3

3

23

5

1

5

3

5

2

5

1

5

37

85 72.5 57.5 92.5

1 2 1 1

李先生 江先生 江小姐 朱教授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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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控語音重現溝通系統SUS分數落點

眼控系統易用性測試發現問題及建議
1.目前眼電訊號校正程序的
成熟度不足，需要工程師協
助操作。 (目前的校正程序
大部分需要30分鐘以上才能
正式使用系統功能)

2.病友家屬反應:緊急叫人鈴
聲應提升注意力警戒性而非
音樂的恐怖性。(後續有新增

音樂創作)

3.系統前測時發現，因缺乏
固定的視線中心參考點，系
統判讀上下左右的眼動精準
性較弱。(介面更新版新增訊
號校正模式的介面及提供介
面的中心定位點，病友表示
有增加系統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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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修正項目
眼控系統的校正模式眼電訊號的辨識需要固定的節奏與角度，為
了增加使用者操作的正確性，新增校正模式與介面中心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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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測試規劃

易用性測試執行

易用性測試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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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
智慧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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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程序
2. 測試材料

易用性測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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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B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
查委員會的縮寫，其目的是保
護受測者的權益。

IRB（2018-09-001A） 同意書
由子計畫六榮總復健部醫療
師Wendy向受測者說明後，
請受測者簽署，與此同時，
Wendy也作為在場的醫療支
援，以便不時之需。

測試前以寒暄的方式對受測者
進行採訪，讓受測者輕鬆又自
在，不僅可以讓受測者真情流
露，又為下面的測試做鋪墊，
讓受測者進入狀態。

進入規劃好的任務測試。

做完易用性的測試，如何來判
斷該次測試的結果呢，這個時
候就需要用到系統易用性量表
來判斷這次測試的易用性，

經歷完以上五個部分，如果受
測者還有精神，我們可以通過
輕鬆又愉快的聊天方式對受測
者進行採訪，得以總結出該系
統的優缺點。

1

接受IRB說明 

簽署IRB同意書

測試前的採訪

開始做易用性測試

SUS分析

測試後的採訪

2

3

4

5

6

1.  測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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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內容/項目
測試介面:中文介面
測試目的:使用者是否能透過GUI & VUI的設計
完成系統操作.

一.使用測試者:病友
1.能否在沒有語音引導的協助下讓家屬
or看護完成眼控裝置穿戴
2.能否依照系統語音提示完成選單及任務
3.紀錄與觀察每個任務的時間 & 錯誤的次數
4.同類型的任務在第一次使用及第二次使用
下所操作時間 & 錯誤
5.測試方法:
•觀察法:是否可透過語音引導完成任務
•事後訪談(半結構式訪談): 
 病友狀況允許下利用口述回答問題，
 或是利用自由問答的方式回答問題。

二.使用測試者:看護or家屬
1.是否能依據畫面提示及語音
引導下完成所有操作流程
2.能否透過介面與病友完成的互動
3.紀錄與觀察完成
每個任務的時間 & 錯誤的次數
4.同類型的任務在第一次使用及
第二次使用下所操作時間 & 錯誤
5.測試方法:
•放聲思考法: 請操作者在操作介面時
能盡量表達現在操作的階段
•事後訪談(半結構式訪談):透過事後訪談
再次釐清使用者在操作上的困難與反饋。

易用性測試（Usabil ity  test）
測試流程
測前準備:
1.確認設備與軟體，完成前測
2.徵集受測者5位(需先告知測試的目的，
流程說明，隨同人員，需配合的事項等…)，
請子逸或Wendy幫忙找第三期的病友
3.敲定受測時間，排定受測順序及流程
4.受測前一天再次確認病友的狀況
5.提醒病友前一天記得洗頭(頭皮油脂會干擾訊號)
受測當天:
1.再次告知測試的目的，
流程說明架設器材(腦波器材，錄影器材)
2.與家屬及病友介紹系統使用的方式
與測試任務介紹
3.易用性測試
4.事後訪談(病友或家屬)
5.給予受測費用
當天隨行人員: 
子計劃一 1~2位(設備穿戴，系統確認)
 子計劃五 3位(紀錄人員*2，觀察人員*1)
設備: 腦波設備*1套  NB*1(裝載完成的系統) 
相機或錄影機 *2台
(一台紀錄家屬或看護，一台紀錄病友的操作情形)

關於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介面易用性測試內容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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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測試內容順序

30分鐘

5分鐘

假設情境的任務操作:
1.首先請先配合看護完成設備穿戴
2 . 現 在 要 請 您 完 成 運 動 想 像 訓 練 ( 需 達 到 8 0 % 以 上 才
成功，否則請使用者再試一次，直到成功為止)，請
幫忙完成運動想像任務
3 . 假 設 現 在 看 護 問 您 是 否 有 溝 通 內 容 的 需 求 ， 請 告
訴看護有(使用自由問答)
4 . 假 設 您 突 然 有 痛 或 麻 的 感 覺 ， 請 選 擇 痛 ， 麻 的 選
項告知看護(溝通內容選單-生理)
5.看護問您是不是口渴，請幫忙回答不是
6 . 假 設 您 想 找 人 來 陪 伴 ， 請 協 助 完 成 選 擇 ( 溝 通 內 容
選單-心理)

事後訪談:
1.您覺得這套系統是否有幫助您與照顧者溝通?
2.在操作過程中您覺得不好操作或是覺得困擾的
地方?
覺 得 困 擾 = > ( 是 運 動 想 像 ? 溝 通 內 容 選 單 ? 自 由 問
答)
又 是 哪 些 原 因 覺 得 困 擾 呢 ? ( 語 音 引 導 不 清 楚 ? 跳
轉時間 太快或太慢?)
3.有沒有什麼功能是您預期會有的，但沒有出現
的?
4.在系統的使用上，是否有其他的建議呢?

1 5分鐘 1.實驗目的簡介
2.腦控智慧溝通系統介紹
   +測試任務要點說明
   +告知會有影像紀錄

2

3

使用測試者:病友的測試流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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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易用性測試材料：
      採訪材料、易用性測試任務流程、SUS量表

2.2 易用性測試的物質材料：
      紙、筆、 漸凍人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設備。

2.3 易用性測試的的清潔材料：
      漸凍病友身體素質較差，容易被細菌感染
      導致一些突發狀況。
      故工作人員在準備測試與拜訪之前
      需要用酒精或者其他藥品進行消毒
      相關用具或需要接觸到的地方
      另外做完測試也應幫助病友進行清潔。
  

2 .  測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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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參與測試的病友人次
2.正式施測

易用性測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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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易用性測試
腦控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

大學朱教授
測試主持：沛霖

基隆李先生
測試主持：沛霖

板橋陳小姐
中和劉老師
測試主持：沛霖
板橋江先生
中和劉老師
測試主持：沛霖

參與總人次：9人次。該測試分為兩個部分：系統訓練與易用性測試

6/26

6/25

6/27

7/08

2019年

大學朱教授
測試主持：
沛霖

基隆李先生
測試主持：
沛霖&璐丹

板橋陳小姐
測試主持：
沛霖

板橋江先生
測試主持：
沛霖&璐丹

台北陳先生
測試主持：
沛霖&璐丹

7/03

7/02

7/11

7/23

7/25

系統訓練 易用性測試

 易用性測試：5人次     系統訓練：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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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式施測

2019/7/2
大學朱教授

2019/7/3
基隆李先生

2019/7/11
板橋陳小姐

2019/7/23
板橋江先生

2019/7/25
台北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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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02
NO.1 易用性受測者：
大學朱教授

測試者：  子計畫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 研究員子逸老師
                子計劃一研究助理亦文與其他同學 (腦波帽，腦波主機，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安立，涵儀
                (當看護者，錄影，照相)
                  子計劃六研究助理Wendy(後測)
測試階段:
      之前使用過腦波系統4次，本次完成了了完整的測試。
觀察備註:
      1.本次病友訊號連線花較多時間，
                因為腦波阻抗較高及前面腦波帽戴太鬆
      2.訓練期的自由問答回答「不是」，答錯誤率高，
      後面改變問問題的方式及請病友嘗試閉眼放鬆，
                回答不是的成功率提升
      3.病友反饋無法確定放鬆程度，
                閉眼時若有念頭閃過， 不確定是否算放鬆。

姓名:朱○○
性別:男
年齡：53
教育背景：博士
測試地址:大學
病情階段:發病一年半， 手指較不靈活，說話及行走正常。
發病前職業:大學免疫學副教授  

發病後職業:大學免疫學副教授  

                  發病前後一共在大學教書八年
家中有無漸凍病友：無
家中有無子女： 有，發病前生育
輔具使用情況： 胸頸支撐器，電動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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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腦波裝置矯正
15:06-17:02 右手運動想像: 

Yes想像右手握拳，No放鬆 
1.30秒放鬆
2.10次想像右手握拳想像
效果評分:90%

腦波裝置訓練

再次確認訊號
腦波裝置訓練
(採用問題回答)

17:33-18:22

18:23-19:15
19:26-20:24

自由問答
任務:是-想像右手握拳，不是-放鬆
1.是(成功)
2.不是(失敗)
3.不是(失敗)
4.是(成功)
5.是(成功)
6.不是(失敗)

腦波裝置矯正 21:53-23:50

腦波裝置校正

( 採 用 問 題 回 答 是
或不是，
回 答 不 是 時 請 閉
眼放鬆)

24:09-26:08 自由問答
任務:Yes想像右手握拳，No放鬆
1.是(成功)
2.不是(失敗)
3.不是(成功)
4.不是(失敗)
5.不是(成功)

1 腦裝置設定 14:27 1.  配戴腦波帽
2. 連接電極，主機
3. 打膠
4. 確認連線狀狀態

2

3

4

5

再次校正
右手運動想像
1.30秒放鬆
2.10次想像右手握拳想像
效果評分:100%

易用性測試 (2)
00:10-07:40
08:12-09:50
09:55-14:00
14:05-14:55

完成系統操作
SUS量表
訪談
基本資料

7

中間休息 大約3mi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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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03
NO.2 易用性受測者：
基隆李先生

測試者：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 子計劃六研究助理Wendy
    子計劃一研究助理5位(亦文&其他人)腦波帽，腦波主機，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璐丹錄錄影，照相
觀察備註:
    對於時間點的把握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 .嗶聲後想像:有需要定義嗶聲後具體的
             多少秒之後開始想像嗎?
    嗶聲後專注想像的持續時間是多久? 
    2 .“想像”與“放鬆”兩個狀狀態:
   *本次測試放鬆狀狀態的方式皆為閉眼 在放鬆狀狀態下
             (閉眼狀狀態下)，切換狀狀態的速度應該是多少? 
             eg.閉眼一秒後睜眼切換狀狀態與閉眼兩秒後切換狀態有區別嗎?

姓名:李○○
性別:男
年齡：66
教育背景：高中生
測試地址:住家
病情階段:非典型漸凍人(確診為肌肉失養症)
               說話清晰，還能自行行操作電動輪輪椅及自行行裝水、
               抽菸，但手部動作已不不靈活。
發病前職業:学生。
發病後職業:共有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輟學，打工;
              第二個階段:該階段持 續了了十年年，做電機，實做派;
              第三個階段:同時做三份工，出租車車司機，兼職，地攤；
              第四個階段:大颱風之後，販賣彩券，直到62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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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腦波裝置矯正 11:40-13:28 右手運動想像: 
Yes想像右手握拳，No放鬆 
該階段共測試了了三次
第一次 放鬆是睜眼狀狀態:60% 
第二次 放鬆是睜眼狀狀態:70%
第三次次 放鬆也是閉眼狀狀態:100%

腦波裝置訓練

小休息
腦波裝置訓練

14:50-16:50

16:52-17:20
17:23-17:50

自由問答
任務:Yes想像右手握拳，No放鬆
1.NO(成功)
2.Yes(成功)
3.Yes(成功)
4.NO(成功)
5.NO(失敗)
6.NO(成功)
7.Yes(失敗)
8.Yes(失敗)
9.Yes(成功)
10.Yes(失敗)

腦波裝置訓練 17:55-19:00

19:08-19:29
20:48-22:20
22:26-23:12
23:30-23:56

腦波裝置訓練 24:25-24:49
25:07-32:10

溝通內容選單
任務:我現在很難過
1.選到痛，麻(選擇錯誤)
再 次 確 認 訊 號 ， 發 現 有 異 常 ， 調 整 電 極 訊
號

1 腦裝置設定 09:50 1.  配戴腦波帽
2. 連接電極，主機
3. 打膠
4. 確認連線狀狀態

2

3

4

5

多功能面板解說

溝通內容選單
任務:選擇痛或麻
1.病友暫停(詢問選擇的方式，以口述教學)
2.再次反應不會選擇(尋求協助，簡單教學)
3.仍無法選擇生理選單(反應不知何時開始想像)
4.要求示範教學(告知何時要想像-選擇成功)
病友要求要告知進入運動想像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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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腦波裝置校正 05:12-08:05 自由問答
任務:Yes想像右手握拳，No放鬆
1.Yes(成功)
2.NO(失敗)
3.NO(失敗)
4.NO(失敗)
5.NO(失敗)
6.NO(失敗)
7.NO(失敗)

腦波裝置校正 11:11-12:35
12:49-14:48

再次右手運動想像
1.30秒放鬆
2.10次想像右手握拳想像
中斷
效果評分:100%

休息

腦波裝置訓練 (3)
00:20-01:10

01:11-02:00
02:02-03:29

自由問答
任務:Yes想像右手握拳，No放鬆
1.NO(成功)
2.Yes(失敗)
3.Yes(失敗)

1.NO(失敗)
2.Yes(失敗)
3.Yes(失敗)
4.NO(成功)
5.Yes(失敗)

6 腦波裝置校正 (1)
32:15-32:26
(2)
04:17

再次校正
右手運動想像
1.30秒放鬆
2.10次想像右手握拳想像
效果評分:100%(有眨眼，需重新訓練)
效果評分:80%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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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1
NO.3 易用性受測者：
板橋陳小姐

測試者：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 子計劃一 亦文 (腦波帽，腦波主機，NB)
                子計劃五 沛霖，向宸 (錄影，照相)
訓練歷程:
   總時數:約10分鐘多
   運動想像: 2次，70%，90%
   自由問答:共3題，答對3題
觀察備註:
   1 .本次病友訊號連線花較多時間，因為腦波阻抗較高
   2.病友情緒波動較大時，腦波會被干擾，需要一段時間平靜             

姓名:陳○○
性別:女
年齡：56
教育背景：大學學士
測試地址:住家
病情階段:已發病13年， 說話已不清晰，四肢與頭部已不便轉動。
發病前職業:廣告AE
發病後職業:無
家中有無漸凍病友：無
家中有無子女： 有，男女各一，發病前生育(26,30歲)
輔具使用情況： 溝通輔具使用注音符號板，ipad打字，最近一個月開
始使用Tobii眼動儀；
一般輔具有使用輪椅代步，移位轉盤協助移位（從床上移位到輪椅或廁
所）如果感冒很多痰就會使用抽痰機與拍痰機使用叫人鈴通知家人或看
護需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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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腦波裝置矯正 24:10-26:09
(2)
04:30-06:29

左手運動想像
1.30秒放鬆
2.10次想像右手握拳想像
效果評分:70%
效果評分:90%

腦波裝置訓練 06:55-07:44 自由問答
任務:是-想像左手握拳，不是-放鬆
1.不是(成功)
2.是(成功)
3.是(成功)

腦波裝置訓練 07:46-09:38
09:39-10:16

10:44-11:17

中間小休息 約4min

1 腦裝置設定 23:00 1.  配戴腦波帽
2. 連接電極，主機
3. 打膠
4. 確認連線狀狀態

2

3

6

溝通內容選單-生理-麻,痛
病友未選擇麻痛(2次)

完成選擇麻，痛

易用性測試 16:12-28:18
10分鐘
5分鐘

完成系統操作
SUS量表
訪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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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3
NO.4 易用性受測者：
板橋江先生

測試者：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子計劃一研究助理亦文 
     (腦波帽，腦波主機，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璐丹 (錄影，照相)。
訓練歷程:
     校正次數：三次。
觀察備註:
    1 .引用病友的話：要戴帽子很麻煩。
             2 .應該連結五顆訊號 ，實則連結了四顆訊號。
             3 .想像問題出現的問題比較多。            

姓名:江○○
性別:男
年齡：41
教育背景：
測試地址:住家
病情階段:發病到現在的狀態漸凍人初期用時一年兩個月。
              目前腳部失去力量，故若要行走需要借助外借的
              力量來支撐，其它身體部分的肌肉運作正常。
發病前職業:傳統產業，不鏽鋼加工。
發病後職業:共有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等待確診時期，不鏽鋼加工;
              第二個階段:確診後辭去工作。
家中有無漸凍病友：有。該先生父親發病十年後去世。
家中有無子女：有一雙兒女就讀於幼稚園。
輔具使用情況：有使用過爬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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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5
NO.5 易用性受測者：
台北陳先生

測試者：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
隨行人員:子計劃一研究助理亦文 (腦波帽，腦波主機，NB)
               子計劃五研究助理沛霖，璐丹 (錄影，照相)。
訓練歷程:
     校正次數：一次。
觀察備註:
    1 .當下測試指令於病友受測者後，病友會再重複問一次看護。
             2 .看護在使用介面的時候，遇到難點會立馬詢問工作人員。
             3 .病友聲音還原度不高。
             
             

姓名:陳○○
性別:男
年齡：49
教育背景：博士
測試地址:住家
病情階段:已經氣切。2005年確診，屬遺傳。病情初期左手虎口無力。
發病前職業:自己創業開諮詢公司。
發病後職業:炒股、寫書、學習自動交易程式。
家中有無漸凍病友：有。父親且已往生。
家中有無子女：無。
輔具使用情況：眼動儀-Tob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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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節次

腦波裝置矯正 10:40-11:26

(2)

11:27-12:35

右手運動想像
1.30秒放鬆
2.10次想像右手握拳想像
效果評分:100%
效果評分:100%

腦波裝置訓練 12:56-13:16

13:17-13:32

自由問答
任務:是-想像右手握拳，不是-放鬆
1.不是(成功)
2.是(成功)

1 腦裝置設定 9:37 1.  配戴腦波帽
2. 連接電極，主機
3. 打膠
4. 確認連線狀狀態

2

3

易用性測試 18:55-32:27 完成系統操作
SUS量表
訪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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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測試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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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控語音再現智慧溝通系統-
2019年易用性測試 SUS量表（病友）

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NO

我覺得這個眼控系統過於複雜。

我認為這個腦控系統很容易使用。

我認為我需要技術人員的幫忙才能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我覺得這個腦控系統的功能整合的很好。

我覺得這個腦控系統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可以想像大部分的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我覺得這個腦控系統使用起來很麻煩。

我很有自信的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SCORE

1

2

3

4

5

6

7

8

9

SUS SCORE

內容

我需要學會很多額外的資訊，才能使用這個系統。10

AVERAGESUS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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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7/11 7/23 7/25

5

1

5

3

5

3

5

1

5

36

4

1

3

3

2

3

3

3

4

25

4

2

4

2

4

2

4

2

3

29

5

1

5

1

4

1

4

1

5

38

90 62.5 72.5 95

1 1 2 1

李先生 陳小姐 江先生 陳先生

80

7/02

5

2

5

5

5

2

5

2

5

32

80

2

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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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控語音再現智慧溝通系統-
2019年易用性測試 SUS量表（看護者）

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NO

我覺得這個眼控系統過於複雜。

我認為這個腦控系統很容易使用。

我認為我需要技術人員的幫忙才能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我覺得這個腦控系統的功能整合的很好。

我覺得這個腦控系統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可以想像大部分的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我覺得這個腦控系統使用起來很麻煩。

我很有自信的使用這個腦控系統。

1

2

3

4

5

6

7

8

9

內容

我需要學會很多額外的資訊，才能使用這個系統。10

SCORE

SUS SCORE

SUS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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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7/11 7/23 7/25

5

3

3

3

5

2

5

2

4

4

2

4

4

4

2

4

2

4

5

1

5

1

3

1

4

1

5

5

1

5

1

4

1

4

1

5

2 2 1 1

李先生 陳小姐 江先生 陳先生
7/02

5

2

5

1

5

3

4

2

5

1

朱教授

30 28 29 38

75 70 92.5 90

83.5

3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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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控語音重現溝通系統SUS分數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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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控易用性測試發現問題及建議修改

1.照護者表示:很難自行完成腦波帽的配戴。
 (扣除掉2名志工大學生助理，真實家屬看護3名中的2位照
護者皆認為腦波帽配戴不易。)

2.病友皆表示，腦波意念溝通需要非常專注。心智負荷度相
對提高。

3.相較於制式選單，病友在自由問答的YES/NO回答，需要
更多練習與反應時間。   
(有2種可能性，1是在操作的初期，用力或放鬆的YES/NO選
項會有記憶的混淆。 2是在YES/NO選項與中文問答的操作
情境有語文轉譯的不流暢性。)

4.照護者在介面操作上，會直接點選訊息圖案而非操作按
鈕，可能是因為訊息圖案與按鈕的區辨度不高。建議後續可
以加強按鈕的立體感



164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
易用性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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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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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1/40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2/40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3/40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4/40



167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5/40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6/40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7/40 漸凍人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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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劃與執行易用性測試的
時候，我們設置了一些us-
abi l i ty  mertr ics，主要從以
下兩個類別去做測評，
第一類是從績效度量類型：
任務成功，任務時間，錯
誤，效率，易學性；
第二類是自我報吿度量類
型：滿意度，易用性等級評
分。因為這套系統並未完全
成熟，總操作時間會因病人
體況而異，所以完成任務的
時間快慢不是我們評估的關
鍵因素，我們側重中從測試
中病友犯下的錯誤為我們改

張璐丹

善的機會點，致力於提高該
套操作系統的流𣈱性易用
性、精準度。
故該書中只摘錄了病友的個
人的基本情況與最後一次成
功操作案例的各項數據指
標，沒有放出同一病人前面
幾次測試的數據。
除此之外，在進行易用性測
試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些病
友和普通人一樣，渴望去表
達，渴望理解， 渴望被支持
和被愛。
一位病友在成功做完易用性
測試後，曾發出感慨：「好落
寞，就這樣結束了，以後是
不是會很少見到你們？」
我們與病友們萍水相逢，卻
能在病友的生活中泛起層層
漣漪，這樣特別的相遇賦

予了他們久久不曾擁有的期
待。我常在思索，這種期待
到底是什麼？只是單純地盼
望我們的到來嗎？不，或許
他們更期待的，是這樣一套
設備帶來的光亮可以灑滿整
個家，是想重新和這個社會
產生聯結，向外界發出自己
的聲音。而我們的出現或許
是實現這一願望的窗口，所
以他們不斷抱有期待。

「沒有誰能像一座孤島，在大
海裡獨居。每個人都像一塊
泥土，連接成整塊陸地。」

我想借此傳達的是，在該專
案中作為設計師的我們不僅
是讓這套系統連接他們的「聲
音」，更是要讓本處於絕境的
人不要放棄希望的可能性，
堅定地走向明天。

總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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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視兩套語音重現智慧溝通系統是否能協助漸凍症病友找
回自主溝通的能力，透過易用性測試來驗證所規劃的系統內
容，視覺介面與語音設計是否合乎病友或與其看護者的操作
邏輯。因其使用情境與一般健康人的使用方式不同，我們模
擬病友與看護者之間的互動方式，並根據不同的操作情境給
予操作任務。

在測試現場難免會遇到一些小問題，在不影響整個易用性測
試的結果，需要馬上進行細部調整，並盡可能保持測試流程
的順暢性，也再再考驗著我們隨機應變的能力。

我們亦透過易用性測試瞭解，目前所開發的系統，並非完
善，之後仍需更多的研究與努力，才能更貼近漸凍症病友於
居家照護中使用，也期望能見到真正落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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