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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 行動數位內容與創新商務應用設計

• 認識使用者經驗

• 網路應用於行銷推廣的實務問題探究

• WebDuino在物聯網之實務操作

• APP互動設計

• 使用者經驗設計概論

• 使用者經驗設計流程與案例

• 行動專案開發



• 105提升校園行動應用服務研發及內容設計人才培
育計畫



課程標準資訊
• 本課程主要是培育行動智慧終端在行動數位內容，
行動商務應用及行動行銷等領域之創新服務應用。
在整體課程的運作過程中，本課程也導入多媒體
創新設計及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的方法，擬
定以使用者為導向的智慧終創新設計的整體運作
流程。服務設計原本是用來整合人、組織、設施、
溝通及與服務相關的元素，並透過服務的使用者
與提供者之間的互動，以提高服務品質及創新服
務為目的的活動。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資訊應用輔導

• 中小企業數位關懷普及計畫:
協助偏遠地區中小企業提升基礎數位應用能力，學
習運用電子商務改善傳統營運模式。透過二期別
(凝聚期、精進期)適性化輔導，集結輔導單位、群
聚領導人、群聚業者，加強群聚「數位行銷」與
「電子商務」能量，提升群聚業者電子商務能力與
活絡地區發展。

http://e98.sme.gov.tw



• 推動中小企業4G行動商務應用服務計畫

匯集國內4G服務相關業者，整合發展各種中小企業
應用的4G行動商務服務，藉以串聯以使用者為中心
的4G行動商務生活圈，提供消費者「深入食衣住行
生活閱聽」與「善用網路社群與電子商務」的有感
4G體驗。

http://www.sme4g.com.tw



4G行動應用匯集國內4G服務相關業者，整合發展

• 1. 推動中小企業4G行動商務應用服務計畫

• 2.【雲端運算】雲端的未來應用。

• 3. 雲端科技2020
• 4. 《雲端的擁抱》Embracing Clouds
• 5. 影音應用，結合VR?

雲端情人



認識使用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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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 入門指南——如何打造最佳的使用者體驗

https://blog.alphacamp.co/2015/11/10/user-experience-tips/



 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至今仍未有個
公認的產業標準。美國的 UX 社群，最主要的專業與
學術基礎多來自於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簡稱 HCI）。

 人機互動領域的定義就稍微明朗些：這是個設計、工
程、認知心理學與研究方法的跨學科領域，意在建立
了解使用者使用科技的研究方法，以作為相關互動產
品的設計和工程的基礎。



 UX並不是一種技術，也不是一種工作。

 UX 其實是一種管理和運用使用者互動資料的思維；
UX 是一種利用透過與團隊合作、與使用者交流來改
進產品設計的管理流程。

 一位 UX 設計師的工作不是純粹在設計，而是去根據
產品的開發階段和成熟度去挑選合適的模式去採集資
料，並引導其他團隊成員去為改進產品造就最大的效
益。

 在台灣，UX 和 UI 設計師幾乎是沒有分別，因而常常
在設計師完成設計一介面後，就丟到其他專案去，完
全忽視了 UX 設計師處理使用者資料的核心價值。



使用者中心（User-centered）就是跟使用者接觸

 重點不是在跟使用者接觸，而是…你跟使用者接觸時，
都問了些甚麼問題？大部分的團隊都會拿東西給使用
者試用，這是非常致命的錯誤！

 當你把一個殘破的 prototype 塞給使用者用，使用者
能夠給你的回饋就已經局限於這 prototype 的邏輯性
問題。

 當你連解決方案、甚至使用者面臨的問題都還不清楚
的時候，叫使用者去挑出互動的邏輯性問題，對你的
設計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思考的問題

 1) 使用者面臨的問題是甚麼？為什麼這問題很難解決？

 2) 使用者是誰？他們在使用產品上有甚麼限制？（例：
如果對象是幼稚園孩童，你基本不可能叫他們在電腦
前面坐超過十分鐘。請定義你的使用者群，英文稱為
User Persona。）

 3) 使用者目前怎麼解決問題？用那些產品？（例：紙
筆？筆電？雲端平台？）

 4) 使用者在使用現有的產品遭遇到了甚麼樣的困難？

 5) 最重要的是：使用者目前的喜好和厭惡，到底是工
作本身的特性，還是現有產品設計的特性？



甚麼時候該做 wireframe, prototype 和開發？

 1)探索期：如果你還在探索使用者的行為與工作環境，那
請先甚麼都不要做。先觀察、先聆聽、先分析，而且越少
干預使用者越好！你此時的目標只是要搞清楚情況以避免
重蹈覆轍。

 2)構思期：等到了解問題癥結後，請針對使用者面臨的工
作之特性（而不是過去的產品之特性）來設計你的解決方
案的概念。此時，你可以畫畫 Wireframe。請記得，
Wireframe 的意思就是簡單的架構圖，作畫請在十張以內，
以簡單扼要為原則去傳達產品的概念。請不要洋洋畫出三
四十張 Wireframe 去解釋細部的互動過程！花這麼多時間
畫圖是在浪費時間和團隊資源。

你此時的目標就是要為產品找一個大方向。



 3)規劃期：既然Wireframe要在十張以內，這意味著
當Wireframe已經修改到概念能夠被使用者接受後，
在用畫圖的方式去解釋細部的互動功能很浪費時間，
此時請改用 Prototype。Prototype 簡單來說就是一種
虛擬的展示品，用來假性地展現部分的互動功能和商
業邏輯（Business Logic）。重點在於＂假性＂二字，
所以請用簡單的內容和互動設計去達到目的。在這階
段，請不要浪費時間在解決甚麼使用者登入、資料庫
架構等技術性問題。Prototype 只求快！

此時的目標是要了解產品各功能背後的邏輯可行性。



 4)執行期：用 Prototype 爭取到了使用者的認同後，
現在你面臨了一個問題：把這東西做出來到底要花多
少時間？需要多少資源？是否能夠分段進行？或是平
行分工？這個時候，Prototype 怎麼做都是假的，很
難幫你去估算各類成本。

此時可以開始和團隊商討如何去開始開發，把產品的
Alpha 版本做出來了！



 如果你今天是要設計一平板觸控式軟體，若你是做給
一般大眾，你用戶的上手時間（onboarding time），
也就是使用者的耐心，恐怕不會超過五分鐘；

 若對象是醫護人員，做給資料處理和手術室的軟體，
在字體顯示、觸控靈敏度，以及備用互動模式（如聲
控）的需求會完全不一樣；

 若是做給基礎教育使用，那你的註冊和登入必須非常
簡單，因為所有的問題都會呈倍數（一班級之學生數）
放大。



使用者經驗為重，4大行動App的失敗設計

 2012年，行動用戶總計下載超過300億款App，雖然
每位行動用戶平均每周使用的App大概只有15款；糟
糕的是，根據Localytics的研究預測，其中只有22%的
App被開啟一次而已。

 投入心力和金錢開發的App，為何參與度這麼低呢？
這個大哉問的答案當然相當複雜，以下列出4項行動
App設計時的錯誤，最終極有可能因使用者經驗太過
糟糕，而被用戶列入不再開啟的黑名單。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27074/BN-ARTICLE-27074



錯誤1：強迫用戶在開始使用App之前就必須註冊

 還沒讓用戶看到這款App有多好用之前，就要求用戶
必須先註冊加入會員，絕對會失去大部分新下載App
的用戶。

 對比兩款都是以照片、影音分享的社群平台App：
Pheed和Tumblr，Pheed開啟畫面即要求用戶透過
Facebook或Twitter帳號登入，Tumblr則提供了平台
最新分享的照片，哪一款App會吸引你繼續往下操作
呢？



錯誤2：太過詳細的操作教學

 許多App開啟時會進行操作教學（tutorials），最害
怕遇到一股腦兒地提供太多操作資訊；如果開發商認
為需要許多步驟才能解釋清楚這款App的使用方式，
那就等同於承認這款App的UI設計很失敗。開發商在
設計之前，就該知道使用者是哪些人，並設計出直觀
的操作介面，提供最少步驟的操作教學。

 還有開發商會將操作教學重點放在解釋UI設計，這也
是錯誤的，正確的應該是告知用戶這款App的整體價
值所在，因為用戶通常並不在意這些細節，他們更常
跳過教學、直接開始操作App。



錯誤3：不常用的介面元素或不熟悉的手勢操作

 設計行動UI的關鍵元素之一，就是要知道何時要採取
標準設計模式，讓用戶操作時更容易了解這款App。
例如照片的放大縮小，用戶都已經有了根深蒂固的操
作習慣；此外，Android和iOS也都提供各自的介面準
則。

 有時候，開發商會「過度設計」（overdesign），忽
略App標準，開發出用戶並不熟悉的手勢操作、隱藏
選單、或出現太過華麗的視覺元素，然而在測試過程
中，大多數用戶會因這些突兀的設計元素而感到困惑。



 即便是贏得設計大獎的App，也不一定適合大眾市場

 如果開發商想要提高最大使用率、並且減少用戶操作
時的困擾，最好就是採取用戶已經熟悉的使用模式；
除非你有十足把握，設計出的特殊操作模式，也一定
要經過徹底的使用者測試。



錯誤4：讓用戶在行動介面上填寫過於冗長的資料

 新用戶下載App、看過操作教學、使用基本功能，現
在就該是註冊的時候了。開發商一定希望可以真正了
解用戶，所以在註冊頁面會請用戶填寫過多的資訊，
這樣應該沒什麼大不了的吧？大錯特錯！當你認為多
問些「小問題」其實無害，像Expedia和Best Buy這樣
的大企業，已經因此損失了好幾百萬美元營業額，就
是因為要求用戶填寫不必要的資訊。

 通常來說，只要每多出一個需行動用戶填寫的資訊，
就會提高因螢幕過小導致錯誤輸入的機率，讓用戶在
過程中煩心而放棄註冊。



介面退位、以人為本，十大 UX 設計風向標

https://www.inside.com.tw/2016/01/20/ux-trends-2015-2016



1. 對介面的崇拜來到盡頭

 UX 設計師漸漸不再將重心放在 UI 上了

 大家看起來都一樣

現在的瀏覽器和作業系統，都已經建立了一套成熟的視覺語
言及互動模式，再加上在愈來愈受歡迎的平面化設計， 讓
每樣東西看起都很像 。

 互動模式健全

如果你要設計新的門把，不必重新設計齒輪，而且只要有兩
三種不同類型的門把，大概就足以應付各種用途。為了創新
而創新，可能只是自找麻煩，而且長期來說可能會造成很多
使用上的問題。重點是，新的設計想幫使用者解決什麼需求？
設計師開始注意到對使用者最重要的是：用熟悉又方便的方
法，完成一件事。



 App 不再是終點

App 現在不再是使用者的最後一站，它將原始資料轉化
成可以使用、互動的資訊。現在使用者打開 app 看天氣
的次數愈來愈少了，對使用者最有用的方式，是在下雨
前 15 分鐘跳出提醒。就像 iOS 的 通知中心 、 Android 
的 Google Now 即時資訊，都能從通知畫面直接讓使用
者進行下一步行動，未來使用者接觸到 UI 的機會也 愈
來愈低 。



 新的互動方式不再需要新開視窗

人工智慧在 2016 年愈來愈受歡迎，像 Facebook M 這
種更聰明的演算法，只要在 Messenger app 下指令，它
就會幫你處理，第三方服務不用透過自己的介面，就能
替使用者完成任務。當然對話背後的邏輯和腳本還是要
有人設計，不過未來的「介面」可能不再是介面了。



2. 尋覓對的原型設計工具



 世界上的設計師在幾年前開始了解，打造數位產品時
原型很重要。傳統開發使用的靜態版面無法滿足設計
師的需求，原型設計工具便開始成為不可或缺的一部
份，讓設計師可以記錄同一版面的不同狀態，像是動
畫、轉場、互動細節，這些都很難用靜態文件記錄。

 相對的，很多公司注意到這樣的趨勢，每週都會推出
各種原型設計工具，InVision, Marvel, Principle, 
Atomic, Sketch, Axure, Adobe Comet，等等，他們試
著用不同的角度來解決一樣的問題，目前也沒有哪樣
產品具絕對優勢。



 未來的走向如何？原型設計工具如雨後春筍冒出，我
們又願意花多少時間去學習每一樣產品的邏輯？這樣
下去設計工具會變得比設計師還多，這個產業將無法
規模化。

 希望 會出現一款原型設計工具，讓設計師能更快完成
工作，或著更進一步，除了框線和原型以外，還能出
現兼顧其他 UX 設計工作的工具。



3. 考慮時機和時間



 之前，每個團隊內必備一位資訊工程師，來處理網站
或 app 上複雜的資訊，數位設計師常常在對抗擁擠的
版面，因為資訊實在太多了，每樣資訊都很重要，又
希望使用者能通通看得到。

 為了讓使用者第一時間就能找到想要的資訊，現在我
們開始依據時間來設計，從「任何時候都能呈現所有
資訊」，變成「在對的時間提供對的資訊」，例如：

1. 在呼叫 Uber 前先設定上車地點。

2. 等車的時候可以看到預計抵達時間等相關資訊。

3. 一下車便收到評價提醒。



 人們想要一次處理一件事，而且要一步一步來，而非
一次跳出一堆選項要你填。隨著各種裝置和感應器進
步，2016 的使用者經驗應該會更線性，使用者已經習
慣了簡潔又方便的線性體驗，設計師的工作也將更專
注於時間或空間上的某一點，網站導覽也變得又高又
窄，設計將超越影像和畫面，而圍繞在使用流程上。



4. 使用者經驗扮演的角色



 UX 設計師終於在各大公司組織中佔有一席之地，2015 年
使用者經驗成為必備，愈來愈多 UX 設計師有權力管理整
個產品的使用者經驗。

 但是 UX 設計師的角色定位也愈來愈有爭議，因為每個環
節都會影響使用者經驗，所以就出現 UX 工程師、UX 架
構師、UX 前端工程師，使用者經驗的概念變得無所不在，
未來甚至可能不會再強調 UX。

 那如果人人都要負責使用者經驗，UX 設計要做什麼？身
為 UX 設計師未來最大的任務，就是讓團隊裡從產品經理
到客服，都能瞭解他們在使用者經驗上扮演什麼角色，需
要做哪些事，UX 專業會更偏向協調同事工作的關鍵角色。



5. 公司就像新一代部落客



 以前看到關於 UX 的有趣文章都來自該領域的專家，
現在你點下連結，文章作者卻是 InVision、UXPin、
Adobe 等知名公司。

 2015 年流傳最廣的文章多是來自企業的部落格。這當
然是好事，表示企業已經開始正視使用者經驗，大企
業發表的文章也為使用者經驗領域帶來更多人氣，UX 
設計師的行情也會更好。

 既然使用者經驗是由許多人共同營造而成，不是獨立
作業，公司的角色則貫徹整個產品生產過程，所以由
公司層面來談論比一個人講解更全面。



 不過缺點就是，公司寫這些文章不是作慈善，他們要
點擊率、SEO，他們要成為使用者經驗、設計和製作
原型方面的意見領袖。為了衝流量，結果就是文章內
充滿了關鍵字、廣告連結還有騙點閱率的標題。

 每次你點進那種文章，要注意他們是不是在推銷什麼
東西，推銷不一定是壞事，但你必須有所警覺，而進
一步的問題就是，新的一年還有沒有作者願意投入時
間和精力，撰寫更公正的使用者經驗文章？



6. 內容策略取代資訊架構



 10 年前的公司都一定會建立官方網站，裡面塞滿各種
相關內容，找個合理的方式整理起來。而現在一間公
司都有好幾個網站、微網站、行動版 app、社群頁面、
部落格、影片頻道、內網、Slack 群組等，愈來愈多。

 這些平台每天都要更新資訊，就 必須要有專人管理這
些資訊該如何發布 、在哪裡發布，並講這些規劃成更
大的內容策略。

 這不是新鮮事，但 2015 年，內容策略在產品設計中
的合作規模，明顯變得更大了。



7.「人」才是趨勢核心



 2015 年許多智慧手錶面世，但它們要解決的問題到底是
什麼？我們要的不是帶著一堆東西跑來跑去，而是要讓我
們正在用的東西更智慧。 智慧手錶在小小的空間裡塞進太
多功能，犧牲易用性換來新奇感。我們應該要設計對使用
者有意義的東西，解決他們的需求，就像 Nest 或 Google 
OnHub 一樣，利用人們早就在使用的物品，來解決他們
碰到的問題，而非強迫他們改變使用者行為，逼他們把最
新硬體吞下去。

 2015 年物聯網大熱門，但經過一波熱潮後，產業開始了
解，人們無法接受文化和個人行為改變得太快，而對於這
種變化速度的掌握，可望成為推行新產品的助力。

 與其做一堆能連網的小玩意，不如先讓大家早就在使用的
物品變得更智慧。



8. Slack讓我們重新學會交流



 2015 年，我們見證擁有優秀 UX 的 Slack 崛起，世界各地的設
計師也聚集在 Slack 上的各種頻道討論易用性、工作，或是單
純閒聊。

 線上的討論早就存有各種形式，從電子報、臉書，到 LinkedIn，
不過 Slack 有些特別的元素，讓它不只是一時的流行現象：

1. Channels 幫你過濾掉不重要的雜訊，讓你可以選擇要加入哪
些對話。

2. 即時訊息讓社群成員形成了 新的溝通機制 ，比如說邀請大人
物來舉辦大哉問（Ask Me Anything）。

3. 因為 Slack 一開始就是設計在工作上使用，所以內部的使用
者行為都和專業相關，除了一些 GIF 動圖以外，沒有其他的
干擾因素。

 雖然不知道 Slack 的熱潮還能持多久，不過 UX 社群的討論還
是要靠設計師們來實踐，明年多追蹤一些相關討論 channel 吧。



9. 回歸使用者需求



 要設計成功的數位產品，最大的挑戰在於掌握使用者的情
境、慾望和需求。以技術觀點來看，現在要添加新功能並
不難，但若未經過適當的研究，可能就會弄錯使用者真正
在乎的重點。

 萬一沒有處理好，這將會傷害公司的業績和品牌觀感。
 既然現在 UX 設計不再將重心放在繪圖，不如就讓我們利

用這個機會，回頭看看被長期忽略的 使用者研究方法。
畢竟你為產品改了半天的設計，結果使用者卻不領情，也
沒解決到真正的問題，那就是白費功夫了。

 希望新一代的使用者測試工具能像原型設計工具一樣進步，
讓研究方法更易用，並且和設計過程深入整合，這樣不論
公司規模和預算多少，都能有像樣的使用者研究資訊可用。

 設計重點將從視覺回歸到人身上。



10. 2015 年度推薦使用者經驗案例



 年度最佳專案
The United States design standards
 年度最佳產品

Uber, for the tailor-made ux for different markets
 年度最佳作品集

Samuel Medvedowsky
 年度最佳推特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I did A/B 
testing to see which one had higher ad clickthroughs.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Dan Saffer)

 年度最佳關鍵字
Machine Learning, the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點擊數最高的連結
Why are Apple's products so confusing?, by Don Norman

 年度最佳影像
Organizational Charts for Tech Companies, via @gaitha

 年度最佳部落格
A list apart, for its consistency and high-level quality 
standards

 年度最佳工具
Lookback.io

 年度最佳演說
Leah Buley: The Modern UX Organization

 年度最佳書籍
Intertwingled, by Peter Morville



Pocket 如何改善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https://blog.gtwang.org/funny/pocket-user-experience-design/



 Pocket 是一個手機閱讀 App，這裡介紹如何透過使用
者經驗設計（user experience design）改善 App 的效
益。

 Google Ventures 透過更好的使用者經驗設計，讓
Pocket App 的新使用者使用儲存文章功能的比例提升
58%，直接大幅提升 Pocket App 的使用率與有效使用
者的數量，這裡我們介紹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目標

許多 Pocket App 的新使用者會因為好奇或親友推薦而
下載 App 來使用，而這裡的重點是如何讓這些新的使
用者感覺這個 App 好用，願意長期繼續使用，不要因
為一開始感覺不會用就把 App 移除了。

 方法

Google Ventures 開發團隊花了 3 週的時間，進行 App 
原型（prototype）的設計、iOS 與 Android 平台 App 
實作與實際使用者的測試，以下是他們的整個工作流程。



DAY 1：搞清楚目標與問題所在

 Pocket 團隊其實已經清楚什麼情況可以促使新的使用
者變成長期性的使用者，例如儲存三篇文章或是在第
二台裝置上安裝 Pocket App 等。而他們也經過 User 
Testing 的測試，找出使用者在使用 App 時會卡在哪
一個地方。

 接著大家集思廣益，想出各種可能可以改善新使用者
使用經驗的辦法，並整理成 HMW 的型式。



HMW 型式的各種想法



投票選出最好的想法

 有了個各樣的想法，接著就使用投票的方式，選出最
好的那一個，再將基本的操作流程畫出來，以便我們
了解其中的細節與使用者經驗。



畫出基本的操作流程



DAY 2：畫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使用前一天所學到的東西，開始規劃可能的解決方案，
每個操作流程都使用三張便條紙的版面來表示，畫出
可能的設計方案。



用三張便條紙畫出一個操作流程



DAY 3：決定使用哪一個方案

 依據目標與可行性，評估畫出的每一個方案，選出一
個最好的作為實作的原型（prototype）。

 我們將比較好的想法用橘色貼紙標示出來，然後將這
些想法彙集起來，分成兩群再進行比較。



將好的想法用橘色貼紙標示出來



將好的想法分成兩群進行比較



DAY 4：實作原型（Prototype）

 將每一個筆記上的概念實作出來，並且盡可能保留原
來的想法，不要跟原來的設計概念有落差。



DAY 5：實際找人測試原型（Prototype）

 他們找了五位完全沒有用過 Pocket 的人來測試新的原
型，當這些新的使用者在使用新的原型時，開發團隊
則是在另一個房間觀察並記錄使用的過程（詳細情形
可以參考這裡）。

 在每一個測試使用者使用完之後，開發團隊會立即將
測試結果記錄下來，例如哪一些功能有發揮預期的效
果，而哪一些沒有，並且找出哪一些功能在下一次的
設計與使用者測試上需要更改。





沈重宗業師 提供



  1. 如何做好網路行銷? 
 2. 網路行銷必學的五項技巧 
   3. 網路行銷實際操作技巧運用 
        以line@  為今日主要研討工具 o20 利器 
        以line   facebook   為輔助工具   
                  1.接觸客戶2.黏住客戶  3.成交客戶 
         *文案撰寫應注意事項 
         *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Q&A 
   4. 從導購 行銷 到 產品成交 收款 的步驟 拆解  分析說明 
 

 
 
 



滑世代的行銷實務(社群及網路
行銷) 

決勝一鍵間 前進大未來   指尖下的溝通浪潮 

滑世代的行銷實務(社群及網路行銷) 

贏在免費  企業0成本行銷密技 



 

如何做好網路行銷?



 

產品  行銷   品牌 



網路應用於行銷推廣的實務技巧 

 



 



 

行為數據洞察使用者體驗，優化網路行銷效益循環 
（出處：張聖丕） 

http://www.iwant-in.net/tw/iMarketing/?p=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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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E7%A4%BE%E7%BE%A4-%E8%A1%8C%E5%8B%95%E8%B3%BC%E7%89%A9-%E8%B7%A8%E5%A2%83-2016%E6%B6%88%E8%B2%BB3%E5%A4%A7%E8%B6%A8%E5%8B%A2-215006407--finance.html


傳統企業的電商之路怎麼走 

入駐開店平台 
商店街or拍賣 

自建購物網站 
入駐平台 
自建網站 

社群 
行動 

供應商 

物流 

金流 

物流 

金流 

物流 

金流 

物流 

金流 

客服 客服 

流量 

建置 

粉絲 

物流 

金流 

走向 互聯網+ 電商之路 



 2. 網路行銷必學的技巧 



• 1.如何運用免費資源創建自己的商店 
 

• 2.如何讓人找到我的商店 
 

• 3.什麼人來找我的商店 
 

• 4.如何讓客人購買交易 
 

• 5.如何讓客人願意再回購 



 

誰是你的雲端情人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0178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1433/line-user-in-taiwan-is-more-than-90-percent


 



 



 



 



老闆！給你一定要用LINE@(認證帳號)架設行動官
網的六大理由  

 • 1.它是免費的系統平台，還可以(群發訊息)給你的客戶  
 

• 2.它可以即時跟客戶溝通，(預約訂位、線上諮詢)  
           (一對一隱私又即時)( 可多人協同管理) 

• 3.它可以群發(優惠券、抽獎券、市場調查)給你的客戶  
 

• 4.它有外部網址，客戶可以用(關鍵字)搜尋到你的網站  
 

• 5.它有行銷數據分析，掌握(分享數、瀏覽數、不重複訪客數)  
 

• 6.它也是行動商城，運用熟客行銷把商品賣出去... 



• 盛鐸電商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7%9B%9B%E9%90%B8%E9%9B%BB%E5%95%86%E6%96%87%E5%89%B5%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rlz=1C1NHXL_zh-TWTW710TW710&oq=%E7%9B%9B%E9%90%B8%E9%9B%BB%E5%95%86%E6%96%87%E5%89%B5%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aqs=chrome..69i57j69i61&sourceid=chrome&ie=UTF-8


台集好物 

在地嚴選 



1.Google 

• Google analytics 
• Google 快訊 
• Google blogger 
• Google 表單 
• Google 搜尋趨勢 

https://www.google.com.tw/intl/zh-TW/analytics/
https://www.google.com.tw/alerts
https://www.google.com.tw/alerts
https://www.blogger.com/about/?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intl/zh-TW/forms/about/
https://www.google.com.tw/intl/zh-TW/forms/about/
https://www.google.com.tw/trends/
https://www.google.com.tw/trends/


 

https://www.slideshare.net/ssuserf09895/google-analytics-33945801?qid=ab4feadb-44b7-4c9d-be3c-8ff0b80faa44&v=&b=&from_search=1


 



 



 



 



 



 



• alexa http://www.alexa.com/topsites  

     站長工具  

• http://tool.chinaz.com/  

     雅虎關鍵字工具  

• http://tw.emarketing.yahoo.com/ysm/guide/index101.html  

      SEO 工具 ( 限用 GOOGLE 瀏覽器 )  

• https://goo.gl/VCWgGq  

     GOOGLE 趨勢  

• http://www.google.com.hk/trends/  

      關鍵字推薦書  

•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73708 

     關鍵字優惠  

• https://goo.gl/9Q6rYW  

     關鍵字廣告認證  

• https://support.google.com/partners/answer/3154326?hl=zh-Hant 

 

http://www.alexa.com/topsites
http://tool.chinaz.com/
http://tw.emarketing.yahoo.com/ysm/guide/index101.html
https://goo.gl/VCWgGq
http://www.google.com.hk/trends/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73708
https://goo.gl/9Q6rYW
https://support.google.com/partners/answer/3154326?hl=zh-Hant


 



 



 





 



 



 



經營時間：2015.7-現在 
FB粉絲人數：從4萬人
提昇到6萬人 
 
Line@粉絲人數：從0人
提昇到7萬8千人 
 
透過FB及Line@生活圈，
2016年7-8月成功銷售葡
萄3千箱， 
 
9月成功銷售水梨5千箱，
單月業績超過5百萬元以
上。 



 



 



 



 



 



 經營時間：2016.10-現在 
 Line@粉絲人數：從0人提昇到 
 7萬1千人 
 透過Line@生活圈，到半夜24:00 
 提供親切即時的一對一諮詢 
 互動，讓旅行社業績成長5倍 
 以上。 
 





 



 



 

https://entry-at.line.me/tw 



 搜尋Lineat 

Andorid iOS 



 



 



 



 



 
 
【影片教學】2016 經營品牌趨勢 
 https://goo.gl/yY2XSa 

https://goo.gl/yY2XSa


 https://page.line.me/black3.cafe 
 

重點有3個    
 
1.導購掛勾 
 
2.好康優惠的文案 吸引客群 
 
3.導入line@  完成訂單 



 



 



 
5.LINE@生活圈：讓您與顧客及粉絲更靠近 

 

https://youtu.be/yAh1v8cEsZI


 



 



 



 



即時通訊行銷的本質就 
是幫助你和客戶 
建立連結 



 



 



當不能和客戶建立連結時， 

就只能聽天由命等待客人， 

無法化被動為主動～ 



奇怪的是… 

台灣很少有老闆意識到經 

營老客戶的重要性！ 



 事實是… 

 就算意識到經營客戶的重 

 要性，也沒有好工具可以 

 運用！ 



 



1.接觸客戶 

2.黏住客戶 

3.成交客戶 



 



 ·方便快速（人人都有Line） 

 ·可以立刻得到好康 

 ·不用擔心隱私外洩 

 ·走出店門可以立刻封鎖 



 



 



·創造不會被封鎖的價值 

·保持人味 

·發送實用好內容 

·發送頻率和時間要注意 



 





 



·建立好感與信任感 

·有問必答 

·你給的優惠真的吸引人？ 

·掌握Line傳播的即時性 



 



 現代人可以不看電視， 

 可以不開電腦，但一 

 定會看手機。尤其是 

 手機上紅字的未讀訊 

 息，更是致命的吸引 

 力—主動出擊和客戶 

 保持連結。 



 



即時通訊行銷是… 

企業和客戶透過手機建立連結，經 

由不斷進行訊息互動，增加黏著度 

及信任感，獲得品牌影響力和業績 

提昇的行銷行為。 



 



Line@最重要的增粉利器… 

QRCode二維條碼 



 



 



對台灣店家來說 

QRCode只是一個 

代表公司很潮的裝飾品… 



因為絕大部份的台灣人， 

連怎麼掃描QRCode都有困難… 



潛在客戶掃碼的 

三大理由 



 1. 好奇的人 



 1. 好奇的人 
 



 2. 好奇的秘密 



 2. 好奇的秘密 



 3. 好奇的載體 



 3. 好奇的載體 



 3. 好奇的載體 



 3. 好奇的載體 



 3. 好奇的載體 



 4. 好奇的外觀 



 4. 好奇的外觀 



 4. 好奇的外觀 



 用0.5公分寬的竹 

 篾編織而成，用 

 智慧型手機一掃 

 描，就能知道店 

 家資訊。 



 



 2. 主動出擊 

 一掃一禮 



 3. 可立刻使用的優惠 



 3. 可立刻使用的優惠 
 



 



·永遠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來思考 

·在服務客戶過程的所有必要接
觸點儘可能投放二維碼 





·戶外廣告 

·商品陳列區 

·商品包裝 

·展覽活動 



 一定要大 



 



 一定要明顯 



 



 包裝表面，吊牌 ，產品說明書，大小至少 

 占包裝的1/3！！ 



 200萬人次＊10盒＊10顆＝2億顆／年 



 有助於找到特定對象粉絲 



 



無論放那裡，都必需要 

有掃碼理由 



 





1. 精準又清楚的簡介 

2. 有人味的問候語 

3. 粉絲不該封鎖這個帳號的理由 

4. 服務時間 

5. 關鍵字自動回覆內容 

6. 其他超連結 



 ·歡迎詞有人味 

 ·一對一即時問答互動有人味 

 ·自動回覆內容有人味 

 ·群發的訊息有人味 



 只能放優惠和商品廣告？ 



·專業性 

·娛樂性 

·互動性 



 



 ·對銀髮族文化、語言的熟悉 

 ·透過原本人際網路，擴散效果佳，容易增加粉絲 

 ·Line@操作簡單好上手，門檻低 

 ·員工甚至不需進辦公室就可以經營維護 

 ·有耐心，可以和粉絲做深度一對一的互動， 

 增加人情味與成交率 



 社群行銷=網路上做生意？ 

 錯！！！！ 



生意只是 

副作用而已～ 



1. Line@成交的關鍵是要和粉
絲多多使用什麼功能？ 

 

2. Qrcode不論放那裡，都不能
忘記放上？ 



文案撰寫應注意事項 
• 化妝品得宣稱詞句例示及不適當宣稱詞句
列舉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762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762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762


 *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Q&A 
• 宅經濟萬歲： 
拍商家課稅標準
有異 三大類型說
仔細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web/ETW118W/CON/679/5107390151415478714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web/ETW118W/CON/679/5107390151415478714
https://www.moneydj.com/tax/content.djhtm?a=03-06
https://www.moneydj.com/tax/content.djhtm?a=03-06
https://www.moneydj.com/tax/content.djhtm?a=03-06
https://www.moneydj.com/tax/content.djhtm?a=03-06
https://www.moneydj.com/tax/content.djhtm?a=03-06
https://www.moneydj.com/tax/content.djhtm?a=03-06
https://www.moneydj.com/tax/content.djhtm?a=03-0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10/2287334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5901


 



店家需熟悉社群行銷工具 

• Facebook- 個人 / 粉絲團 / 社團 
• line@---群發訊息 
• 如何讓客戶找到你 
• 關鍵字 
• 搜尋 
• 付費流量 
• 免費流量  1     2  

 
 

https://www.facebook.com/%E7%9C%BC%E8%A2%8B%E5%95%8F%E9%A1%8C%E8%99%95%E7%90%86%E5%B0%88%E5%AE%B6-1416962765267554/
https://www.facebook.com/iFormosaTaiwan/?fref=ts


Po文技巧 
• FB定位:當成再經營一個<               > 
• PO文策略:增加讚數/留言數/分享數 
                                     <實用/好笑/同興趣> 
• 練習下標 
• Po文時間 
• 條理分明<3-5行為一段> 
• 善用標點符號  語氣詞      貼近粉絲 
• 短網址   新聞 vs  官方網站/部落格 
• 善用附加功能  @    井 
• 與line@串聯   加入網址  vs     id 

 



Google短網址設定與運用 

• https://goo.gl/ 
 

https://goo.gl/


 

https://goo.gl/analytics/goo.gl/4S6VK4/all_time


 

https://goo.gl/analytics/goo.gl/4S6VK4/week


------------------------------------- 

 
• LINE 
• 官方規定1個LINE可 
• 個人(5000人) 
• 群組1000群  x  1群500人=50萬(上限) 
• 10個LINE聯合就可打(  ?  )萬宣傳 



------------------------------------------ 

• facebook 
• 官方定1個facebook可 
• 個人好友(5000人) 
• 被追蹤好友人數(無上限) 
• 10個facebook 聯合(      ?     ) 



4. 從導購 行銷 到 產品成交 收款 
的步驟 拆解  分析說明 

 





 



 





 



 



 

https://www.facebook.com/%E7%9C%BC%E8%A2%8B%E5%95%8F%E9%A1%8C%E8%99%95%E7%90%86%E5%B0%88%E5%AE%B6-1416962765267554/


 

LINE
這樣用 

•據最新調查，即時通訊軟體已成為廣泛大眾最常使用
的溝通軟體，Email、簡訊與打電話3樣加起來都還沒
有他的多。 

•全球1,700位企業CEO一致認為，5年內社群媒體將取
代大部分的傳統媒體，成為面對面之外，第二熱門的
接觸客戶方式。 

•指尖溝通時代來臨～業績、效率三級跳，您不可不用
的發燒行銷工具。 



 
 不可不知道的秘密 

 
 2014年1月LINE公司公布最新數字，臺灣用戶數已超過1,700

萬，居全球第5大使用者（前4名分別為日北、泰國、印尼、印度）。 
 

 根據「2014年新職場溝通術大調查」發現：即時通訊軟體佔
溝通比率達72.8％。 
 

 社群網站和即時通訊科技的普及，已經深深滲透到大家的生活節
奏。 

指尖下的溝通浪潮 



 

LINE我成為好幫手 

LINE 的開發商是日本的 NHN Japan，集
團網站的流量目前世界排名第16名，在
日本搜尋引擎的排名部分，也僅次於
Google、Yahoo等，排名第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MRTKiDVL0&feature=youtu.be 



 

有LINE真便利 

LINE獨有的優勢：  

1.基於智慧手機而非PC  

2.採用封閉方式而非開放方式  

3.以真實的人際關係為基礎  

4.注重之前的朋友關係  

5.是一種聯絡感情的通信方式 



使用工具        運用流程 



1 Po動態 

2 LINE@ 

3 加入
LINE@ 

4 文宣 

5 詢問 6 物流 

7 金流 

8 售後服務 

9 忠誠客戶 



群組 



貼文 





貼文 



LINE@ 



文宣 



 

客戶詢問內容 



 

客戶詢問內容 



客戶詢問內容 



客戶詢問內容 



 
客戶詢問內容 



 

客戶詢問內容 



購買信號 



確認訂單 



 

再次確認訂單 



物流 



確認寄出 



金流 



如何引朋入室 







Po動態 

LINE@ 

加入
LINE@ 

文宣 

詢問 物流 

金流 

售後服務 

忠誠客戶 

 
 
 



 



教學目標說明
學習如何運用互動設計的理論與方法，來設計移動裝置介面

1

APP互動設計



課程重點整理

2

建議與結語

什麼是APP互動設計？

好的互動設計

研發創意與展開



什麼是APP互動設計？

3



APP與互動設計

4



互動的類型

人

機器系統

5



參考資料來源：DESIGNING FOR INTERACTION

6



好的互動設計
回饋：友善的回饋反應

值得信賴：系統穩定度、信任感

聰明、反應靈敏：避免使用者出錯或感到不耐煩

細緻：魔鬼藏在細節裡

有趣：增加使用機會與黏著度

愉悅：讓使用者在流暢的操作過程中完成目標

7



開發APP重要階段

8

想法

開發

行銷

營運



研發創意與展開

9



NICE 方法學

10

NICE

NICE(Needs-Implementation-Competition-Expectation)

創新研究方法學



建議與結語

11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愈多人用，並且具備黏著度，才是重點



課程總結與重點回顧

12

APP與互動設計

好的互動設計元素

開發APP重要階段

透過NICE方法將研發創意與展開



13



WebDuino在物
聯網之實務操作 

神奕科技 提供 



• 什麼是Webduino? 

• Webduino能做什麼? 

• What’s 物聯網? 

• 物聯網帶給我們什麼? 

• Webduino套件介紹 

• 基礎電路學 

• 課程實作 

 

 



什麼是Webduin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rduino


Webduino能做什麼? 
 



What’s 物聯網?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縮寫IOT） 
• 物聯網（英語：Internet of Things，縮寫IoT）是網際網路、傳統電信

網等資訊承載體，讓所有能行使獨立功能的普通物體實作互聯互通的
網路。[1]物聯網一般為無線網，而由於每個人周圍的裝置可以達到一
千至五千個，所以物聯網可能要包含500兆至一千兆個物體。在物聯
網上，每個人都可以應用電子標籤將真實的物體上網聯結，在物聯網
上都可以查出它們的具體位置。通過物聯網可以用中心電腦對機器、
裝置、人員進行集中管理、控制，也可以對家庭裝置、汽車進行遙控，
以及搜尋位置、防止物品被盜等，類似自動化操控系統，同時透過收
集這些小事的資料，最後可以聚整合大數據，包含重新設計道路以減
少車禍、都市更新、災害預測與犯罪防治、流行病控制等等社會的重
大改變。 

• 物聯網將現實世界數位化，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物聯網拉近分散的資
訊，統整物與物的數位資訊，物聯網的應用領域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運輸和物流領域、健康醫療領域範圍、智慧環境（家庭、辦公、工廠）
領域、個人和社會領域等，[2]具有十分廣闊的市場和應用前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8%81%94%E7%B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81%94%E7%BD%91#cite_note-intro-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E%E5%A4%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4%E9%A2%91%E8%AF%86%E5%8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E%E5%A4%8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E5%91%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A1%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7%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BD%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9%E6%8E%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5%B8%E6%93%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97%E5%8C%96%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81%94%E7%BD%91#cite_note-The_Internet_of_Things:_A_survey-2


物聯網帶給我們什麼? 

 

 

 

• 影片一這就物聯網 

• 影片二-未來生活 

• 影片三-物聯網的商機 

• 影片四-物聯網的應用 

• 影片五-物聯網應用2 

https://youtu.be/RXAvk5p6GJM
https://youtu.be/RXAvk5p6GJM
https://youtu.be/RXAvk5p6GJM
https://youtu.be/RXAvk5p6GJ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BNS_Yoc8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40IGRkS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KSiKQxTX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KSiKQxTX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6H-UqJIoM


Webduino介紹 

 

 

 

•背景調查 
 

 

 



知道Arduino的請舉手 

 



會寫HTML的請舉手 

 



會寫Javascript的請舉手 

 



會寫CSS請舉手 

 



 
 
 
 
 
 
 
 
 
 
 
 
 
 
 

Webduino 與 Arduino 的差異 

 



Webduino介紹 

•  Webduino = WebComponents + Arduino   



Webduino介紹 

 

Internet 

遠端用瀏覽器
控制小威 



基礎 HTML 



<head> 
</head> 

<body> 
</body> 

<html> 
</html> 

HTML 的架構 



id 與 class 

都沒有：男人、女人 
 

id: 身分證字號 
( 不會有人和你重複 ) 

 
class: 類別、名字、暱稱 

( 可以重複 )  



<body> 
 
    威士忌酒 
 
</body> 

文字 



<h1>威士忌酒</h1> 

<h2>威士忌酒</h2> 

<h3>威士忌酒</h3> 

<h4>威士忌酒</h4> 

<h5>威士忌酒</h5> 

<h6>威士忌酒</h6> 



<body> 
 
   <img src=”圖片網址”> 
 
</body> 

http://vignette3.wikia.nocookie.net/peanuts/images/7/79/Charlie_Brown_and_Sno
opy.jpg 

圖片 



<div></div> 
 
<div></div> 

區塊 block 



 HTML 教學網站 
http://www.w3school.com.cn/html/ 

http://www.w3school.com.cn/html/
http://www.w3school.com.cn/html/


基礎 CSS 



#FFFFFF 

顏色 



http://www.ifreesite.com/color/ 

顏色 

色碼對照表 

16 進位的顏色色碼 
255 = FF 

#FF0000 = rgba(255,0,0,0) 

http://www.ifreesite.com/color/
http://www.ifreesite.com/color/


背景色 

body{ 
 background: 
#000000; 
} 



背景色 

body{ 
 background: 
#000000; 
} 

衣服 #FF0000 



背景色 

body{ 
 background: #FFFFFF; 
} 



背景色 

body{ 
 background: #0000FF; 
} 



背景色 

body{ 
 background: #FFFF00; 
} 



body{ 
 color: #FF0000; 
} 

body{ 
 color: #FFFFFF; 
} 

文字顏色 

body{ 
 color: #FFFF00; 
} 

body{ 
 color: #00FFFF; 
} 



body{ 
 font-size:12px; 
} 

文字大小 

body{ 
 font-size:36px; 
} 



body{ 
 font-
weight:normal; 
} 

文字粗細 

body{ 
 font-weight:bold; 
} 



尺寸 

width:300px; 
height:100px; 

width:100px; 
height:100px; 



邊框 

border-style:solid; 
border-color:#FFFFFF; 
border-width:2px; 

border-style:solid; 
border-color:#FFFFFF; 
border-width:12px; 



邊界 



 CSS 教學網站 
http://www.w3school.com.cn/css/ 

http://www.w3school.com.cn/css/
http://www.w3school.com.cn/css/


基礎電子學 



「麵包板」是啥? 

•  因為麵包板可以重複使用於測試電路設計與元件，即插即
用，因為便利性高，就像麵包一樣可以馬上吃般便利，故
取名麵包版 ( breadboard ) 
 



「麵包板」是啥? 

 
接了之後整行 
互通 

接了之後整行 
互通 

從中間分開彼此不互通 

每一列彼此不互通 



問題 1. 燈泡接在哪裡才會亮？ 

 

接地 

正電 

Ａ 

Ｃ 

Ｂ 



問題 2. 燈泡接在哪裡才會亮？ 

 

正電 
接地 

Ａ 

Ｂ 

Ｃ 



什麼是「電阻」？  

• 阻礙電流流動的因素叫「電阻」，單位是「歐姆」。 

– 假如電流是水流，電阻就像河裡的石頭或細小的渠道，可以阻礙電流流
動，因此，電阻可以降低和分散電子元件所承受的電壓與電流，避免元
件損壞 

– 「短路」指的是一段電路間的電阻為 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LAunryCu9c


這個電阻是多少歐姆 

• 查詢網址 

• 第一條色環：阻值的第一位數字； 
 第二條色環：阻值的第二位數字； 
 第三條色環：10的冪數； 
 第四條色環：誤差值。(通常為5-10%) 

  1.6K  歐姆 

http://www.digikey.tw/zh/resources/conversion-calculators/conversion-calculator-resistor-color-code-4-band


歐姆定律 

• 電壓 (V) = 電流(I) x 電阻(R) 

• 當電阻為 0，則電流會非常大，導致線路毀損 

 



線材種類 vs 電阻 

多蕊 單芯 



什麼是「電容」？  

 「電容」就是指電的容器，單位是「法拉」，數值越大，

表示儲存的電荷容量越大。 

 

 電容就像蓄水池或水庫，除了儲水，更有調節水量的功能，

當直流電或訊號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就會出現干擾的波動，

這些波動可能會造成某些元件或整個電路無法正常運作，

例如瞬間有比較大量的電流湧入，通過電容之後就可以繼

續保持穩定輸出，就像洩洪池的原理一樣。 

 

 

 



• 電路不穩定或有瑕疵的電解電容，往往因為電解液受
熱產生的氫氣，產生「電容爆漿」 



基礎電子學 

 

電流 

電阻 



Webduino實作 

 

清點器材 
 



單色 LED x2 三色 LED x1 



超音波傳感器 x1 按鈕 x1    電阻 x1 



步進馬達 x1 馬達驅動電路板 x1 



電線 x12 杜邦接線 x2 



電池盒 x1 三號電池 x4 



工具盒 x1 麵包板 x1 



Webduino 開發板 ( 小威 ) x1 



小威 = 專用電路板 + Arduino Pro Mini + esp8266 

專用電路板 Arduino Pro Mini esp 8266 小威 

紅色位置接紅色
位置 



Webduino實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zpAK_0f2I


Webduino實作 

 將按鈕扳動至下圖的位置 ( 左側 ) 

就可以開始進行初始化設定。 接電源啟動 

STEP 1 STEP 2 



 

Webduino實作 STEP 3 STEP 4 

使用電腦或行動裝置 

 wifi 搜尋名稱 

連線指定裝置 

( 需輸入卡片上的裝置密碼 ) 

鍵入 http://192.168.4.1 

進入上網設定頁面 

( 此處的 SSID 為 AP 的，不是小威的，別混淆喔 ) 

 

ssid:webduino.io  /  password:webduino 



 輸入 AP 的 SSID 以及密碼 

按下 submit 後出現 Save OK 

表示小威設定成功 

此時就可以移除電源，將按鈕扳到右側 

 
重新接上電源 

小威的紅色 LED 燈熄滅，表示連線成功 

Webduino實作 STEP 5 STEP 6 



Webduino實作 

• 輸入網址或拍QRCode 

• 輸入 Device ID，確認小威是否成功上網 

• http://webduino.io/device.html 

 

http://webduino.io/device.html
http://webduino.io/device.html


Webduino實作 

• 雲端編輯器 

–  http://jsbin.com 

 

• 匯入程式庫   

– <script src="http://webduinoio.github.io/webduino-
blockly/webduino-blockly.js"></script> 

– <script 
src="https://webduino.io/components/webduino-
js/dist/webduino-all.min.js"></script> 

 

http://jsbin.com/
http://jsbin.com/


Webduino實作 

• Javascript起手式   

– boardReady('3Bv2',function(board){  

                       程式內容 
      } 

   ); 

 



點亮人生第一顆 LED 燈 

  

http://goo.gl/BHkQHc


腳位接法 

  
將 LED 的長腳接在 10 
的位置， 
短腳接在 GND 的位置， 
接完 LED 之後接上電
源。 



<head> 

<script 

src="https://webduino.io/components/

webduino-js/dist/webduino-

all.min.js"></script> 

  <script 

src="https://webduinoio.github.io/web

duino-blockly/webduino-

blockly.js"></script> 

</head> 

開發版連接 LED 的 HTML寫法 



 led=getLed(board,10); 

開發版連接 LED 的 JavaScript寫法 



修改程式碼  

改成小威的 
device 名稱 

 
http://goo.gl/BHkQHc 

http://goo.gl/BHkQHc
http://goo.gl/stU8GM


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LED</title> 

  <script 

src="http://webduino.io/components/webcomponentsjs/webcomponents.js"></s

cript> 

  <link rel='import' href='http://webduino.io/components/webduino/web-

arduino.html' /> 

  <link rel='import' href='http://webduino.io/components/webduino/wa-led.html' 

/> 
</head> 

 

<body> 

</body> 

</html> 
 



var led; 

 boardReady('3Bv2', function 

(board) { 

           led = getLed(board, 10); 

led.on();  

}); 

Javascript 

試試看 

http://jsbin.com/?html,css,js,output
http://jsbin.com/?html,css,js,output


點選網頁圖片開關 LED 燈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maximum-scale=1, user-scalable=no"> 

  <title>Webduino Blockly - 點亮第一顆 LED</title> 

  

     <script src="http://webduino.io/components/webduino-

js/dist/webduino-all.min.js"></script> 

     <script src="http://webduinoio.github.io/webduino-blockly/webduino-

blockly.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light" class="off"> 

      <img src="http://i.imgur.com/T5H4MHE.png" > 

      <img src="http://i.imgur.com/8qFj2Ou.png" > 

      </div> 

</body> 



#light img{ 

  width:60%; 

  display:none; 

} 

#light.off img:first-child{ 

  display:inline-block; 

} 

#light.on img:last-child{ 

  display:inline-block; 

} 

 

 

CSS 



Javascript  
 
 
var led; 
var fig; 
boardReady('3Bv2', function (board) { 
      led = getLed(board, 10); 
     led.off(); 
     fig=document.getElementById("light"); 
    fig.addEventListener('click',checkLight); 
}); 
function checkLight() 
  { 
    if (fig.getAttribute("class")=="on") { 
      led.off(); 
      fig.setAttribute("class","off"); 
    }   
    else{ 
       led.on(); 
      fig.setAttribute("class","on"); 
         } 
      } 
  

試試看 

http://jsbin.com/fojegefiru/edit?html,js,output
http://jsbin.com/?html,css,js,output


控制兩顆 LED 燈 

  



腳位接法 

  將 LED 的接在 10 和 
11， 
短腳共用 GND 的位置， 
接完 LED 之後接上電
源。 



修改程式碼  

 
http://goo.gl/A974tI 

改成小威的 
device 名稱 

http://goo.gl/A974tI
http://goo.gl/W7lFNK


• <html><head> 

•   <meta charset="utf-8">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 maximum-scale=1, user-scalable=no"> 

•   <title>Webduino Blockly - 控制兩顆 LED 燈</title> 

•   <!-- webduino --> 

•  <script src="http://webduino.io/components/webduino-js/dist/webduino-all.min.js"></script> 

•   <script src="http://webduinoio.github.io/webduino-blockly/webduino-blockly.js"></script>></head> 

• <body> 

•   <div id="light1" class="off"> 

•     <img src="http://i.imgur.com/T5H4MHE.png"> 

•     <img src="http://i.imgur.com/8qFj2Ou.png"> 

•   </div> 

•   <div id="light2" class="off"> 

•     <img src="http://i.imgur.com/T5H4MHE.png"> 

•     <img src="http://i.imgur.com/8qFj2Ou.png"> 

•   </div> </body></html> 



CSS 

• #light1, 

• #light2 { 

•   width: 40%; 

•   display: inline-block; 

•   margin: 0 5px; 

• } 

 

• #light1 img, 

• #light2 img { 

•   width: 60%; 

•   display: none; 

• } 

 

• #light1.off img:first-child, 

• #light2.off img:first-child { 

•   display: inline-block; 

• } 

 

• #light1.on img:last-child, 

• #light2.on img:last-child { 

•   display: inline-block; 

• } 



Javascript 
• var led1; 

• var led2; 

• var fig1,fig2; 

• boardReady('3Bv2', function (board) { 

•   board.samplingInterval = 20; 

•   led1 = getLed(board, 10); 

•   led2 = getLed(board, 11); 

•   led1.off(); 

•   led2.off(); 

• fig1=document.getElementById("light1"); 

• fig2=document.getElementById("light2"); 

•   fig1.setAttribute("class","off"); 

•   fig2.setAttribute("class","off");    
fig1.addEventListener("click",checkLed1);  
fig2.addEventListener("click",checkLed2);  

•  }); 

 

 function checkLed2(){ 
      if (fig2.getAttribute("class")=="on") { 
         fig2.setAttribute("class","off"); 
         led2.off(); 
        } 
      else         {    
        fig2.setAttribute("class","on"); 
        led2.on(); 
       } 
 } 
function checkLed1(){ 
    
       if(fig1.getAttribute("class")=='on'){ 
        fig1.setAttribute("class","off"); 
        led1.off(); 
      } 
     else { 
       fig1.setAttribute("class","on"); 
      led1.on(); 
     } 
  }  



有沒有更方便的捷徑? 



Webduino Blockly 在哪裡? 



Webduino Blockly 

• 拖拉產生程式碼 

• 隨點及用 

• 快速、簡易上手 

• 目前免費使用 



人體紅外線傳感器 

• 人體紅外線偵測傳感器 ( PIR ) 可以偵測紅外線的反應變
化，當接收到人體發射的紅外線，就會觸發相對應的動
作，這個範例利用 Webduino，在人體紅外線傳感器接
收到訊號時，觸發網頁的燈泡亮起，同時也讓 LED 燈發
光。 



接線圖: 



• 實際接線圖: 

 

 



• 操作邏輯 

 



超音波傳感器 

• 超音波傳感器顧名思義就是會發送超音波，藉由超音波
碰撞到物體之後反射回來的時間差，就可以計算超音波
傳感器與相對應物體之間的距離，在這個範例裡頭使用
的超音波傳感器 HC-SR04 上頭有兩個類似喇叭的裝置，
其中一個是 Trig，負責發送超音波，另外一個是 Echo，
負責接收反射回來的超音波，最後會得到一個單位為
「公分」的數值，就是超音波傳感器與待測物體之間的
距離，不過因為超音波有指向性，如果今天受測的物體
是傾斜的，超音波可能就會被反彈到別的地方，或是今
天待測物會吸收聲波，可能測出來的距離就會有不準確
的情形發生。 



• 接線圖: 

 



• 操作邏輯: 

 



溫溼度感應器 

• 溫濕度傳感器是接收外界環境變數最基本的傳感器，透
過溫濕度傳感器，可以準確的偵測溫度與溼度的即時變
化 

• 注意: 

 



• 接線圖: 

 



• 操作邏輯: 

 



來吧!體驗看看 

 



使用者經驗設計概論
楊珮菁 Yang, Pei-Ching

yang.peiching@healthife.com



什麼是UX？



使用者要從販賣機
買一罐可樂，

一共需要幾個步驟？



答案A

1. 投錢

2. 按下按鈕

3. 拿出可樂



答案B

1. 先看要多少錢

2. 掏錢

3. 找到投幣的地方

4. 投入零錢

5. 找到可樂的按鈕

6. 按下

7. 找到可樂的出口

8. 拿出可樂



“
Putting yourself in one's shoes.

當設計者能夠設身處地地替使用者
著想時，設計出來的網站就
愈能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
凡事皆有使用者體驗，你的任務不是要
創造使用者體驗，而是要讓「它」變好。

-UX從新手開始



所謂「好」的
使用者體驗是什麼？





“
UX設計師的目標

是讓使用者有效地完成工作。

-UX從新手開始



UI與UX的差異？



“
UI是你看到什麼；

UX是你為什麼看到它。

-UX從新手開始



資料來源：conversion lab



資料來源：conversion lab



什麼是體驗/經驗？



體驗/經驗

➤ 使用者感覺到什麼？

➤ 使用者想要什麼？

➤ 使用者在想什麼？

➤ 使用者相信什麼？

➤ 使用者記住什麼？

➤ 使用者不瞭解什麼？



即時油價APP



油價一點通
圖片來源：App store



使用者研究



什麼是使用者研究？



圖片來源：網路新聞



“
UX的鐵則之一是「切勿責怪使用者」

-UX從新手開始



與人有關的研究中，主要可獲得：

➤ 主觀的資訊

觀點、記憶，或是對某個東西的印象。

它給你的感覺、產生的期待，並不是事實。

➤ 客觀的資訊

代表著一項事實。

可以量測與統計的形式呈現



如何問問題？



問題的類型

➤ 開發式問題

➤ 引導式問題

➤ 封閉/直接的問題



方法

➤ 觀察：如何選擇，非選了什麼

➤ 訪談

➤ 焦點小組

➤ 問卷調查

➤ 卡片分類法

➤ Google



請兩位同學成1小組，
進行手機使用觀察。



分享時間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s!



使用者經驗設計流程
楊珮菁 Yang, Pei-Ching

yang.peiching@healthife.com



“
邁向設計真實解決方案的第一步是

處理事物的一般化結構。

-UX從新手開始



什麼是資訊架構？



➤ 把所有的資訊給組織分類好

➤ 好的資訊架構可以幫助使用者快速找到他要的內容

➤ 資訊的架構決定了網站組織資訊的方式、設計的結構與標籤歸
類..等

➤ 透過繪製網站地圖來處理

➤ 深或平，魚與熊掌



為何需要資訊架構？



“
需要瞭解使用者如何尋找資訊，

以及資訊該如何架構，

以期可幫助使用者更容易達成目標。



資訊架構的類型

➤ 分類

➤ 任務

➤ 搜尋

➤ 時間

➤ 人



分類：人、任務、主題⋯



搜尋、時間、地理位置



設計階段流程

1. User Story

2. Functional Map

3. Flow Chart

4. UI Flow

5. Wireframe

6. Mockup

7. Prototype



何謂使用者故事？



google.com的基本使用者故事

http://google.com


牛刀小試：
訂飲料
使用者故事



功能圖



http://mei-ui-designer.blogspot.tw/2015/07/APP-Planning.html

http://mei-ui-designer.blogspot.tw/2015/07/APP-Planning.html


流程圖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276159-flow-chart-and-ui-flow/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276159-flow-chart-and-ui-flow/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276159-flow-chart-and-ui-flow/

https://blog.akanelee.me/posts/276159-flow-chart-and-ui-flow/


操作流程圖



http://mei-ui-designer.blogspot.tw/2015/07/APP-Planning.html

http://mei-ui-designer.blogspot.tw/2015/07/APP-Planning.html


http://mei-ui-designer.blogspot.tw/2015/07/APP-Planning.html

http://mei-ui-designer.blogspot.tw/2015/07/APP-Planning.html


線框圖



1. 參考來源：http://ppt.cc/ubXXI

http://ppt.cc/ubXXI


視覺稿與雛形



http://zippypixels.com/product/mockups/perspective/free-iphone-perspective-app-screen-mockup/

http://zippypixels.com/product/mockups/perspective/free-iphone-perspective-app-screen-mockup/


“
Mockup 和 Prototype 最大的差別

就是一個會動、一個不能動。



牛刀小試：
訂飲料



APP規劃書

行動數位內容與創新商務應用設
計



 市集APP:名稱、下載次數、更新版本與頻率,,,,

 有何功能?

 與4G有何關聯?

 有何改良之處? UI/UX

 APP之規劃: 包括內容功能頁面 ,icon,,,,



4G行動應用匯集國內4G服務相關業者，整合發展

 1. 推動中小企業4G行動商務應用服務計畫

 2.【雲端運算】雲端的未來應用。

 3. 雲端科技2020

 4. 《雲端的擁抱》Embracing Clouds

 5. 影音應用，結合VR?

雲端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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