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t11

一、設計面向：與UI/UX有關的學門

二、資訊面向：與UI/UX有關的學門

三、商業與心理學面向：與UI/UX有關的學門

與UI/UX有關的領域



一、設計面向：與UI/UX有關的學門

1.視覺傳達設計(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2.工業設計(Industrial Design)

3.插畫設計(Illustration Design)

4.動畫設計(Animation Design)

5.信息設計(Information Design)

6.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



1.視覺傳達設計(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1)透過二度空間來呈現相關影像，包括字型、留白、配色。

(2)UI/UX的核心理念，也是使用者體驗的第一線。



2.工業設計(Industrial Design)

(1)以工學、美學、經濟學為基礎的設計學門

(2)近期演變：加入用戶參與



3.插畫設計(Illustration Design)
(1)許多網站運用插畫來進行整個網站的視覺包裝

(2)前端工程師最常和插畫師溝通的項目：「切板」的畫面設計

＊切板：例如每個插圖畫面所需的長寬比、手繪icon所需的比例與解析度



4.動畫設計(Animation Design)

(1)早期常大量採用Flash技術；近年吹起以HTML5動畫為主的網頁設計風潮

(2)利用動畫引導使用者瀏覽網頁

例：七點半的太空人官網

http://first-launch.com/


5.信息設計(Information Design)

(1)傳統的信息設計:類似機場或車站的大量導覽標誌設計

(2)成功達成引導的作用

(3)將所有網頁系統資訊整理消化之後，轉化變成一個適合人類閱讀的索引

結構



6.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

(1)適當加入一些互動到網頁上，能有效地

引導使用者進行期待的操作

(2)不只是視覺的互動，也是情感的互動

舉例：HappyFuncorp

http://happyfuncorp.com/


二、資訊面向：與UI/UX有關的學門
1.計算機自動設計(Computer-Automated Design, CAutoD)

－又稱CAD，泛指一些產品設計的3D製模技術

2.軟體設計(Software Design)

－目的：將程式建立出來

－和網頁設計學門相輔相乘

3.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

－是一個大集合，各種大小系統都屬於此類別，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網頁系統設計」

4.網頁設計(Web design)

－區分為「網頁後端」及「網頁前端」兩大類別

－前端工程師必須負責建置出設計師所規劃的介面與互動

5.人機介面設計(Interface design)

－主要探討機器（Machine）與人類（Human）之間的互動介面



三、商業與心理學面向與UI/UX有關的學門
商業與心理學主要探討人類的行為，如同UI/UX的最終目標：在理解使用者的期待下，提

供最好的服務

1.UCD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User Center Design)

(1)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從真正的使用者需求、限制並評估設計界面或文件的每個過程

(2)一個多階段的解決問題方法，不只分析使用者需求，也預測使用者如何使用服務

2.廣告設計(Advertisement Design)

若制訂UI/UX規格的負責人能熟知廣告設計的一些技巧，就可知道放哪些文案最能夠符合使用者期

待，也提升服務的使用性

3.通用設計(Universal dsign)

(1)指無須改良就能被所有人使用的產品

(2)更直覺的方案，是產品能被身心障礙者所使用



Unit12 
淺談UI排版技巧

好的排版可以讓使用者在瀏覽過程中感

受順暢無阻礙，排版出問題會讓使用者

迷失在複雜的介面中



一、參考標準排版框架

框架：指市場上常見的網頁呈現方式

UT Tiles

提供設計師直接套用的Web Wireframe

模板，提供ai與photoshop設計原始檔

http://pixelbuddha.net/ui-tiles/


二、參考對齊框架

1.善用隱形線：讓區塊與區塊之間，段落文字與段落文字之間的邊界能夠盡

量對齊。

2.網頁Grid system：藉由固定的格子，來提供標準的版面切割。



三、留白設計

1.減少閱讀壓力：突顯重點、營造畫面平衡感、減少看畫面承受的壓力

2.可提升易讀性：文字或圖片過於擁擠會影響閱讀的舒適度

3.可提升質感：高級品牌網站常使用大塊留白

4.可彰顯主題文字：襯托主角文字的重要性

5.可分割訊息群組：文字資訊量過多時，適當的分組能幫助使用者更快地吸收訊息



四、排版上的特殊狀況

1.注意長數字：給予長數字額外的長度規劃，避免出現跑版現象

2.段落高度不一致：整體高度同步，避免內文長短不同影響到版面

3.留意國際差異：國際語言呈現的差異－長短不一、靠左或靠右



Unit13 
關於文字與字型

語句是否能快速被使用者理解，與文

字和字型設計有很大的關係。



一、字型基本認識

不同的字型會給人不同感受，不同人看也會有不同解讀。但只要能掌握大

方向，通常可以達到設計者期望的效果。



1.中文的字型個性
字型感受 個性描寫 中文字型

端莊秀麗
線條流暢、優美清新，給人柔美之感，受女性偏好，常
用於化妝品、服裝、女性市場文案、女性服務業

鋼筆體、少女體

大方現代
奢華簡約、不追求過度設計、反璞歸真，用字型原本的
線條勾勒出高級感。適用文章標題、現代化的設計

中黑體

簡潔爽朗
簡潔爽朗的舒適感、較無特別個性表現，適用文章內文，
以襯托其他內容

細黑、細圓、明體、宋體、仿宋
體等細線條字型

深沉厚重
造型工整、衝擊力強、陽剛與嚴肅，適用機械、科技、
男性等主題

粗黑、粗圓等粗線條字體

樸實親近
廉價與親切的感受，常見於大賣場、超市、菜市場、居
家環境的設計

POP體

歡快輕盈
生動活潑、鮮明的節奏韻律感、色彩豐富明快，適用於
兒童用品、運動休閒、時尚產品

少女體、廣告體、海報體、綜藝
體

蒼勁古樸
飽含古時之風韻、樸素無華、懷舊感、蒼風勁勁、對過
去時光的回味體驗，適用傳統產品、傳統藝品

標楷體、隸書體、魏碑體、金文
體、古印體、新篆體、行書體

新穎獨特 造型奇妙，適用新產品的整體形象設計 童童體、布丁體、自製字型



2.英文字型的選用
描寫 適用情況

Bold（粗體） 標題字型

Italic（斜體） 引用、書摘

Light（細體） 內文

Extra（特級） 文章重點標記

Demi（一半） 文章副標題

Medium（中等） 文章副標題

Black（加黑） 段落當中的重點

Condensed（縮小） 書頁底邊的文獻描述

Expanded（擴大） 圖像化思考的文字



3.關於襯線字型與無襯線字型 A襯 A 襯

項目 襯線字體(Serif) 無襯線字體(Sans)

辨識度 較易辨識，易讀性高 較顯目

適用使用地方 內文 標題

強調文字 強調一個完整的word 強調個別字元

常見英文字體 Times New Roman Arial

常見中文字體 宋體 黑體、圓體



4.使用自行設計字型

樹立獨一無二的閱讀經驗，對建立企業與產品

的視別度有幫助

Illustrator:設計點陣圖，需從色塊的角度切入

Photoshop:設計向量圖，需從線條的方式來思

考字型的曲線



二、文字使用技巧

1.避免在同個畫面中使用過多的字型:過多字型(三種以上)易造成閱讀過程錯亂

2.避免全部使用大寫:無法突顯重點

3.如何快速找到適合的字型:使用Moo0 FontViewer快速瀏覽字型

4.控制字距與行距:設計不良會導致閱讀困難



三、網頁字型使用技巧

1.使用圖片：只在特別的地方使用特殊字型，可直接以圖片呈現。因會造成更大流量，因
此適合小型網站。

2.CSS sprite技巧：將網站常用的圖片存成單一張圖檔，代表當有人瀏覽網頁時只需請主機

傳輸一次圖檔的內容

3.查詢目前網頁使用的字型：看到喜歡的字型時，用瀏覽器的即時查詢工具查詢。如：

Chrome-外掛套件WhatFont

4.在網頁中使用特殊的中文字型：英文可在CSS用fontface指定，中文可藉不同的線上服務透

過JavaScript使用特殊字型。如：justfont

中文字體檔案較英文字體檔案大上千百倍，若用CSS載入中文字型檔可能會導致網頁為讀取中文

字整個停擺。該如何解決呢？

http://www.justfont.com/


Unit14 
基本配色技巧

一、基本色彩學

二、色彩與年齡偏好

三、配色相關網路資源



一、基本色彩學
1.色彩三屬性

(a)明度(Value)：色彩的亮度。

(b)彩度(Chroma)：色彩的鮮豔度與飽和度。

(c)色相(Hue)：紅、黃、綠、藍、紫等純色的總稱。

2.色相環

正對面為互補色，色彩對比最強烈；相鄰為類似色，呈
現調和之感受。



二、色彩與年齡偏好

1.兒童時期的色彩偏好：鮮豔的顏色，簡單、好理解、強烈而刺激

2.青少年時期的色彩偏好：鮮豔且精彩的顏色與線條

3.年長人們的色彩偏好：暗色系，安靜、低調



Unit15 
色彩的應用技巧

一、色彩的情緒

二、色彩數量與比例的選擇

三、用色彩引導視線流動

四、色彩與感覺



一、色彩的情緒
顏色與表情對應整理表（一）

表情 說明 對應顏色

質感 現代、想擁有 白色、銀色、無色、黑色

可愛 可愛、天真 亮粉紅色、奶油色

輕快 輕鬆、快活 原色、黃色、橙色

清爽 輕鬆、舒爽 原色、藍色、綠色

莊重 穩重、沉著 深藍色、深咖啡色、深橄欖色

安全 安心、信任 綠色

少女 柔和、可愛 粉紅色

引人注目 強烈、大膽 紅色



一、色彩的情緒
顏色與表情對應整理表（二）

表情 說明 對應顏色

高級 素雅、漂亮 藍色、紫色

樸素 溫柔、樸素 米色、咖啡色

自然 淡雅、清爽 嫩草色

優美 雅致、優美 玫瑰色、淡紫色

科技 摩登、亮眼 藍色、黑色、銀色

能量 迫不及待 橘色

懸疑 好奇、緊張 黑色、深色、白色、灰色



二、色彩數量與比例的選擇

三色原則：同一個畫面中，最好不要放超過三種顏色。

基本色－做出整體感覺的顏色，大約占70%

輔助色－輔助基本色的顏色，大約占25%

強調色－讓重點突出的顏色，大約占5%



三、用色彩引導視線流動

視線流動原則: (1)從左到右 (2)從上到下



1. Google引導視覺的設計

左方使用不同的顏色區塊，引導使用者視線流動



2.頁尾也是重點區域

頁尾適合擺上重要

資訊或網站選單！



3.瞬間分出勝負的視線流動設計

(1)視線設計最佳順序：左到右、上到下

(2)在較早可以看到的位置讓使用者了解正在進行哪項操作

(3)重要資訊放在能較早被看到的位置

(4)利用背景色塊引導使用者閱讀



四、色彩與感覺

顏色會影響到搭載主體給人的感覺

例一：夏天穿冷色系衣服，冬天穿暖色系衣服

例二：住宅採用明亮的顏色（白色）感覺更寬敞

例三：人們易被紅色的東西吸引，所以緊急按鈕通常做成紅色



Unit16

繪圖軟體有很多種，具備越多
技能當然越吃香，但每個人身
上都有許多繁重的工作，當只
能選擇一個額外的設計技能來
學習的話，非PS莫屬。

Photoshop與

製圖觀念



一、Photoshop使用時機

若團隊分工較明，會有專門的設計師負責出圖，

然而，若自己有基本修圖能力，能夠減少部分溝

通的工作，讓專案推進的更快速。



1.透過Photoshop能夠優化Mock up、Prototype

在做Mockup或是Prototype這些介面設計的過程中，有時需要補

足想說的故事而有調整圖像的需求，這時可用PS來調整。



二、Photoshop知識：常用檔案格式
格式名稱 說明

PSD PS原生格式，可儲存Layer、Channel、影像模式、特效設定、文字之類等設定

PNG 網站常用的圖檔格式，檔案小、可從透明資訊、方便使用於數位環境

JPEG(JPG)
把圖檔壓縮的小、適用網頁的環境、可加速網頁載入。

*具破壞性與減損性的圖檔格式，也會將部分資訊刪除。

EPS 可儲存點陣圖及向量圖，用於平面輸出的完稿製作，如書本或手冊

GIF

一種減色的圖像格式，檔案體積會因減色而縮小，GIF圖檔色彩只支援到256色，

適用表達單純與線條明顯的影像。可同時儲存多個圖像，適合拿來做小型動畫，

可存透明色資訊。

PDF 可同時應用於網路文件傳輸及印刷設定的檔案格式

TIFF 支援全彩模式，完整保存圖檔資訊，常用於平面排版上



二、Photoshop知識：解析度或DPI 

設計界的專有名詞，代表一個圖像的品質。

DPI

指解析度的單位，英文是Dots Per

Inch，數字越高代表越清楚，表示

每英吋有幾點。一般來說300dpi就

很高了。



二、Photoshop知識：影像尺寸大小

做圖的原則：

檔案越小越好、不失真為優先

動作步驟：

上方選單「影像（Image）」→
「影像尺寸（Image Size）」



二、Photoshop知識：不透明與流量

筆刷與橡皮擦等工具，有兩個參數可以調整：不透明度與流量



不透明度
也稱Alpha值，表示圖像透明的程度，數字越低越透明

不透明度100% 不透明度80% 不透明度60% 不透明度40% 不透明度20% 不透明度5%



流量

在同樣流量下，筆刷每經過一個區域，則該區域的不透

明值會加大，也就是越來越濃的意思



二、Photoshop知識：色彩平衡
調整畫面的色調，快速調整整張圖片的調性

動作步驟：

上方選單「影像（Image）」→「調整（Adjust）」→「色彩平衡（Color Balance）」



二、Photoshop知識：亮度對比度
調整影響的明暗度與顏色對比度，快速強化照片的清晰度。

動作步驟：

上方選單「影像（Image）」→「調整（Adjust）」→「亮度與對比（Lightness/Contrast）」



三、圖層的概念：類似透明片的圖層

圖層好比是透明片，在透明

片上作畫後把所有色片疊在

一起，變成完整的一張圖。



三、圖層的概念：圖層順序性

(a)圖層上的圖像是有順序性的

(b)可在獨立圖層做修改及調整

(c)圖層除可單獨存在，也可組成群組或與其他圖層合併



三、圖層的概念：圖層混合樣式
又稱圖層樣式，可直接且快
速的在圖層上面施展各種效
果，如陰影、邊框、立體浮
雕、光暈。

會保留原本圖層的影像，隨
時可復原。

動作步驟：圖層右方連按兩
下或圖層上按右鍵→圖層混
合選項



Unit17 此觀念出自建築大師路易士沙

利文（Louis Sullivan），即設

計本身就具功能性，並非單純

為了美觀而設計

形式追隨功能

(Forms Follow Function) 



一、盡可能避免使用操作說明

(A)當介面複雜到使用者必須花時間學習時，是一個不夠

好的介面

(B)有些服務會加入教學指引的遮罩文字→多數使用者會

感到不耐煩而無視設計者的貼心設計，直接取消遮罩



二、維持功能性隱喻

相對於使用教學指引遮罩，更好的方式是讓介面本身就

傳達了其操作方式，此時適合套用形式追隨的功能，簡

化設計並且讓功能性隱喻更強烈。



1.指南針APP的案例

人類腦中已對世界事
務建立先入為主的觀
念，在打造數位服務
時若能延續相關功能
隱喻，可減少使用者
的學習成本。

舉例：iOS上的指南針
APP



2.延續物品本身互動經驗
數位互動若能承襲物體
本身的特性，能加強服
務上手的經驗

舉例：電子書介面互動
的隱喻

在右下角製作一塊書角
的陰影，使人聯想為「
可以翻頁」的互動行為



3.在原有疊加數位體驗
在原有經驗之上節加數位體驗，讓服務加值

舉例：頁籤→利用人們使用透明文件夾的共同經驗：始
使用者能快速切換類似的畫面時，能保持同樣的環境操
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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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手勢



一、基本手勢

透過滑鼠與手，和虛擬介面互動所產生的對應行為

網頁：透過滑鼠的動作來完成

手機APP：運用指頭的手勢，發揮更靈活更具操作性



一、基本手勢：單點觸碰(Tap)手勢

滑鼠左鍵單點或用手指點選一物品，是最常使用的手勢



一、基本手勢：拖曳(Drag)手勢

第一種：捲動－在看網頁時使用

第二種：物件的拖曳－改變桌面app位置時



二、Web獨有手勢：滑過(Hover)手勢

主要在網頁服務時出現，最常搭配的應屬tooltip：

想避免在網頁中呈現過多資訊、又擔心使用者不了

解按鈕或相關文字意思時，使用tooltip來設計滑鼠

經過時觸發顯示提示文字



三、APP特殊手勢：iOS HIG(Human Interface Guildline) 

根據真實世界的狀況來做設計，讓使用者容易學習

預先定義好的常見手勢：

單點觸碰（Tap） 拖曳（Drag）

快速拖曳（Flick） 抹除（Swipe）

雙擊（Double Tap） 捏（Pinch）

長按（Touch and hold）等



三、APP特殊手勢：快速拖曳(Flick)手勢

異於一般拖曳，須在短時間內讓手指從

某位置移動到另一個位置，才會觸發相

關狀況

類似真實事件用力撥動的物理現象，應

用於模擬滑鼠滾輪的用途上面

常用於：滾輪式選單、列表清單



三、APP特殊手勢：抹除(Swipe)手勢

模擬真實世界中抹除的動作，常

用於表格式的介面

舉例：在APP中可用一隻手指開

啟iOS表格中的刪除選項或在iPad

上使用四隻手指切換APP



三、APP特殊手勢：雙擊(Double Tap)手勢

常被用來模擬放大鏡的功能，

常用於圖片瀏覽時

雙擊兩下放大，雙擊兩下還原



三、APP特殊手勢：捏(Pinch)手勢

在行動裝置出來後所出現的手勢

，方便進行要操作的方向與比例

的切換。

在圖片編修APP中常見到此功能



三、APP特殊手勢：長按(Touch and hold)

讓某元素進入編輯狀態的功用

設計需要效率但又不能讓使用
者誤觸的功能

舉例：長按iOS的icon可進入編
輯狀態

*單一介面中不建議長按的手勢
超過兩個，避免使用者覺得過
於困難而放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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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並非天外飛來一筆的點子
都是好點子，而是要了解到目
前設計的核心概念及目前設計
所遭遇的問題，再結合設計靈
感來解決問題的點子。

對於UI/UX的美感、靈感和寫
程式一樣都是積沙成塔，平時
要多累積對於美感的觀察

填補設計靈感缺口



一、熟悉靈感存檔與使用的流程

在痛苦中找不到靈感時，容易忘記自己其實需要先看看

別人的點子

♪使用小技巧來補足創作靈感不足時的缺口:

(1)靈感存檔的流程

(2)靈感取用的流程



1.建立自己的設計資料庫

平時在資料海中瀏覽時，看到喜

歡的設計可隨時將連結或圖片存

檔下來，日後不必重新做尋找。



2.了解最適合自己的一個靈感平台
現在已不缺少參考素材，而是缺少一個使用既有知識的習慣流程。

推薦平台：Awwwards（收集了全球各個案得獎案例，具參考性 ）

http://www.awwwards.com/


3.養成平常吸收知識的習慣

(A)不論任何領域的知識，通常都無法一蹴可及

(B)吸收知識的管道：定期參與相關讀書會、社群活動



4.訂閱合適的來源

(1)在Facebook上追蹤訂閱粉絲專業

(2)使用feedly這類的RSS工具訂閱專

家部落格：含金量高、具參考價值

http://feed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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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人們總會依賴大大小
小熟悉的事物，來建構出生活的
步驟、預估相關任務所需花費的
時間、幫忙做出承諾等等。

如：買東西時依賴商品上面的價格標籤資訊

善用使用者熟悉

的元素



一、人們在數位領域更依賴熟悉元素

人們已經在數位世界有一套心智模型：引領人們利用過去經驗取

體驗新服務。

使用者不一定害怕創新的功能或介面，但還是會期待在介面中看

到許多熟悉的元素。



二、網頁中使用者熟悉的元素
使用者的操作過程通常建立在對這些元素的了解上，並預期或渴望在網頁

上能夠找到這些元素，以求快速完成任務。

1.標頭區(Header)

2.網頁選單(Menu)

3.頁尾(Footer)

4.側邊欄(Sidebar)



二、網頁中使用者熟悉的元素

標頭區(Header)
最先進入眼簾的視覺區塊，也是網頁絕對的戰略位置。通常在左上角放上品牌logo，右
上角放上頁面快速連結、登入資訊或搜尋區塊等使用者認知上最常操作的功能

網頁選單(Menu)
代表網頁資訊架構的第一層，一般會放上網頁最常使用的業務內容分類選項，通常放在
網頁最上方，有時也會放在側邊

頁尾(Footer) 一般會放置聯絡資訊、開放時間等營運資訊、版權宣告及品牌資訊等

側邊欄(Sidebar)
此區塊最大特色在於可垂直擴充，成為相關內容瀏覽的絕佳擺放位置，也可在此區塊中
放上同類型資訊。



三、APP中使用者熟悉的元素
使用者對於某些顯示訊息和執行功能類型早已習慣，採用基本元素是一個很

安全的做法，能使使用者快速上手，降低害怕的感覺。

1.狀態列(Status Bar)

2.活動指示燈(Activity Indicator)

3.導航列(Navigation Control)

4.頁籤列(Tab Bar)

5.More按鈕的設置

6.數字通知徽章(Notification Badge)



三、APP中使用者熟悉的元素

狀態列
(Status Bar)

顯示與使用者裝置相關的重要訊息，包括信號強度、目前使用網路以及電量等資訊

活動指示燈
(Activity Indicator)

提示使用者目前某個APP的載入相關資訊

導航列
(Navigation Control)

位於介面上方，狀態列之下。用來顯示APP標題、或是導航的相關介面元件。通常用
於頁面的切換按鈕使用。

頁籤列
(Tab Bar)

用法與工具列相似，當想在APP中放置幾大功能時，建議改成「頁籤列」的設計。

More按鈕的設置
頁籤列的使用，不建議在一排中放置超過5個頁籤。若真有需要時，建議放置4+1個
標籤最後一個標籤訂為more

數字通知徽章
(Notification Badge)

未讀訊息的統計及未接電話統計等數字訊息



四、熟悉元素的配置隨著內容而異

不論是網站或APP，前面所列的項目仍會因服務性質不同而有差

異。

創新與熟悉是取捨的議題：在界面配置使用者熟悉的元素或加入

更多創新設計，都是設計者必須要負責的一項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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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是用結構來表達思想的科學性藝術

（弗克蘭‧賴特）

設計資訊架構



1.甚麼是資訊架構

資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簡稱IA）：

為因應越來越龐大的資訊量，所發展出在一個系統中，將資訊進行組

織、分類、導覽等結構化處理的行為技能。

一、淺談資訊架構



2.生活中的資訊架構

如：火車站的導覽系統、建築物

的導覽指標、字典的編目、都市

計畫藍圖、各類數位服務的頁面

設計。

一、淺談資訊架構



3.好的視覺設計需要好的資訊架構的配合

視覺設計的重點 把頁面設計得很美觀

資訊架構設計的

重點

強調整體的操作結構，如：頁面順序的安排、操作指

引的邏輯、階層架構的設計、分類結構的設計等等。

一、淺談資訊架構



1.影響頁面的設計與程式碼撰寫量

良好的架構將可大幅減少需要編

輯的內容數量，將會影響到頁面

的設計與程式碼撰寫量。

二、資訊架構的重要性



2.影響使用者完成任務的時間

好的資訊架構能讓使用者快速找到想要的資訊，

除了提升滿意度外，還能夠降低完成任務的時間

二、資訊架構的重要性



3.影響學習成本

資訊架構設計得好就能以良好

的操作脈絡、較低的學習成本

，來充分享受服務的價值。

二、資訊架構的重要性



1.階層式架構(Hierarchy)

強調內容的主從關係或是上下

階層，關係和範圍切割清楚，

可由其中的位階往上推敲或是

往下推敲，易看出同層級、附

屬關係及尚缺部分。

如：網站的入口設計

三、常見資訊架構及其特性



2.輻射式架構(Radiation)

服務會有一個中央發射口，所有結

果都會進到子節點的行為當中。

如：Google搜尋

三、常見資訊架構及其特性



3.網狀式架構(Network)

架構彼此間不一定有專指的特定關係，

可展現不同的多樣關係，而在此種架構

下節點類型代表著不同的行為關係。

如：Facebook的人際網路連結

三、常見資訊架構及其特性



1.可先從紙筆開始

(1)把服務的整體概念攤開，嘗試

用紙筆進行組織分類。

(2)用紙筆的好處：避免分心

四、設計資訊架構的技巧



2.將資訊進行分類

在眾多項目中將彼此類似的特性作劃分

區隔，重新組織大量資訊。

四、設計資訊架構的技巧



3.同時滿足使用者的搜尋與瀏覽期待

思考使用者在進到系統時想做甚麼：

(1)有目的性的：需有讓使用者快速

完成任務的架構設計

(2)無特定目的性的：盡量展現網站

內容的豐富度

四、設計資訊架構的技巧



4.資訊架構上盡量加入逃生門的設計

在架構上加入可以Reset操作流程的設計：為使用者設計的服務越複

雜，越需要考量使用者在網頁裡迷路的各種可能性

如：以網站Logo作為逃生門設計－迷失在網頁海時，點一下就可回

到首頁

四、設計資訊架構的技巧



五、放置導覽工具：使用者四大常見導覽需求
使用者導覽的需求 常用導覽工具樣式

能去哪裡

(1)使用分類清單，清楚列出網站業務選項

(2)列出相關推薦，給使用者挑選

(3)網站地圖，將資訊架構視覺性呈現，提供對於服務的整體架構瀏覽

我在哪裡

(1)將目前所屬頁面的選單選項反白

(2)加入麵包屑設計，指引所屬頁面的資訊架構位置

(3)加入頁面標題，強化使用者正確性感受

如何達到

(1)當滑鼠滑過時，顯示可點選的暗示

(2)當滑鼠滑過時，顯示對應資訊（如：顏色、視覺上的改變等），暗示有

更多的操作情境可以使用

我去過哪裡
(1)超連結點過會變色

(2)在頁面指引顯示瀏覽歷程



五、放置導覽工具：加入導覽小助手工具

小助手名稱 目的功能

搜尋(Search)元件 透過關鍵字快速找到內容，節省資訊查找時間。

標籤(Tag)元件
是分類的下一層結構，用來滿足多對多的資訊架構需求，讓使

用者能夠更快掌握類似內容。

過濾器(Fliter)元件
協助使用者在搜尋較大的檢索範圍後，能加入特定規則再過濾

一次。

書籤(Bookmark)元件 能讓使用者記錄下特定頁面連結。



六、驗證資訊架構的好壞

質化驗證
透過請使用者完成某項任務的方式，從中觀察使用者在操作

過程中會被哪些資訊誤導、或是否被導覽小助手引導

量化分析 透過服務的客觀統計數字，來分析使用者的操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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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忘記精準的數字，不如記得簡化的圖像。

（維也納社會與經濟博物館計畫主持人 奧特‧聶瑞）

資料視覺化



一、淺談資料視覺化

1.為什麼做資料視訊化

2.市場需求的驅動

3.視覺化的挑戰

4.視覺化現況統計



1.為什麼做資料視訊化
視覺對於資訊的反應能力是最好的。

視覺化後的資訊讓一般人也能讀懂數據背後的意義，甚至推導出相關
的邏輯。



2.市場需求的驅動

原因：資訊量爆炸極數據掏金熱興起

數據即戰力，許多政府單位或企業都大量依賴數據解讀，來產生統計

評估結果。數據力以能代表一個單位的策略能力指標。



3.視覺化的挑戰

資料處理前期的挑戰：

感測器佈建能力不足、資料收集不全、資料格式不全、擁有專業技術

能人才缺乏等。



4.視覺化現況統計

根據思科（Cisco）的研究，全世界的

資料中達到視覺化階段的不到0.5%。



二、視覺圖表的選用情境

1.視覺化的第一步：挖掘真正的問題

2.避免選用錯誤圖表

3.優先選用最常用的圖表，避免過度設計

4.其他常見圖表

5.簡單的表格就很好用

6.資料視訊化有許多可能性



1.視覺化的第一步：挖掘真正的問題

了解問題才能判斷目前的資

料是否符合使用者期待，以

及如何選擇出最合適的視覺

圖表來呈現。



2.避免選用錯誤圖表

單從美學觀點、資訊觀點來進行圖表的選擇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先挖掘使用者想看到的資訊，再透過視

覺規格確認來挑選真正合適的視覺圖表。



3.優先選用最常用的圖表，避免過度設計
對閱讀者來說，不需要花腦力裡解新的閱讀羅及，能更容易用過去經驗來進行判讀。

視覺圖表名稱 使用情境

長條圖(Bar Chart) 單純量化的比較（離散數據）

折線圖(Line Chart) 數據隨著時間變化（連續數據）

圓餅圖(Pie Chart) 市場的數字比例分配

雷達圖(Radar Chart) 同時比較不同單位的相同維度資料



4.其他常見圖表

視覺圖表名稱 使用情境

歷史圖表(Histogram) 資料隨著時間分布的狀況

地區圖(Area Chart) 各地區數據的差異

地圖(Map Chart) 觀察道路位置的數據資訊

泡泡圖(Bubble Chart) 同時看大量單位數字大小比較

網路關係圖(Flow Map) 在一個環境當中各個單位之間的關係

細胞組織圖(Organism Chart) 各單位相對佔比的改變



5.簡單的表格就很好用

視覺化的迷思：圖一定比表格好

→但其實表格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料呈現方式。



6.資料視訊化有許多可能性

除了常見圖表外，也可使用資訊技術來

創造更多互動圖表的機會。

如：華盛頓日報的3D Nasdaq Project使

用第一人稱的股市瀏覽體驗，像坐雲

霄飛車般的時間軸表現手法



三、視覺化工具介紹

可使用別人開發好的程式庫，整合現有資料與邏輯，做出圖表。避免

花時間自己從頭開始寫顏色調配、線條繪製或圖形變化等程式。



1.視覺化工具：彈性與複雜度成正比，價格與好用度成正比

功能越強大的程式庫，若要維持簡潔好用，便需要更多的設計與維護

工作，及更高的使用成本。



2.視覺化工具整理
工具名稱 是否需費用 是否需寫程式 一般使用情境

Excel 付費 不需要
人們最常用的視覺化工具。
缺點：不易放到網路上做互動操作

Python 免費 需要
常用來處理資料的程式語言，可搭配特定的視
覺化函式庫進行

D3.js 免費 需要
目前資料程式視覺化最主流的工具，主要使用
JavaScript撰寫，可產生HTML或SVG格式，可
彈性設計出互動圖表

Tableau 付費/免費 不需要
企業化經營的工具，只要將資料製作指定的格
式，變可全自動生成各類視覺圖案

R 免費 需要
統計上常用的計算工具，只要搭配特定的視覺
化函式庫，便可以產生若干統計圖表。

Google Chart 免費 需要 提供視覺化工具的必要元件與功能

HighChart JS 付費 需要
透過簡單的程式化資料配置，即可繪製出美麗
的視覺圖表，並香融於各種瀏覽器及手機裝置



Unit 33

建立行動版網站

你會驚人的發現，原來有這麼多人正在

用手機觀看你的網站



一、透過手機瀏覽網頁的人數遠超過想像

現代人幾乎人手一機，在生活中

遇到問題時，會立刻用Google

搜尋，而搜尋結果承接的使用者

行為是帶到某個網站。因此，若

網頁沒針對行動族群的需求打造

行動版網站，使用者將會得到低

劣的瀏覽體驗。



二、網站與行動版網站有甚麼不同

1.兩者一般擁有對應的資訊架構

2.網站：一個公開的共用資訊平台

3.行動版網頁：專屬個人的資訊平台



1.兩者一般擁有對應的資訊架構

最大的差異：螢幕大小

若能將兩者都保有對應的資訊架構，對行動用戶來說是有極大幫助的。



2.網站：一個公開的共用資訊平台

網站通常由個網站經營者所擁有，使用

者並無主控權。

網站是一個取得資訊的交匯平台而不屬

於個體用戶，使用者僅會從網站上取得

想要的資訊便離開。



3.行動版網頁：專屬個人的資訊平台

行動版網站更像是貼身個人產品，

使用者會希望他實用且能夠達到某

種期待，相較於一般網站，行動版

網頁讓使用者順利取回使用權。



三、從一般網頁移植到行動版網頁
不論是網頁或行動版，行動版UX是仍需歸根究底至內容的本質。下列為可

採行的設計要點及注意事項：

1.提供類似的網頁瀏覽經驗

2.避免把PC網頁內容全部搬到手機上

3.手機畫面無法容納超載的資訊

4.建立相同的內容架構

5.使用類似的視覺元素提示

6.設計越簡單，越能夠適應不同的平台

7.減少Flash的動畫技術



Unit 34

網站或APP?兩這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選擇哪一種行動開發模式，是每個專案

需要決策的項目。

選擇行動開發模式



一、行動操作環境需求

1.忙碌的使用者

手機使用者的注意力很珍貴，他們處於一個隨時準備被干擾的世界

2.充滿分心的世界

人類一秒中所感知的訊息高達四百億則，其中進入意識的約數十則，最後
可以得到使用者注意並進行處理的只剩個位數。

3.為了忙碌而設計

了解行動環境中使用的盲點：專注力下降、匆忙、中斷，並根據這些盲點
做為介面設計的大前提。



二、行動應用的資訊呈現方式

缺點：螢幕小、網路慢、硬體限制、打字困難、手勢遲鈍等。

優點：不受時間地點限制

規劃專案時，必須考慮只做行動版網站、或是只做APP，或是兩個版本

都做必須考慮什麼問題。



三、原生APP(Native APP)
此處指和網頁相同的資訊，但是完全用不同語言來實作內容的做法，並客製
化撰寫資料庫連線的界面，是專門運作於各種手機裝置與平板而設計的應用
程式。

1.較佳的性能速度：不會因為忘錄訊號不穩定而耽擱內容資訊的呈現。

2.高昂的再製成本：同時開發原生APP跟行動網頁版，等於要投入兩倍的研發
成本，所以通常是具一定規模的公司才會特別製作原生
APP。

3.跨平台整合強大：行動版網頁受到注目和歡迎的關鍵在於網頁瀏覽器的普及
，部分或所有的內容皆從網路中下載，又保留了類似純應
用程式的介面元素。



四、Hybrid網頁APP

目前多數APP多採用混合方式，也就是所謂的Hybrid APP：同時結合

了原生APP硬體系統的整合力以及行動版網頁服務。



1.Hybrid的技術實作

(1)在原生APP當中，用特定語法去嵌入網頁內容。

(2)用一些APP包裝的技術，配合PhoneGap或Sencha Touch等工具

，開發者再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Html、JavaScript、CSS）來進

行開發。



五、如何選擇適合我的行動網頁開發模式?

原生APP普遍比行動版網業有更高的使用者接受度、用戶量及使用者黏

性，可見客製化介面對用戶群的鞏固來的有優勢。

1.網頁呈現效果的差異

原生APP與行動版網頁沒有絕對的好壞，只有適不適合使用者、開發團隊及
專案，應考量不同做法的差異以挑選較適合的來進行。

2.開發預算考量

若有預算考量，可優先選擇開發成本較低的行動版網頁，但前提是APP預設
用途要吻合使用者預設用途。



六、行動開發模式技術比較
原生APP 行動版網頁 Hybrid網頁APP

程式
語言

綁定硬體

iOS:Objective-C

Android:Java

HTML5

CSS3

JavaScript

HTML5

CSS3

JavaScript

WebView

APP包裝技術

優點

(1)使用上速度快

(2)性能穩定可靠

(3)方便整合手機硬體功能

(4)客製化UI，不受限於網頁瀏覽器

(1)開發維護快速、成本低

(2)開啟網頁瀏覽即可，跨平台沒有硬體相容問題

(3)優化手機看傳統網頁的經驗

(4)新功能和資訊直接透過網頁傳第，使用者不需

進行APP升級

(1)使用上速度還算快

(2)瀏覽體驗較行動版網頁來得好

(3)可以整合手機硬體功能

(4)維護性較APP佳

缺點

(1)平台轉一場有相容性問題，不停平台需面對再

製成本

(2) 客製化UI成本高，由其當硬體裝置多元時

(3)後續維護是筆大投資

(4)版本升級時使用者需下載新版本

(1) 無法整合手機內建功能（拍照、加速度偵測器、

GPS等）

(2) 受瀏覽器限制，無法完整客制化UI

(3)多數內容需網路連線才可取用

(4)無法媲美純應用程式的速度和可靠性

(1)有跨平台問題，但影響較小

(2) 整體操作體驗比不上原生APP



Unit 35

「我不喜歡呆子

，但我做的東西

連笨蛋都會用」

RWD行動版網頁

設計技術

目前的主流趨勢：透過RWD技術來減少

整體轉移的成本



一、關於RWD(Responsive Web Design)

因應網站和APP之間的區隔界線變模糊所出現的新概念，在設計網站時為減少程式碼
的撰寫，利用一些CCS技巧讓同樣網站在不同裝置上有不同的呈現樣式。

1.Native APP的缺點：要花費許多時間人力去針對不同平台（iOS、Android）製作
行動用的Native APP。

2.行動版本網站的問題：若沒有進行謹慎的規劃或缺乏經驗的話，甚至會花費更多的
時間成本做出四不像的APP。

3.切換到行動版版本可能的議題：是使用Native的語言（Objective-C、Java）還是
原本網站的程式設計語言（HTML5、CSS、JavaScript）來製作？使用統一資料庫
或獨立資料庫？行動版本需支援哪些行動裝置？

4.RWD興起的緣由：將Web重新打造成Native APP需龐大的成本→使用RWD可減少
程式碼的撰寫，並利用CSS讓同樣網站在不同裝置上呈現不同樣式。



二、RWD設計原理：Responsive Design網頁框架

Header：標頭，通常會放logo、網站資訊

Secondary：側邊欄，通常用來放置選單

Content：網站主內容區

Extra：額外資訊區

Header

Secondary Content Extra



二、RWD設計原理：不同螢幕大小的呈現結果

大型螢幕（一般電腦螢幕）：

同時呈列較多資訊

中小型螢幕：

斟酌需呈現的內容有哪些，可將
較不必要的區域拿掉

小型螢幕：

只放重要資訊，或將內容疊加在
一起變成上下滾動瀏覽的方式



二、RWD設計原理：RWD的常見規格種類

螢幕寬度小於480像素：用手機觀看

螢幕寬度小於767像素：iPad直立的版本

螢幕寬度介於768~979像素：iPad橫放的版本

螢幕寬度介於980像素：低解析度的小螢幕

螢幕寬度介於1200像素：一般大螢幕的介面



採用RWD的好處

(1)提升網頁閱讀體驗，最佳化瀏覽效果

(2)區分桌面版跟行動版所呈現的樣式

(3)大幅減少APP開發的時間



Unit 36
HTML+CSS+JavaScript

=使用者的良好互動體驗
網頁UI技術簡介
：JavaScript



一、JavaScript的特色

1.可以直接在瀏覽器進行

2.使用JS的動機為互動性

3.JavaScript與Java



1.可以直接在瀏覽器進行

JS最大的特性在於它是直譯語言：不須透過編譯流程才能執

行的程式語言，更適合用來作為客戶端的瀏覽器執行語言。



2.使用JS的動機為互動性

若少了互動性，就好像商品陳設很漂亮的商店，聘請的店員卻

脾氣或態度都不好的感覺，很難帶給使用者溫暖貼心的感覺。



3.JavaScript與Java
項目 JavaScript Java

檔案格式 .html、.php、.jsp .java、.class

是否需要編譯 不需要編譯、可直接執行 需要編譯後才能執行

使用情境 可直接在瀏覽器執行 需安裝Java Runtime才可執行

檔案讀取權限
不能讀寫檔案，只能利用

cookie紀錄少量資訊
可讀寫檔案

控制網路的權限
不能控制網路，只能發送

HTTP的Request協定
可控制網路、發送封包等

互動性 強，可容易做出各類互動效果
不易，通常需要使用圖形GUI的

Library 較容易製作



二、介紹JS基本技巧

1.在網頁中使用JS

2.JS事件概念

3.JS能夠幫助我們判斷瀏覽器



1.在網頁中使用JS

(1)程式碼：<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以及</script>框住的片段

(2) <script>標籤可放在網頁當中任何地方，但

通常放在<head>標籤當中或網頁檔案最下方



2.JS事件概念

針對網頁的DOM執行事件綁定，才能讓使用者觸發設計好的對應事件

事件（Event）類別 說明 範例

Mouse Event 滑鼠事件相關 如：點選某個DOM

Keyboard Event 鍵盤事件相關 如：按下A

Frame/Object Event DOM自身狀態改變的事件 如：一個DOM載入

Form Event 表單相關事件 如：表單送出

Drag Event 拖曳相關事件 如：開始拖曳

Clipboard Events 剪下、貼上、複製事件 如：執行剪下

Print Events 列印事件 如：列印後



3.JS能夠幫助我們判斷瀏覽器

可透過瀏覽器的navigator.userAgent屬性來判斷執行對應的程式碼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譯：非同步的JavaScript與XML技術)是一套深刻影

響現在網頁呈現方式的網頁技術

＊傳統的資料取得流程V.S. AJAX的流程

三、打造網頁UI/UX的核心技術：AJAX 

傳統網頁 表單送出→網頁重新載入

同樣的資料每傳送一個端點就要重新等待，

對伺服器來說很吃力，且對使用者來說是

沒有效率的。

AJAX
瀏覽器在不刷新頁面的情況下，可向

伺服器取得新資料或發送資料

使用者在不知不覺中完成和伺服器的資料

交換



傳統的資料取得流程V.S. AJAX的流程



＊AJAX的例子

Facebook：按讚時，同步發出

AJAX需求給伺服器，

在資料庫增加新記錄

Gmail：切換不同類別信件時，網

頁不需重新載入。



Unit 37

維基百科統計：全球前一萬個存取最

高的網站中,有65%使用了jQuery

了解前端技術核心
：jQuery



jQuery

-JavaScript最知名的套件之一

-統一語法的介面，可和多數瀏覽器相容



一、jQuery與UI/UX

jQuery出現前：撰寫JavaScript時有跨平台支援度的問題，小地方

卻需花大量時間成本寫程式碼

jQuery出現後：將所有特殊行為標準化，使設計師們可真正專注

於互動與顯示的邏輯，省去與大量瀏覽器bug奮鬥

的時間



二、了解jQuery：jQuery是甚麼?

-JavaScript的函式庫

-精神：Write less, do more(寫得更少，做得更多)

-興起原因：原本直接用JavaScript將所有網頁恭能時做出來

的方法過於耗時費力、技術門檻高。



二、了解jQuery： jQuery的優勢

-降低寫網頁服務的門檻

-提升程式碼整體品質

-直覺、簡單的程式用語

-能輕鬆做出各種炫麗的網頁特效



二、了解jQuery：jQuery市占率

-被大型網站採用

-適合喜歡前端程式開發的設計師



二、了解jQuery：jQuery是必要的嗎?

對高手來說：不一定，可不用jQuery就做出充滿JavaScript與

AJAX的互動網站

對不熟JavaScript的人：可大幅減少開發時間和程式碼



二、了解jQuery：jQuery的優點

-輕量，以2.1.1的壓縮（min）版本為例，還不到100kb

-方便的DOM選擇器

-可以使用串接（Chaining）的寫法，程式碼更簡潔

-可快速操作CSS屬性

-跨瀏覽器相容性高

-可透過jquery.extend()擴充，讓使用者自定義自訂函式

-透過特定jquery.ajax()函式，大量簡化Ajax的複雜度

-快速的事件綁定機制，可快速幫頁面、按鈕、DOM的物件加上監聽的事件



二、了解jQuery：jQuery的缺點

-程式碼無法模組化下載，網頁必須花一定時間載入 jQuery

-嚴格來講不能算是程式框架，因 jQuery只能透過 jquery.extend()自我擴充

，不能和其他程式整合

- 必須在有網頁DOM的環境中使用，若無則沒用武之地

-效能沒有原生JS高



Unit 38

了解前端
Framework

不要重新打造輪子(技術名言)



一、甚麼是Framework

在程式開發的領域中，指他人所設計出一套適用於某個

環境的整體架構。



二、使用Framework的動機

1.減少工作量：Framework通常是全球開發者社群所共同經營的程式碼，完

整度與瀏覽器相容性的問題通常已解決掉。

2.標準化元件:定義出幾種常用的前端樣式重複使用，預到新樣式時再擴充樣

式。

3.取用共同的介面標準效果：使用原生JavaScript的confirm()語法，使用者
會覺得這是個廉價的網站；使用Framework，能花費少量時間做出還不錯
的效果



三、Bootstrap簡介

－是綜合HTML、CSS、JS的前端開發框架

－排版部分整合CSS的網格系統

－也可加上許多JavaScript特效外掛



1.使用Bootstrap的

－加快專案開發速度
－許多人使用，效能被調整的不錯
－定義了多數網頁常見的UI元件
－有許多互動元件可用
－能開發統一風格
－針對行動裝置進行優化
－網路上有許多以Bootstrap為基礎

的特效外掛或編輯器

優點 缺點

－很容易和很多網站長得很像，UI變

化性較低

－須先學習Framework的使用方式



四、保持更新Framework知識的習慣

一旦選用某個Framework在專案當中，未來就很難將其移除

掉，因相關元件與程式邏輯也都會和此Framework的設計性

有關連性。



Unit 39

蹲得越低，之後就能跳得越高。

（民間俗語）

持續加強前端工程
的能力（上）



一、前端工程市場現況

學校鮮少教導相關技能，

大部分前端工程師都是出

於自學，所以整個市場上

人才不多。



1.前端工程已成為「程式+設計」跨領域技能

現今不只原本的工程背景人

員轉投入前端，設計師市場

也都在猛學前端程式設計。



2.先甘後苦的學習歷程

(1)不斷磨練自身程式經驗

(2)了解設計的語言ex:UI、UX



Unit 40

「我不喜歡呆子

，但我做的東西

連笨蛋都會用」

持續加強前端工
程的能力（下）

學徒階段

入門階段

專家階段

精英階段

大師階段



一、前端學徒階段

考驗一個人對於前端的興趣，通常一般人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做關於前端工

程的工作。

1.前端開發的學習曲線：先快後慢

2.學徒的撞牆期：缺乏經驗的磨練及主管階層不理解

3.學會程式碼的管理：每一個版本的程式碼都需要被記錄下來



二、前端入門階段

有些人從與有經驗的人合作撰寫程式碼過程中累積經驗，有些人則須自己累

積相關知識。

1.了解自己的興趣與價值所在：開始對自己對於團體的價值有了解

2.開始了解設計是抽象的：設計的世界有大量抽象的感覺問題

3.累積自己的程式庫：開始熟悉後從過程中累積自己的程式庫



三、前端專家階段

開始能獨當一面解決各種網路服務介面相關問題，勝任和客戶溝通的職責。

1.熟悉各種程式庫與框架：具備善用工具及資源的能力

2.熟悉Ajax，打造更好UX：設計出易用性高、使用經驗良好的網路服務操作流程

3.了解各種資料格式與模組化格式：了解資料格式之間的差異並能有效將程式碼與

邏輯模組化

4.更加熟悉瀏覽器陷阱：能根據經驗調整程式碼的內容

5.掌握行動優先策略：必須花時間了解不同裝置之間的差異



四、前端精英階段

能更準確地預測自己的開發進度，讓團隊其他人感到信任與放心，對於美學

及使用者需求感受也更加強烈。

1.能夠和各類網路服務合作：擅長與各類網路服務打交道

2.學習設計模式：是精英人員與一般工程人員最大的差異

3.了解後端程式：有助於和後端工程師之間的溝通



五、前端大師階段

具備下列特質：有領導力、能妥善進行分工、進行良好的跨部門溝通

1.熟悉UX體驗技巧：會在意使用者感受，專注於打造使用者最佳的瀏覽經驗

2.打造自己的前端元件：設計出專屬於自己的專屬框架，甚至將設計出的元件

進行開源並文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