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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圖卡交換溝通系統，是目前自閉症照顧者教導孩子“認知與溝通能力”的教學法，但長期使用此教學系

統及輔具，其實對照顧者造成很大負擔，例如：照顧者需花許多時間來手工製作圖卡，圖卡無法有效率

地找尋或收納等，進而使照顧者身心俱疲。再者，目前尚無以自閉症兒童照顧者的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簡稱 UX) 為核心的輔具設計及研究。本研究將透過使用者經驗研究、設計、測試三個階段，
設計一款教學輔具 APP-iCan。並邀請 11 名自閉症照顧者與孩子參與使用。透過質性訪談發現，iCan 能
大幅減輕照顧者之教學負擔，亦可增加孩子學習效率。本研究將歸納出合適自閉症照顧者的使用者經驗

設計與功能，作為將來低語言與自閉症輔具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使用者經驗、科技輔具、自閉症、照顧者、介面設計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因社會大眾普遍對自閉症認識不足，大多將自

閉症者誤解為畏懼、排斥、不願接觸人群，並迫使

己身自外於這個社會、自外於人群而後自我封閉，

進而患有自閉症症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目前醫學上最新的解釋是：自閉症者因腦部發

展因素而無法透過言語完整表達需求，因此遭遇許

多溝通上的困難，現有的治療及教學方式中，家長

採用紙卡、輔具、紙鍵盤方式教導他們，讓自閉症

者學習如何使用工具與他人溝通、表達內心說不出

來的想法，除自閉症者本身面臨的問題外，其照顧

者或老師亦相當辛苦。 

在教導時，照顧者本就須具備極大的耐心與愛

心，然而，現有輔具教材在使用上有諸多不便，照

顧者需花費許多的時間與精力來製作合於患者使

用的溝通輔具，製作過程中往往讓照顧者與老師筋

疲力竭。此外，被社會大眾所邊緣化的自閉症患者

與照顧者，心理層面及社會認同上都是一種煎熬。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探索自閉症者照顧者在教學過程中

所面臨之問題，透過實地訪談，瞭解目標族群的需

求，並設計、開發減輕照顧者教學負擔的應用程式

（APP），該應用程式能在現有智慧型裝置上使
用，以下為本研究的目的： 

1. 透過訪談瞭解自閉症照顧者在教學上的需求。 

2. 提出讓自閉症照顧者減輕負擔之 APP設計。 

3. 透過訪談評估與實際測試驗證 APP之成效。 

二、文獻探討  

2.1 自閉症  

自閉症的病因，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

冊 ) 與「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Revision，簡稱 ICD-10)」定義，自閉症患者必須
在三歲以前，出現社會互動、言語以及社交溝通的

遲緩發展。  

2.2 照顧者  

Lecavalier等人 (2006)提出對於自閉兒的照顧
者來說，除了尋求治療的方式經常遭遇挫敗外，每

當與自閉兒之間的相處出現了溝通問題時，不但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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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發自閉兒的行為問題，同時更容易導致照顧者

的心理壓力巨增。Davis (2008)更提出照顧者如此
長期且巨大的「教學或治療挫敗」與「照顧的心理

壓力」，更使得自閉兒的照顧者染上憂鬱症的機會

比其餘障礙族群的照顧者更大了許多。 

2.3 人機介面  

Kientz 等人(2007)證明，電腦的一些特性對於
自閉症的患者是有幫助的，其中包含了工作的可重

複性、與視覺圖像搭配聲音效果等。 

Adler-Block (2007)、Barry (1989)與 Bergstrom
等人 (2007)在許多研究中更指出，恰當的使用電
腦輔助訓練，可以增進自閉症患者的口語表達能

力、及社交溝通能力。 

2.4使用者經驗  

根 據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編號 ISO 9241-210 定義
的使用者經驗是「一個人的看法和反應，是因使用

或預期使用的產品，系統或服務所產生的結果。使

用者經驗包括所有用戶的情感、信仰、喜好、認知，

生理和心理反應，行為和成就。使用者經驗是互動

系統所帶來的展示，功能，系統性能，互動行為，

及輔助功能的結果。這也是使用者以前的經驗與態

度，技能和個性所帶來的結果。」 

Roto (2007)認為使用者經驗與經驗之差異在
於使用者經驗涉及產品、服務或系統，而經驗不需

要與特定的產品互動，因此使用者經驗不僅包含使

用者本身，亦包含系統特色及其與系統間交互作用

的經驗。 

下面章節中，將介紹本研究的發展過程，探討

合適照顧者的使用者經驗介面設計。 

三、使用者經驗研究(UXR) 

3.1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透過自行開發的 iCan 教學輔具軟體來
探討合適自閉症照顧者之使用者經驗 APP 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將分為為使用者經驗研

究、使用者經驗設計與使用者經驗測試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使用者經驗研究(UXR)，本階段研
究方法為質化使用者訪談，將蒐集自閉症照顧者在

教學上的相關資料與經驗，瞭解目標對象之使用者

經驗特性，訪談對象有家長、老師，主要目的為深

入問題，了解使用者在教學上之經驗，以作為之後

開發的準則依據和發展方向。 
 

第二階段為使用者經驗設計(UXD)，整理獲得
的資訊與共通性，設計出概念草圖，針對自閉症孩

子與照顧者提出新的溝通教學輔具，在設計的過程

中加入自閉症照顧者之使用者經驗設計，探討如何

為照顧者在學習教材之使用體驗上能夠更流暢、減

輕使用負擔。 
 

第三階段為使用者經驗測試(UXT)，邀請到 11
組自閉症孩子與照顧者參與開發完成的 APP 測
試，並由主要照顧者來使用 iCan 教導，進行歷時
四個星期，透過質性訪談與觀察，發現使用者經驗

設計發展對使用者是有幫助的，最後將實驗的結果

歸納整合，作為往後輔具設計參考。以下為以使用

者經驗設計架構為主之流程圖(圖 1)： 

 

 

(圖 1) 使用者經驗設計架構流程圖， 唐玄輝 (2011) 

3.2 深入訪談  

為了深入了解自閉症照顧者教導孩子的學習

過程，我們聯繫上 2位的自閉症照顧者，並進行一
對一的訪談，訪談過程每位約 1小時，其中包含國
小特教班的老師、自閉症孩子的家長，而孩子就讀

國小五年級(重度自閉症、且無口語能力)，目前使
用傳統認知圖卡教學，都沒有興趣。我們也將訪談

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整理，並於訪談當中進行驗

證，了解目前自閉症照顧者的現況與負荷。 

3.3 訪談結果  
透過訪談觀察中發現，目前的教學輔具長期下

來未推陳出新，且自閉症照顧者的教學模式有許多

的障礙與負荷未被改善，如以下幾點： 

1. 照顧者經常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所需要的手工圖
卡，且沒有一套完善的分類機制，只能靠無數的資

料夾(袋)來自行分類，老師會也會要求孩子攜帶許
多盒不同類別的圖卡去上學，不管在使用或攜帶上

都相當辛苦(圖 2)。 

2. 手工圖卡製作困難耗時耗力、數千張的圖卡數
量多佔且空間、在過程中容易遺失…等。 

3. 現有語音溝通版體積大而厚重，不便攜帶使
用，且其中搭配的漫畫圖片貼紙簿，圖卡不易讓自

閉症孩童與真實世界物品相互類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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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每張手工圖卡只有單張，因此在幫孩子複
習或教導下一個句子時，往往都必須要將圖卡句子

拆散重新組合，找尋下一張圖卡，過程相當不便。 

除此之外，我們也特別針對以往使用經驗與自閉症

孩童的特性進行觀察記錄，例如家長們習慣將手工

圖卡背面寫上該圖卡的名稱，培養孩子圖片與文字

之間的連。 

照顧者也告訴我們自閉症孩子的特殊習性，例如名

詞式表達、對於聽覺聲光效果、視覺化學習(如顏
色、圖像) 特別敏感，以及相較於漫畫式圖卡，真
實圖片對於自閉症孩子的學習成效反而較高等，可

作為後續設計之考量，提升學習效率。 

 

 

(圖 2) 目前手工圖卡教材使用現況 

 

3.4 設計假設  

統整訪談過程中的紀錄，將合適自閉症照顧者

的使用者經驗設計進行設計假設，提出可改善自閉

症照顧者減輕教學過程負擔之設計，如下所示： 

1. 照顧者需要教導自閉症孩子培養認知與造句能
力，而目前教學過程中需花費許多時間找尋圖卡。

所以需要提供簡單而完善的分類機制設計，教導孩

子練習發音與造句功能，提升學習效率。 

2. 照顧者希望孩子能夠獨立的進行學習與複習，
不必每造一個新句子都要拆散圖卡，每張圖卡也不

必親自教導孩子發音。因此需要提供儲存句子、單

字與重複播放的功能，讓孩子也能獨自學習。 

3. 製作圖卡的過程對於所有照顧者來說是最大的
負擔與困擾，一方面忙於工作，一方面要準備教材

與照顧孩子，長久下來令照顧者感到身心俱疲。因

此需提供快速地以拍照新增圖卡、編輯圖卡與錄音

的功能，讓照顧者也可以有喘息的空間。 

四、使用者經驗設計(UXD) 

4.1 設計概念  

根據自閉症照顧者的問題與需求，提出設計假

設並實際轉化為 APP 功能，如表 1所示： 

表 1：iCan 功能與描述 

4.2 APP設計  

iCan APP公益版己完成，程式端開發：駟馬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提供線上下載，最低可支

援的 Android2.3版本系統下載使用。 

下載連結網址：http://bit.ly/iCan_download  

4.2.1 溝通圖卡與造句  

以往是使用魔鬼氈與磁鐵貼紙的撕黏特性來

教導孩子學習造句，但缺點就是尋找圖卡與排列過

程麻煩耗時，且每句照顧者都需親自教導孩子如何

正確的發音。但使用 iCan 的圖卡搜尋與造句功
能，可以省下尋找圖卡的時間，再透過播放按鈕來

播放圖卡聲音，便於讓孩子練習口語及造句的能

力，也減輕照顧者負擔，另外也能利用圖文轉換的

附加功能來訓練文字與圖片間的連結(圖 3)。 

 

(圖 3) 溝通圖卡與造句-功能畫面 

功能 功能描述 

溝通圖卡與造句 

透過完善的圖卡分類系統，讓孩子與照

顧者都能易於使用; 並可以選擇需要的
圖卡播放發音及練習造句，訓練口語表

達語認知能力。 

常用溝通語 
可以隨時儲存經常使用的圖卡與句子，

不必再像以前一樣花費許多時間在找尋

圖卡上，方便孩子練習並提高學習效率。 

新增圖卡與編輯 

可隨意添加自己的圖卡，透過平板拍

照、內建圖庫匯入或手寫的方式來進行

新增，節省以往製作圖卡所耗費的大量

時間與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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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常用溝通語  

過去手工圖卡要拼出新的句子時都要把圖卡

拆離再重新排列一次，沒有辦法讓孩子常常練習的

機會。此功能可將句子儲存起來，可幫助孩子反覆

地練習與播放音效，讓照顧者省下許多力氣在重復

的教學上，方便許多(圖 4)。 

 

(圖 4) 常用溝通語-功能畫面 

4.2.3 新增圖卡與編輯  

製作傳統圖卡的過程中照顧者需要花費很多

的心力與時間，透過平板電腦結合 iCan 所提供的
拍照與錄音功能製作圖卡，所花費的時間相對手工

製作過程減少許多，讓照顧者有更多的時間與心力

可以做其他事情與照顧孩子(圖 5)。 

 

(圖 5) 新增圖卡與編輯-功能畫面 

五、使用者經驗測試(UXT) 

5.1 實驗對象與方式  

iCan 的受測者皆是自閉症孩童的照顧者，包
含了自閉孩子的家長，以及一對一教學的特殊教育

職能治療師等。其中有 2位使用者參與了使用者經
驗與設計的前導研究，幫助我們將 iCan 的功能、
介面與操作達到較穩定的版本; 且經由質化訪談
的方式，分別探討在「傳統圖卡教學方式」或「iCan」
的使用上，照顧者發現了哪些異同處。 

而由表可知，照顧者的年齡為  26~60 歲均勻分
布，而非僅限對於科技產品較能熟悉 的年輕族群; 
自閉兒的性別比，則符合了全球標自閉症男女比例

(約  4:1)，而其自閉症障礙程度則以「中度自閉
症」、與「重度自閉症」為主。 

表 2：照顧者年齡分布情形 

年齡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60 

人數 2位 1位 2位 2位 3位 1位 

       

實驗過程為：每一位受測者先進行「前測質

化訪談」，主要是為了探討在傳統圖卡的使用上，

他們各自遭遇了哪些難題，和使用的想法; 受測者
使用  iCan 教學孩子四週後進行「後測質化訪
談」，探討 iCan 與以往傳統使用教學方式的差異。 

5.2 設計結果與討論  

歷時四週的使用測試結束後，照顧者皆表示，

三項主要功能與介面設計提供滿足照顧者的需

求，且操作上也有參考以往教學經驗模式，因此在

教學上的流暢度提升了許多。此外，我們歸納出參

與實驗的照顧者在質化訪談當中的所陳述使用的

感想與傳統使用方式之差異。如下所示： 

1. 製作圖卡：普遍照顧者認為透過新增圖卡與編
輯的功能來進行圖卡新增，比以往製作手工圖卡的

時間生下約 90%，減輕許多的負擔，並且可以在短
時間內製作許多張圖卡。 

2. 語音播放：iCan 提供了圖卡錄音的功能，因此
孩子也可以自行點選圖卡來進行學習與複習，在操

作上也可設定重複播放的次數，幫助照顧者在教學

過程上不必每一次都親自發音教導孩子練習。 

3. 找尋圖卡：透過簡潔的分類管理方式，在找尋
圖卡的體驗上相較以往容易的許多，提升了教學過

程的流暢性，並且提供句子語單字的常用儲存，讓

孩子隨時都能進行複習。 

4. 攜帶外出：因目前平板電腦結合 APP數位化的
優勢，讓家長不必再像以往一樣幫孩子攜帶大量的

圖卡出門，且數位化的管理在備份上也方便許多。 

5. 吸引孩子：雖未經過醫療證實，但照顧者皆表
示孩子使用 iCan 的學習意願比一往傳統輔具較高
出許多；自閉症者的特性對於視覺化與聲光效果較

敏銳，可能是平板電腦與介面色彩的顯示，開起孩

子視覺化的特性，提升主動程度。 

6. 即時性高：以往特殊教育職能治療師為了準備
一張手工圖卡，都必須花費一星期的時間製作，並

於隔週上才能使用；而家長在準備圖卡的過程中也

有同樣的情況。iCan 的即時性較高，可以在教學
的過程中就立即新增需要的圖卡，不必再等到下次

的課程使用，且提升孩子學習的意願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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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與照顧者進行測試訪談討論 

5.3 設計修正  

再觀察自閉症照顧者的過程中，發現 iCan 在
部分的操作上有一些未考慮的設計以及未有的功

能，例如，目前平板電腦較沒有明顯的麥克風位

置，家長新增圖卡錄音時，每張圖卡的聲音大小均

不同。因此我們思考在錄音的部分可以加入錄音指

針回饋來改善錄音品質問題；除此之外文字顯示的

大小與圖片大小可以依個人需求進行調整、如何簡

單快速的進行備份、使否可以連接印表機輸出成實

體圖卡分享給其他照顧者等。而這些建議都會在

iCan在往後的設計與研究測試上進行加以修正。 

六、結論與建議  

自閉症照顧者透過現有輔具教導孩子的過程

中往往造成許多不便與負擔。本研究利用平板電腦

之特性開發出一款符合自閉症照顧者使用者經驗

教學輔具軟體設計- iCan，透過三個階段的使用者
經驗發展方式，了解使用者的需求與特性。並提出

研究結論供未來相關領域研究者參考。 

6.1 研究結論  

透過質化的訪談我們發現，iCan APP 結合平
板電腦數位化的優勢，並以使用者經驗的過程發

展，可以有效地減輕家長以往在教導自閉症孩子過

程中的心智負荷，進而提升與孩子學習之間的流暢

度與效率。基於以上設計與訪談測試，若未來需要

為自閉症照顧者所設計合適的輔具，可能需要考

量：1.創新且便利的圖卡建立方式；2.完善的管理
儲存備份系統；3.攜便性高；4.針對自閉症兒童的
特性進行介面設計規劃等。 

而進行測試的照顧者認為 iCan 的溝通圖卡與
造句功能有簡而明瞭的分類系統，再找尋圖卡與教

導孩子認事物品與造句時非常有效率，相較以往的

方式還需要搬出許多箱的圖卡找尋，方便許多；常

用溝通語功能可以快速的教出常用的圖卡立即為

孩子進行複習，不必再像以前一樣每一張圖卡都要

拆散在重組；新增圖卡與編輯功能讓家長減輕的許

多在準備教材上的負擔，並且可進行快速的新增與

編輯圖卡，省下以往製作手工圖卡約 90%的時間與
心理負荷，讓照顧者有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孩子。 

6.2 未來展望  

本研究發現透過使用者經驗發展結合 APP 設
計，能夠為自閉症照顧者帶來許多便利性，亦可提

升孩童的學習效率。未來將會繼續探索合適自閉症

照顧者的新設計，並且與專業領域醫生與治療師團

隊合作，進行專業領域的測試與驗證，探討是否能

有效減輕照顧者負擔，以及是否能對自閉症孩子的

學習產生改善，進而建立起目標族群領域合適的使

用者經驗設計知識與醫學領域雙方面的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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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assisting caregiver to develop the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kids with 

autism, is the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 As we observed and interviewed users the 

system made the caregivers exhausted, because it took long time to make the picture cards. With a large amount 

of cards, to gather and to locate the right card would be a great challenge. To resolve theses issue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research-through-design process using three design phases, User Experience (UX) Research, UX 

Design, and UX Test. The result was a new assistive APP, iCan. During the UX Test phase, we invited 11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heir caregivers while using iCan for a week. Our qualitative interviews found that iCan 

could truly lighten the burdens of caregivers,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Hopefully, this case study would be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assistive designs for the autism 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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