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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色觉障碍者平均比率为总人口数的 8.44%，生活中因为

失去接收色彩资讯的能力，而造成许多不便的地方，为

改善色觉障碍者日常生活的经验，本研究透过访谈 8 位

色觉障碍者了解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与需求，进行深度探

讨与分析，并归纳几个主要情境，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设

计概念，透过智慧型手机之相机功能，结合影像处理与

增强现实将重新呈现色彩，有效帮助使用者分辨颜色，

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色觉障碍者能够建立自信心，独立完

成日常生活的任务。研究结果发现三项设计需求，将作

为研究假设并进行后续验证：(1)色觉障碍者需要一个检

测颜色的随身工具，并且建立色彩与意义间的连结，(2)

需要一个可以增加色彩对比的滤器，(3)需要一个将色彩

以形状方式重新呈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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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動機 

视觉是人类最主要的感知接收来源，接收各式各样的视

觉资讯，眼睛具有分辨物体形象的型态觉、色彩觉与光

线觉，三种重要的感知层次，其中色彩觉能够帮助我们

分辨不同波长呈现的资讯与警示。色觉障碍者在生活中

少了颜色的资讯接收，会发生许多不方便的时刻，比如

逛街时买错衣服颜色、袜子穿错颜色等等。这些日常生

活的任务对他们来说需要时常透过询问他人来获取资

讯，这也让色觉障碍者时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因此在心

理层面会产生先天性条件不足的自卑感，而在面对色彩

时，常选择逃避或因无法正常阅读色彩而遭遇失落感。 

现今，智慧型手机已经渐渐的和人的生活紧密结合，本

研究以色觉障碍族群为出发，结合使用者为中心的设计

(User-Centered Design)进行需求探索，融合资通讯科
技，让手机代替呈现生活失去的颜色感知系统。 

色觉障碍者的成因与简介 

色觉障碍者(Color Vision Deficiency)是指无法正确辨认部

份或全部颜色的缺陷状况，生理上色彩感测或色差处理

机制发生病变而导致色觉异于常人，大部份属于遗传性

基因 (Nathans, Thomas & Hogness, 1986)。分辨色彩的能

力是藉由视网膜中心分布的锥细胞(Cone cell)接收光源

后，光线经过细胞吸收后产生神经讯号，进而形成对色

彩的知觉 (尚景贤 , 2009)。Wurm, Legge, Isenberg, 及

Luebker (1993)等人强调色彩的确可以提升我们对物品的

辨识度，色觉缺陷因为欠缺了某些视锥体细胞，所以患

者容易分不清楚相似波长的色相(王满堂, 2004)。 

色彩通用介面设计  

在介面设计时，可增加使用线条、形状、材质、文字与

图案辅助呈现色彩资讯，列举以下作为范例： 

1. 增加外框辅助：避免使用色弱者无法分辨的色彩，或

是在设计时增加外框。 

2. 增加形状辅助：在介面上增加形状的辨识元素，如此

可以提升整体介面识别性，降低使用的挫折感。 

3. 增加材质辅助：当使用色块呈现资讯时，可以使用材

质并加上适当外框线帮助图面的阅读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希望针对色觉障碍者的生活需求提供为介面

设计的依据，实验以质性研究之半结构访谈法(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进行，藉由前期目标族群的访谈，

分析与了解使用者生活中对于色彩资讯的问题的各种情

境，以及现阶段如何解决色彩感知问题，从各个角度面

相进行探讨，在实验设计辅以图卡设计、问卷量表帮助

使用者回答与想像，最后测试一款现有的色彩辅助

APP，探讨其使用者经验，作为之后应用程式开发的参

考准则和发展方向。 

实验对象 

本实验受测对象为绿色弱者(Deuteranomaly)八名，为较

常接触智慧型手机 20 岁到 33 岁的使用者，由于色弱在

遗传基因上男性比例比女性多，故以皆为男性受测者，

且皆无使用过色彩相关辅具系统之经验。 

实验內容 

过程中以一对一方式进行，访谈前几天先请受访者回想

关于色彩资讯不方便的经验与情境，实验共计 70 分钟
。前 10 分钟说明实验目的、流程、填写問卷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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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录音纪录的同意，使用(Steward, 1989)中的问卷设

计，开始暖身问题的访谈，中间 30 分钟进行深度访谈

，列举所有平常生活关于色彩资讯之经验。后 30 分

钟：使用图片辅助回想情境、询问使用智慧型手机的相

关使用者经验，再请受测者使用相关辅助 APP。 

实验结果与讨论  

发现受访者在食、衣、住、行、育、乐各个层面，皆会

产生不方便的情况，例如在厨房烹饪时无法判断生肉熟

了没；买菜时无法判断番茄、橘子等蔬果的成熟状态；

买衣服时一定会请朋友或家人陪同选购及搭配；在户外

长时间晒太阳时，会不小心晒伤了；皮肤红疹的状况比

较难以判断；在看地图时会因为颜色太相近，而产生资

讯模糊不清难以阅读的状况；学校上课时，黑板上用红

色的粉笔写字会降低阅读性等等问题。 

根据使用者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受访者会因为社会化的

缘故与同侪间的比较，让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容易跟随

大家的意见，对于这样的状况也采取较消极的态度，在

辨识色彩会选择逃避或被动。而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

可以利用嗅觉、触觉、形状等等其他感官知觉调适，但

大多状况下仍无法自行判断。以下归纳整理出以智慧型

手机作为随身装置时，使用者可以借此解决的情境： 

1. 购物逛街时，藉由相机功能吸取当时物品的颜色，故

命名为 Color Meter，告诉使用者颜色的名称并说明颜色

的心理感受，进一步连结手机中的相簿，将颜色与使用

者每天的生活经验做串联，对于颜色更能够想像，将解

决色觉障碍者日常任务中所遭遇的问题。 

 
圖 1. Color Meter，左图为绿色盲眼中的世界。  

2. 阅读有色彩资讯地图时，将色彩校正为色弱者较容易

阅读与分辨的颜色，故命名为 Color Enhancer。 

 

圖 2. Color Enhancer，左图为绿色盲眼中的世界。  

3. 购买蔬果时需要由色彩判断成熟状况或是需要寻找某

个颜色的物品时，可利用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的方式将色彩以形状以及材质的方式重新呈现，並以色

相环方式选择颜色，将其命名为 Color Seeker。 

 

圖 3. Color Seeker，左图为绿色盲眼中的世界。  

以上三大情境為 APP 的主要概念與使用者經驗设计。 

结论与未来工作 

色觉障碍者在生活中常需要朋友的协助完成日常生活中

的任务，藉由使用者访谈与实验得知，他们会遇到的问

题广泛存在于各个层面，会因为需要朋友的协助而降低

自信心，若手机能取代朋友辅助辨识色彩的角色，将能

够重建其生活上的自信心。 

本研究未来将完成一款针对色觉障碍者开发的 APP，将

对本介面设计进行评估与使用性测试。未来可建立色彩

通设计的一套颜色与形状的标准系统，应用在标示、包

装、地图等各个环境层面，并且以提升系统的使用者经

验为最终目标， 达到电脑与人更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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