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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活中有许多讯息是靠声音來传递，包含了我们生活日

常的用语、沟通、提醒的装置、振铃等，特别是与危机

还有警戒有关的器具，都因为声音提供警讯而显得重

要，但听障人士因生理之残缺而导致无法正常获取这些

声音的提示讯息；为了探索听障者在生活对这些讯息的

提示需求，是否能运用智慧型手机，根据不同提示方式

以及方便性与适合性来进行设计，所以本研究透过使用

者经验进行研究、设计与测试三阶段，找出让听障者需

求的辨識讯息方式，提出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的设计，

并验证该程式的可行性。本研究所提出的生活协助应用

程式(以下简称 iListen )，透过智慧型手机作为听障者日

常生活沟通、侦测与提醒的辅具，经过测试后的访谈中

发现，运用智慧型手机作为听障者随身提醒的方式，对

听障者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辅助方式，尤其是对不适用助

听器的听障者来说，方便性与可适性也比起以往的辅具

轻松，智慧型手机的应用也让听障者随时可以使用，同

时也给予了听障者可独立自主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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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動機 

生活周遭有许多讯息，是透过五感来感觉与辨识，「听

觉」虽然不及视觉来的重要，但在感官上亦是重要的讯

息器官。听觉辅助我们对于讯息的接收与反应的协助，

甚至在视觉讯息不足时，成为我们辨识周围环境的一大

途径。根据观察听障者发现，可独立自主的听障者依然

可以透过手机来与其他人做联络与沟通，现今流行的智

慧型手机与传统手机不同的是，有着高运算处理的能

力，透过应用程式的配合可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功能应

用，却还未见可提供听障者协助的应用程式产生。故本

研究将透过访谈听障者，并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使用者

经验，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找出适宜的设计方针

与目标，并透过 APP 作为设计的媒介，提出有助于听

障人士在生活中沟通与声音警示的 APP 介面设计。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为探索听障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可透过随身携

带的智慧型手机配合应用程式的设计，成为协助听障者

改善生活的工具。以下为本研究的目标： 

1. 了解听障者生活上所需求的提示及警告类别。 

2. 提出听障者辅助日常生活之最佳互动介面的 APP。 

3. 透过访谈评估测试方式來验证 APP 设计的效果。 

聽障者身心特質 

由于其障碍狀况，导致他们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特

质，容易聚集在一起，彼此提供归属感与自信心、进而

形成了聾文化 (胡永崇，2000)，听障者的认知功能，仅

一些和听觉有关的认知较差，例如：电话声、鸟叫声

等，无法听到或听不清楚，学习成果较差，不过听障者

会改以视觉观察來弥补听觉缺憾，重视用视觉來观察

(叶重新，2004)。 

使用者經驗 

Peter Morville 于 2004 年，发现了一个来说明使用者经

验方面的图表，尤其是帮助客户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超

越可用性的需求，并列出了 7 项使用这经验原则：有用

性 （ Useful ） 、 可 用 性 （ Usable ） 、 需 求 性

（ Desirable ） 、 价 值 性 （ Valuable ） 、 可 信 性

（ Credible ） 、 通用 性 （ Accessible ） 及 可 发 现 性

（Findable）。 

使用者經驗研究 

由于听障者有着群聚的心理特质，加上教育的程度相较

于听人略为困难，在表达能力的描述上相对欠佳，所以

采用焦点族群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作为研究调

查的方式之一。以下是使用这经验研究所得的结果： 

1. 从访谈中发现，听障者在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听障者在生活中的行为与听人并无差异，所以 APP

只需针对特殊情况设计。 

2. 而辅具在近几年来都未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新型的视

觉型辅具依然有可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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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听障者也认为，使用智慧型手机作为媒介，提供生活

帮助是有帮助的，所以本研究以智慧型手机为基础。 

使用者經驗設計 

本研究根据焦点族群访谈所得的结果，把听障者生活上

的问题点加以归类，从听障者描述的生活作息中取得可

以解决的项目。将听障者在生活上面临的问题与欲解决

的项目加以分类，让功能能更符合听障者的需求，最终

设计的 APP 介面如下图 Figure 1，将利用本研究所设计

的 APP，作为测试听障者透过智慧型手机作为辅具的可

行性探索。

 

Figure 1. iListen APP 介面設計與功能分類 

iListen 透过视觉化的辅助，提供听障者语音文本转换的

功能；透过视觉化提醒，辨识环境声音讯号的功能；透

过 GPS 在搭乘大众运输时给予提醒；以及紧急救助的

功能，让听障者给予本研究设计的使用者经验回馈。 

目前 iListen 已供线上下载，可由连结前往下载网页：

http://www.samsungapps.com/mercury/topApps/topAppsDetail

.as?productId=000000497255 

使用者經驗測試 

透过应用程式 iListen ，本研究找来 13 位听障者，年龄

介于 23~55 岁之间，皆为重度听障者，其中包含使用智

慧型手机的专家与生手。以质化访谈的方式，分别探讨

在「过往经验」与现今「使用 iListen」的使用者经验差

异。首先，访谈先调查听障者在生活上的经验，其次介

绍 iListen 与指导使用方式，在熟悉后给予听障者操作的

指令，并在实验完成后问其心得与建议。 

综合访谈的结果，听障者认为 iListen 确实提供了新型态

的辅助方式，尽管在使用者经验测试时，听障者认为

iListen 还有可改善的空间，但听障者皆对于智慧型手机

成为生活辅具的未来与适用性感到满意，下面提出几点

为本次使用者经验测试所得的结果： 

1. 因为听障者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种类多样，所以智慧

型手机搭载应用程式的辅助方式与多样性，对听障者来

说是非常适用的。 

2. 因为 APP 以视觉化的辅助方式出现在智慧型手机

上，听障者认为拓展了智慧型手机的使用方式，所以增

加了听障者购买智慧型手机的意愿。 

3. 应用程式设计成辅具，可让不同听觉障碍程度的听障

者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提供不同的辅助方式。 

結論與建議 

iListen 的设计可以让听障者安装于智慧型手机中随身携

带，只要拿出手机便能进行各项协助，在使用上比起以

往的辅具更适用于日常生活上的需求。因此，透过应用

程式设计视觉性辅助的 APP 对听障者来说，是可以带

来不同于过往的辅助。透过实机的操作任务与访谈可以

显示：听障者认为 iListen 语音沟通可以使听人可以直

接透过口语的方式让手机辨识，并立即转换文字使听障

者了解，确实提供了有别于纸笔沟通的传统方法，即使

听人不懂得手语也能与听障者沟通；到站叫我可以使听

障者在旅途中获得放松的搭乘体验；讯号监听的功能能

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安全，开车时更能注意到救护车的来

临，甚至是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自己可以透过讯号监

听达到自身提醒的帮助；最后，紧急求助虽然不是经常

使用的功能，但可以让听障者有一个方便求救的工具。 

未來展望 

在使用 iListen 的过程中，听障者发现了 APP 能够带来

许多生活上协助的可能性，认为科技的发展已经可以提

供了与过往不同的辅助方式，也期望智慧型手机成为生

活辅助工具的应用能越来越多，可根据自身的需求下载

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式，让他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独立自

主。所以在未来，也期望更多研究者可以探寻 APP 的

可能性，不只针对听障族群，更能拓展到不同障别的生

活辅助，甚至是教育学习方面的应用。未来的研究还是

专注于智慧手机对于听障者的协助，透过人机互动的设

计，强化其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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