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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色覺障礙者平均比率為總人口的 8.44%，生活中因為失去接收色彩的能力，而造成諸多不

便的地方，為了改善色覺障礙者的日常生活經驗，本研究透過訪談法瞭解色覺障礙者於生活上

的各種問題與需求，進行深度探討與分析，並歸納幾個主要情境，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念，

透過智慧型手機之相機功能，結合影像處理與擴增實境將重新呈現色彩，有效幫助使用者分辨

顏色，最終目的是為了讓色覺障礙者能夠建立自信心，獨立完成生活任務，研究結果發現三項

設計需求，將作為研究假設並進行後續驗證：（1）色覺障礙者需要一個檢測顏色的隨身工具，

並且建立色彩與意義間的連結；（2）需要一個可以增加色彩對比的濾器；（3）需要一個將色彩

以形狀方式重新呈現的工具。 

 

關鍵詞：色覺障礙者、訪談法、智慧型手機、介面設計  

一、前言  

視覺是人類最主要的感知接收來源，生活中

接收各式各樣的視覺資訊，人眼主要接收的視覺資

訊包含文字、形狀、材質等，眼睛具有分辨物體形

象的型態覺、辨識顏色的色彩覺、感測出明暗強弱

的光線覺，三種重要的感知層次，缺一不可，其中

色彩覺更是一個眼睛接收的組成要素。色彩之於人

類，能夠幫助我們分辨物體的資訊，應用在生活中

時，不同的波長在空間中呈現多樣的資訊與警示。 

色覺障礙者在生活中少了顏色的資訊接收，

因為色彩感知的狀況不同，會發生許多不方便的時

刻，比如逛街時買錯衣服顏色、襪子穿錯顏色等等。

這些日常生活的任務對他們來說需要時常透過詢

問他人來獲取資訊，這也讓色覺障礙者在生活中時

常需要別人的幫助，因此在心理狀態上會產生先天

性條件不足的自卑感，而在面對色彩時，常選擇逃

避或因無法正常閱讀色彩而遭遇失落感。市面上雖

然有關於色覺障礙者相關的輔具，但使用率不高，

且各式產品或標示中很少注重色彩通用設計準則，

因此色覺障礙者在生活上的問題是一直以來被忽

略的一件事情，值得審慎思考。 

在現今生活中，智慧型手機已經成為一種趨

勢與潮流，人的生活與行動裝置分不開，漸漸朝向

智慧生活的整合，本研究以色覺障礙族群為出發，

結合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User-Centered Design）
進行色彩重新呈現的需求探索，將資通訊科技與生

活需求融合，透過科技輔以協助，讓手機代替呈現

生活失去的顏色感知系統，讓人生活更便利。 

二、文獻探討  

2.1 色覺障礙者簡介  
色覺障礙者（Color Vision Deficiency）是指無

法正確辨認部份或是全部顏色的缺陷狀況，生理上

色彩感測或色差處理機制發生病變而導致色覺異

於常人，也就是俗稱的「色盲」（Color blindness）
與「色弱」（Color Weakness）。色盲與色弱大部份

屬於遺傳性基因，與 X 染色體上含有色覺障礙的

隱性基因有關，故其中比例又以男性居多，少部份

色盲則是因為眼睛、視神經或是與腦部損傷有關係

（Nathans, Thomas & Hogness, 1986）。人眼分辨色

彩的能力是藉由視網膜中心分佈的錐細胞接收光

源後，分別由紅、綠、藍錐狀細胞感知短波長、中

波長與長波長波長的色光（王滿堂，2004），光線

經過三種錐細胞吸收後產生神經訊號，進而形成對

於色彩的知覺（尚景賢，2009）。 

色覺缺陷因為欠缺了分辨某些波長的感應顏

色視錐體細胞，所以患者容易分不清楚相似波長的

色相（例如紅色與橙色），或是色彩明度相似的顏

色（例如白色與黃色）。色彩障礙者往往無法發覺

自己對於顏色的感覺程度與一般人不同，他們甚至

有時候仍然能夠正確稱呼自己所看到的色彩，但卻

不知道其實自己看到的顏色與一般人並不完全一

樣（王滿堂，2004）。 



 

 

色覺障礙者的類型可以分為以下幾種（Neitz 
M. & Neitz J.，2000）： 

表 1. 各類型色彩知覺障礙原因以及佔全球人口的比例

（Jefferson & Harvey, 2007） 

色彩知覺障礙類型 成因 全球人口比例 

單色型色覺（Monochromacy） 

全色盲 錐狀細胞缺失 極少 

雙色型色覺（Dichromacy） 

A. 紅色盲

（Protanopes）  
L 錐狀細胞缺失 

♂:1.0% 

♀:0.02% 

B. 綠色盲

（Deuteranopes） 
M 錐狀細胞缺失 

♂:1.1% 

♀:0.1% 

C. 藍色盲

（Tritanopes） 
S 錐狀細胞缺失 極少 

三色型色覺（Trichromacy）  

A. 紅色弱

（Protanomaly） 
L 錐狀細胞異常 

♂:1.0% 

♀:0.02% 

B. 綠色弱

（Deuteranomaly） 
M 錐狀細胞異常 

♂:4.9% 

♀:0.04% 

C. 藍色弱

（Tritanomaly） 
S 錐狀細胞異常 極少 

色彩障礙通常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也沒有

顯著性的外表差異，所以經常會被忽略，甚至將這

類的障礙者當作一般人看待，若能夠幫助他們在生

活中辨識色彩的能力，是一項值得重視的議題。 

2.2 生活型態探討與分析  
在適當的顏色及亮度對比下，可以讓視覺缺

陷者看得更清楚。Wurm, Legge, Isenberg, 及 Luebker

（1993）強調提高物體與環境的色彩差異的確可以

提昇我們對物品的辨識度，但色彩的可讀性與色彩

對比有密切的關係，比如對紅色盲來說，閱讀黑板

上的紅色粉筆時，即會使資訊閱讀性降低。  

台灣許多公共設施都沒有做到無障礙色彩通

用設計，特別是關於警示燈等重要資訊告知，使用

的顏色若無法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可能會讓使用者

產生觀看時的錯誤或危險，例如臺北市捷運系統雖

然為普遍的交通工具，站內站外空間不乏許多無障

礙設施，對殘障人士非常便利，但關於與色彩相關

的通用設計仍不完全，包含站內捷運地圖、路線圖

等，沒有專門為色覺障礙者所作的區別，如圖 2-1。 

 

圖 1. 捷運路線圖：左圖為一般人所觀看的結果；右圖為

紅色盲者觀看的結果（臺北捷運公司，2012） 

色覺障礙者有時會不曉得自己患有色彩障礙，

或是發現時機很晚，在判斷顏色的經驗中，如果顏

色沒有非常複雜時，可以藉由經驗、材質、邏輯等

環境因素判斷而猜測顏色的種類等，此種辨色能力

是經由長時間的生活經驗得來的。例如圖 2-9 中的

紅色成熟草莓，在紅色盲者眼中看來紅色草莓為

「土黃色」，因此將土黃色定義為大家口中的「紅

色」；但若遇到尚未成熟的綠色草莓，在紅色盲眼

中看起來為「黃色」，因此會認為自己眼中的黃色

就是大家眼中的「綠色」，並且認為自己觀看色彩

的狀況和大家沒有不同，但是草莓成熟與否，對紅

色盲來說並無法確實辨認。 

 

圖 2 紅色盲眼中的草莓 

2.3 現有輔助用具發展  

目前針對色覺障礙者生活之相關用具及軟體

所設計的解決方案，大多只能針對色彩補正，無法

矯正，像是穿戴色盲隱形眼鏡以及色盲眼鏡，且此

類輔具並不是非常普及。 

在智慧型手機上，市面上目前已有幾款輔助

色覺障礙者所設計的 APP，但都僅限於辨色的基本

功能，大多為結合相機功能與檢色器技術，例如 
Color Helper 此款手機應用程式能夠呈現畫面顏色

的資訊，將畫面中檢色器拖移至想知道的物品上，

即顯示顏色名稱及色彩組成等，介面操作畫面如圖

4 所示。 

 

圖 3. Color Helper 應用程式畫面 

2.4 色彩通用介面設計  
日本成立通用色彩協會（Color universal design 

organization, 簡稱 CUDO），此組織主要為針對解

決色彩知覺障礙者建立在色彩上的通用標準，讓不

同色覺程度的人都容易辨識與使用物件，要達到色

彩的通用準則常用的方式為： 

在介面設計時，以圖面不雜亂的情況下，可增

加使用線條、形狀、材質、文字與圖案來輔助色盲



 

 

族群取得色彩資訊，列舉以下作為範例： 

1. 增加外框輔助：避免使用色弱者無法分辨的色

彩，或是在設計時增加外框。 

2. 增加形狀輔助：在介面上增加形狀的辨識元素，

也是一種解決方案，如此可以提昇整體介面識

別性，降低使用的挫折感。 

3. 增加材質輔助：當使用色塊呈現資訊時，可以

使用材質並加上適當外框線幫助圖面的閱讀

性。 

三、研究方法步驟與分析  

本研究目的希望針對色覺障礙者的生活需求

提供為介面設計的依據，本階段研究方法為質化使

用者訪談，第一次使用者訪談以瞭解色覺障礙者在

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問題進行廣度瞭解，藉由前期目

標族群的訪談，分析與瞭解使用者生活中對於色彩

資訊的問題的各種情境，以及現階段如何解決色彩

感知問題，從各個角度面相進行探討，包含食、衣、

住、行、育、樂等生活經驗，全面性瞭解使用者在

各個場域中的需求，前期主要實驗目的為廣度探索

問題。統整第一次訪談結果後，第二次使用者經驗

研究目的為針對幾個主要情境做深度訪談，並且修

正第一次訪談架構，在訪談中發現受訪者對於生活

中的情境回想有困難，因此在實驗設計中加入圖卡、

問卷量表作為訪談的輔助，以及測試現有 APP 作

為之後應用程式開發的參考準則和發展方向。  

1.1 研究方法  
第一次實驗以質性研究之半結構訪談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行焦點訪談，第二

次實驗輔以問卷與圖卡來輔助深入訪談，並請受訪

者測試現有智慧型手機上的色彩輔助應用程式

「Color Helper」，探討其使用者經驗，透過有目的

性的談話活動中聚焦於特定主題上，並且不侷限使

用者的答案，遵循實驗步驟架構進行研究。 

3.2 實驗對象  
本實驗受測對象為色弱者八名，皆為先天遺

傳成因，年齡分佈為 20 歲到 33 歲，主要對象為學

生年輕族群，較常接觸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由於

色弱在遺傳基因上男性比例比女性多，故以男性受

測者為主；皆無使用過色彩相關輔具系統之經驗；

色弱狀況皆為位紅綠色弱。 

3.3 實驗流程  
本階段實驗目的以瞭解色覺障礙者在生活中

遭遇的問題。訪談過程中唯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

談前幾天會先說明實驗目的，請受訪者回想關於色

彩資訊不方便的經驗與情境，並與受訪者約定時間

與地點。訪談架構設計總共有三階段，如表 1。  

表 2. 第一次實驗內容設計 
 

訪談流程  訪談時間  實驗內容  

1 10 分鐘 

自我介紹，說明此次實驗目

的、流程，請受測者填寫基本

資料，並徵詢錄音紀錄的同

意，開始暖身問題的訪談。 

2 30 分鐘 進行廣度探索，列舉所有平常

生活關於色彩資訊之經驗。 

3 20 分鐘 詢問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相關使

用經驗。 

第一次使用者訪談後大概對於色覺障礙者在

生活中所遭遇的所有情境有所瞭解，因此在第二次

訪談順序 2 的過程中加入（Steward, 1989）中的問

卷設計，內容分為日常、交通、工作三個部份。  

進行第一次使用者訪談後發現大部份受訪者

對於生活中的情境回想有困難，所以在實驗設計上

針對這部份進行修改，在訪談順序 4 中加入情境圖

卡的設計，先請使用者投射自身經驗於圖卡中的情

境，回想生活中因為色彩而產生困擾的經驗，引導

及啟發受訪者回答，此實驗內容中的圖卡設計可以

針對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同，而激發起不同的日常

狀況，利用圖卡賦予的想像力增進回答的豐富程

度。 

在訪談順序 6 中加入現有色彩輔助 APP 的測

試，現階段以 Color Helper 作為實驗操作範本，目

的為發現使用者對於使用介面時面臨的問題等，並

且瞭解使用者期待的功能或感覺，對於往後設計提

供參考依據。修改後的實驗設計如表 2，並將訪談

時間延長至 80 分鐘。 

表 3. 第二次實驗內容設計 
訪談流程  訪談時間  實驗內容  

1 10 分鐘 

自我介紹，說明此次實驗目

的、流程，請受測者填寫基本

資料，並且徵詢錄音紀錄的同

意，開始暖身問題的訪談。

  

2 10 分鐘 請受測者填寫「色覺檢測及日

常生活經驗問卷」。  

3 30 分鐘 進行深度訪談，列舉所有平常

生活關於色彩資訊之經驗。 

4 10 分鐘 必要時使用圖片輔助回想情

境。  

5 10 分鐘 
詢問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相關使

用者經驗。 

6 10 分鐘 給 受 測 者 使 用 相 關 輔 助 型

APP。  



 

 

四、實驗結果與討論  

根據實驗提出的問題與訪談對象的回答，將

兩次訪談結果統整後，歸納出色覺障礙者在生活層

面的問題與需求。 

結果一：色盲／色弱在生活上因為無法判斷

色彩而產生不方便的地方，將受訪者回答內容以食、

衣、住、行、育、樂綜合分類整理如下： 

食：在廚房烹飪時無法判斷生肉熟了沒；市

場買菜時無法判斷番茄、橘子等蔬果的成熟狀態。 

衣：買衣服時一定會請朋友或家人陪同選購

及搭配；因為害怕搭錯顏色，在意別人的眼光，所

以衣服大部份只選擇保守基本款的黑白灰色調；襪

子也會常常穿錯顏色，所以買同樣的款式與顏色。 

住：在戶外長時間曬太陽時，有時候會不小

心晒傷了；皮膚紅疹的狀況比較難以判斷。 

行：因為先天因素無法開車，也會憧憬能夠

開車的家庭生活；紅綠燈雖然無法在短時間內看出

顏色，但都是由位置判斷號誌變化；有時候在看地

圖時會因為顏色太相近，而產生資訊模糊不清的狀

況。 

育：從小因為色彩障礙關係，同學會投以異

樣的眼光，或是一直拿這件事情開玩笑；小時候在

學校上課時，如果老師在黑板上用紅色的粉筆寫字

會降低閱讀性；在上美勞課時，因為無法判斷色彩

筆的顏色，上色時會畫的和同學不一樣，後來會在

色彩筆上直接貼上顏色的名字；上化學課時，會因

為溶劑顏色判斷錯誤導致實驗結果與別人不同；會

因為先天條件的因素，不敢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系。 

樂：相對於一般人，色彩帶給人的情感層面

認知狀況會有困難；打撞球時無法判斷顏色；看球

賽時分辨隊伍。 

結果二：在無法判斷顏色的情況下，他們經

常使用其他感官作為判斷的輔助，例如挑選水果使

用手觸碰感覺、用嗅覺聞味道，在光底下物體的反

光、材質種類等等依據，但若像是藥丸、花朵、皮

膚狀況等等情境，則仍會有產生混淆的問題產生。 

第二次實驗問卷中呈現受測者日常遇到的狀

況描述，依照嚴重程度排序分類後，與 Steward 的

實驗結果進行參考與比較，將每一部份的結果依照

發生的頻率整理於下，越前面者發生頻率越高： 

A. 日常生活：（1）曾在選擇衣服、配件、褲子、

傢具、壁紙、椅子、摩托車等的顏色時感到困

難；（2）在根據肉的顏色來判斷生熟狀況時，

曾感到困難；（3）在根據顏色判斷水果或蔬菜

是否成熟時，曾經感到困難。 

B. 交通部份：（1）對於判別交通號誌曾感到困難；

（2）在路上有路燈照明的情況下，對於判別交

通號誌是否曾感到困難；（3）曾經對於看清車

前的煞車燈而感到困難。 

C. 工作部份：（1）認為色覺的問題有影響你選擇

科系或職業；（2）曾因為色覺的問題而曾被某

些科系或工作拒絕；（3）在每天的工作或學業

中，有遭遇到顏色辨識上的困難。 

結果三：給受測者使用現有 Chromatic Color 

Helper 現有 APP，並請他們完成拍攝照片與檢色的

任務，四位受訪者皆執行成功，並且認為有這樣的

工具非常驚訝，也會願意使用類似幫助他們的工具，

但對於如何應用的層面則有所疑慮。 

1. 正向的使用經驗：使用者都表示有這樣的

輔助 APP 覺得相當好用，可以用來隨身檢測顏色

的工具，表示有這樣的需求。 

2. 應用層面不夠廣泛，較適合專業領域上的

使用：此款 APP 針對檢測顏色的功能做設計，但

受測者提到感覺比較適用於設計工作者，比如說需

要知道某個顏色的 CMYK 時，日常生活反而實用

度沒有這麼高。 

3. 希望能夠增加顏色資料庫：希望可以知道

曾經使用過的顏色有哪些，而且可以加入我的最愛

等等。 

4. 環境光源的限制：需要克服使用者所在的

環境問題做調適，為先天上硬體的限制。 

根據兩次的使用者經驗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

會因為社會化的緣故與同儕間的比較，讓他們在做

決定的時候會容易跟隨大家的意見。在他們的生活

經驗中，雖然學會了一套分辨的方法與準則，利用

嗅覺、觸覺、形狀等等其他感官知覺調適，但對於

某些狀況下仍然會有無法自行判斷的情形。以下歸

納整理出以智慧型手機作為隨身裝置時，使用者可

以藉由此工具解決的情境： 

1. 生活部份：自行購物或買別人的禮物選擇

顏色時。 

2. 交通部份：閱讀有色彩資訊地圖時。 

3. 生活部份：購買蔬果時需要由色彩判斷成

熟狀況。 

 

工作部份若要使用智慧型手機作為媒介較困

難，將著重於生活以及交通部份。以上三大情境可

作為往後設計上的主要需求及 APP 設計的參考。  



 

 

五、討論  

根據以上的分析，未來欲設計一款針對色覺障

礙者開發的 APP，希望以手機上的相機結合影像處

理技術，以擴增實境的方式將色彩以形狀以及材質

的方式重新呈現，解決色盲與色弱者在日常生活任

務中所遭遇的各種問題，並且以提昇系統的使用者

經驗為最終目標。本研究針對三大情境進行假設，

作為日後設計研究的驗證。 

1. 生活部份：自行購物或買別人的禮物選擇

顏色時，藉由相機功能夠吸取當時物品的顏色，告

訴使用者顏色名稱並說明色彩的心理感受，進一步

連結手機中的相簿，將顏色與使用者每天的生活經

驗做串聯，讓他們能夠「感受」到顏色，將解決色

覺障礙者日常任務中所遭遇的問題，故命名為

Color Meter。 

 

圖 4. Color Mater，左圖為綠色盲眼中的世界 

2. 閱讀有色彩資訊地圖時，將色彩校正為色

弱者較容易閱讀與分辨的顏色，故命名為 Color 

Enhancer。 

 

圖 5. Color Enhancer，左圖為綠色盲眼中的世界 

3. 購買蔬果時需要由色彩判斷成熟狀況，以

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的方式將色彩以形狀

以及材質的方式重新呈現，例如將紅色以「火」的

方式做連結，並可以色相環方式選擇顏色，將其命

名為 Color Seeker。 

 

圖 6. Color Seeker，左圖為綠色盲眼中的世界。 

本研究假設此系統能夠幫助色覺障礙者生活

上的使用經驗，將提昇效能、效率以及滿意度三大

使用者經驗準則，作為日後的研究驗證。 

色覺障礙者在生活中常需要朋友的協助完成

日常生活中的任務，藉由使用者訪談與實驗得知，

他們會遇到的問題廣泛存在於各個層面，會因為需

要朋友的協助而降低自信心，若手機能取代朋友輔

助辨識色彩的角色，將能夠重建其生活上的自信心。

本研究未來將完成一款針對色覺障礙者開發的

APP， 並且以提升系統的使用者經驗為最終目標，

達到電腦與人更好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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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with Color Vision Deficiencies (CVD) account for about 8.44%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The lack of capability to distinguish certain colors causes problems on daily lives, such as 
mis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colored maps or signs, unable to identify immature fruit or raw meat, 
etc.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discover different kinds of problems that could be resolv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ing interview. The proposed solution is to utilize smart phones combining 
with image processing and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ies to establish a user-friendly APP that helps 
alleviate the obstacles encountered by people with CVD. The results presented three of the most 
required features for the APP. The first was to recognize colors, which were confused to them. The 
second was to remap the colors on maps or signs for better readability. The last was to be able to 
identify a specific color using different assistant pattern-matching technologies.     

Keywords: Color Vision Deficiencies, Interview, Smartphone, User Interface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