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糖尿病饮食纪录结合实境与社群设计于智慧型手机 

之使用者经验探索 

Shuang-Yu Tsa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R.O.C.) 
shuangyutsai@gmail.com   

+886-926-640658  

Hsien-Hui T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R.O.C.) 
drhhtang@drhhtang.net 

+886-2-27303278 
 

ABSTRACT 
因为近年来国人饮食习惯的西化，很容易导致饮食过量

或摄取过多高热量，再加上现代人容易超时工作与压力

的产生，长期之下造成持续性的紧张与不规律的生活作

息，都有可能导致身体器官代谢失调，成为现代社会容

易罹患糖尿病的高危险群。糖尿病本身是一种慢性疾病，

所以想要长期维持良好的血糖控制，对糖尿病患者而言

是长期性的挑战目标。因此，本研究将透过使用者经验

研究去发掘糖尿病患者之问题与需求，提出设计假设，

设计以糖尿病饮食纪录结合真实环境以及社群功能之手

机应用程式，最后经由使用者测试与验证之结果，探索

使用者经验的过程，期许作为日后欲开发糖尿病饮食相

关程式之使用者经验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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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目前糖尿病仍是一种无法治疗痊愈的慢性疾病，但是可

以藉由饮食、运动、药物治疗来控病情[1]。「饮食」是

糖尿病控糖计画中非常重要的控制因素，重要性甚至大

过于运动、血糖监测和其他药物项目。而糖尿病患在饮

食的部分主要是以正常饮食为基础，从饮食中调整其热

量、蛋白质、糖类及脂肪的摄量，达到控制血糖正常范

围与避免或延缓并发症发生的一种饮食习惯[3]。此外，

当病患面对疾病时，其态度与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情绪与

社会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医疗计画与健康管理决策。

所以开放式的社会意识，可以让使用者了解他人和自己

的决定，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行动健康设计原则[2]。 

在前期的使用者经验研究阶段，本研究深入访谈了六名

糖尿病患者，观察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监测记录项目中，

最容易影响血糖高低的因素是饮食项目，且大多数的糖

尿病患者并不清楚自己每日的饮食份量控制应该是多少。

以及卫教师虽然会教导食物份量计算的资讯，但有时候

资讯过于庞大，也会造成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就忘记，再

加上有时候营养师所教导的资讯跟现实环境有所落差，

所以更需要依照每个人不同环境，来纪录血糖和食物的

关系。再者，当糖尿病患者身为外食族时，即使食物份

量相同，有时候也会因为同样的食物但不同餐厅的烹煮

方式而造成血糖测量的差异；而且外出饮食，只有少部

分餐厅或连锁企业会在菜单或网站上提供完整的营养资

讯，如碳水化合物、热量、份量等，所以糖尿病患者需

要更多完整的在地化饮食资讯。整理以上访谈结果，得

知本研究认为糖尿病患者的记录需求不单单只有血糖项

目，更需要额外的健康管理，才能提升整体血糖的控制

能力，并且依据每位患者的生活环境自订其记录内容，

以及透过方便的工具来帮助糖尿病患者有效率的纪录与

回顾。 

DIEABETES DIET APPLICATION  

 

Figure 1. 糖尿病饮食日志应用程式 

本研究藉由智慧型手机的手机应用程式为设计媒材，以

使用者为中心设计 (User-Centered Design)，并注重控制

血糖的重要因素─饮食，实际完成以饮食结合血糖纪录

的应用程式设计，以下为「糖尿病饮食日志」(Figure 1)

手机应用程式设计之特点: 

1.提供糖尿病患者个人化的「血糖」结合「饮食」记录。

针对饮食和血糖的纪录，来帮助患者厘清本身的食物份

量，辅助需要以饮食控制血糖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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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藉由行动装置结合「地图记录」，建立自我饮食资料

库。将记录结合真实环境，建立个人化的资料库，降低

复杂的食物份量计算，借此学习调整每餐的分配，并提

升血糖控制力。 

3.增加「糖尿病饮食社群」，藉由他人经验来协助自己

控糖。控制血糖是长期性的计画，为了让糖尿病患可以

彼此交流饮食经验，应用程式设计上加入了社群功能，

使用者可透过其他糖尿病患者饮食经验的社群分享，帮

助隐性的病人寻求资源和协助，集结患者之间相互鼓励

与支持的力量，并整合糖友之间对于饮食控制的资讯。 

EXPLORATIVE STUDY 
本实验 (如 Figure 2 所示) 共邀请 13 位受测者，分别为

男性 7 位，女性 6 位；第一型糖尿病患者有 9 位，第二

型糖尿病有 4 位。年龄层分布范围在 16~60 岁之间的糖

尿病患者，且每位受测者皆拥有个人的血糖机和测量血

糖与纪录的经验。实验方式以质性之半结构访谈(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与量化问卷填写两种研究方式共同

进行，期盼本研究结果可以更深入探索使用者经验，了

解使用 APP 前后的经验差异性，并分析实验结果与提

出改善方案。实验流程设计共分为二次，第一次实验主

要是针对受测者现有血糖纪录之使用者经验进行评量，

在第一次实验与第二次实验之间，受测者将进行一周的

应用程式测试。并于第二次实验，探讨受测者使用应用

程式后的经验与感受进行评量。 

Figure 2. 使用者测试 (a) 实验设置 (b) 收集问卷 

Results 
从访谈与实验结果得知，大部分受测者认为透过智慧型

手机自然介面的操作方式，糖尿病饮食日志提供的功能

和纪录选项，可以帮助使用者快速点选并完成纪录目标，

以及利用拍照可减少对食物的描述输入且完整呈现食物

资讯；分析前测与后测使用糖尿病饮食日志的差异性，

其量化结果显示以使用糖尿病饮食日志的纪录方式可以

检视与检讨饮食内容对血糖的影响大于受测者现有的纪

录方式，以及使用糖尿病饮食日志可以帮助提醒糖尿病

患者该注意食物优于透过纸本或是血糖机的纪录。在回

顾纪录中，多数受测者表示会注意食物项目右方的哭脸，

因为哭脸食物是本身应该注意的食物，借此调整日后的

这一类的饮食，而饮食结合地图的记录是一项特别的纪

录方式，可查询自身饮食纪录的资料库；再者，受测者

也表示社群饮食地图可以作为参考用途，并且可以分享

自身的经验给其他糖尿病友；针对「糖尿病饮食日志」

系统使用性尺度量表分析，统计结果得知平均数为

74.42，最大值为 87.5，最小值为 60，受测者对于此手

机应用程式的使用性偏向适用与满意的观感。 

CONCLUSION AND FUTURE WORK 
「糖尿病饮食日志」应用程式的设计提供建议每日食物

摄取份量，可以协助糖尿病患者分配一日食物份量的参

考；在饮食纪录项目中，利用拍照的功能和纪录项目，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回顾饮食和血糖的关系，且透过照相

可更清楚重现食物的份量和食物项目；糖尿病患者也指

出，以应用程式纪录所呈现的清楚表格和整理分析，可

以协助糖尿病患者与营养师或卫教师进行沟通和咨询建

议；而饮食地图则提供了建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地图日

志，藉由地图定位，记录在不同餐厅地点的饮食项目，

以提供下一次欲吃同一间餐厅的饮食参考比较。最后，

社群地图的功能，原本设定的目标是希望藉由群体的力

量累积对食物与血糖的经验与知识，在使用者经验访谈

回馈上，大部分受测者也给予了正面的支持与认可，但

实际的分享与使用情况并不踊跃，原因包含了资料的数

量过少无法发挥社群的用途，以及资料的准确性造成使

用者的疑虑，未来仍须调整其方向。此外，在介面设计

上，糖尿病患者认为透过笑脸与哭脸的回馈图示与文字

色彩的变化提醒，可以让原本枯燥乏味的纪录过程，亦

增添不少乐趣与生活化。 

本研究透过最后的成果并进行验证假设，累积了使用者

经验与知识，所以针对本研究所设计的应用程式或是未

来欲设计糖尿病饮食控制相关应用程式者，在此提出进

一步修正和后续研究探讨的方向：(1)以社群介入医疗管

理确实可以帮助病人自我管理，但是如何在医疗知识与

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仍需进一步深入分析病人心理层面

与人际关系的研究。(2)要维持长期性的血糖测量与健康

管理，是糖尿病患者的目標也是难题，除了社群介入的

协助，更重要的是自身的认知，未来建议设计相关的应

用程式，可以增加鼓励的回馈(例如:游戏模式，累积点

数等)与外在因素(例如:家人、朋友等)，增加互动性的

乐趣与目标，来激励与保持自我长期监测的行为。(3)建

议未来可以针对不同类型与不同控制程度的糖尿病患者，

设计更详细与多样性的个人化纪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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