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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浮空投影娛樂介面之使用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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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與數位科技的普及，高齡者逐年增加與科技相關商品與介面的互動機
會，許多企業廠商也紛紛投入這龐大的商業市場，其中所伴隨的浮空投影顯示科技，也將不同的
互動顯示介面，產生更多的視覺感受與體驗效果。相關的高齡者福祉研究，也逐漸跳脫單純設計
開發產品的侷限，轉而為結合人性化的「娛樂」與「關懷」的設計服務考量，以提升高齡者的身
心健康、完整的社會參與獨立生活的能力，進而增進高齡者的生活品質。本研究以立體浮空投影
概念所產生的娛樂介面型態，以使用性工程的評估角度切入，探討高齡者生理、心理與認知機能
與其介面使用性之間的關係，並從虛實設計的理論基礎，進行高齡者娛樂互動介面之使用性研
究。透過現有市面上兩款之浮空投影概念的娛樂介面，展示其操作內容，以進一步瞭解高齡者生
理與心理機能的特性，提供適合高齡者使用的浮空投影概念的娛樂互動介面。研究結果顯示，高
齡者對於現有的浮空投影介面所產生出來的視覺感受，感知有正面的評價，且願意嘗試使用，並
希望透過直覺的操作方式，產生良好的娛樂介面使用性。
關鍵詞：高齡者、浮空投影、使用性、介面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Age Lab）”的 Coughlin（1999）教授對於快速
增加的高齡人士所需要的科技產品，則歸納成以下
五項：終生的運輸系統（lifelong transportation）、

高 齡 福 祉 科 技 發 展 的 範 圍 很 廣 ， Bouma

健康的家（healthy home）
、個人溝通系統（personal

&Graafmans（1992）將高齡福祉科技分為四大類，

communication）
、高生產力的工作環境（productive

第一類是 Mobility and Transport：與高齡者行動上

workplace）
、對照護者的支持（supporting to the care

相關的科技發展；第二類是 Communication and

giver）
。而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著重於「個人溝通

Information Processing：是關於高齡者認知上的表

系統」及「娛樂」二大類之整合的發展方向，也是

現以及與其他人溝通上的協助；第三類是

本研究的重心。

Housing ： 是 居 住 環 境 品 質 的 改 善 ； 第 四 類 是
HomeHealth Care Technology：是居家健康照護方
面的科技。之後，Fozard et al.（2000）又加上工作
及娛樂兩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高齡實驗室

退休後的高齡者族群，相對上時間與金錢的
餘度都比其他族群來得寬裕，因此協助如何善用安
排休閒娛樂與退休生活，也成為這熟齡商機的廣大
市場項目之一(林萬億，2005)。俗話說「活到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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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退休後針對興趣學習才藝，電腦科技、影

與懸浮操作，可以適合用來做呈現不同的視聽與影

音娛樂、花藝、數位溝通，都是普遍受歡迎的選項；

音畫面、擬真的數位拍照背景、簡報展示、遊戲娛

除了發展才藝之外，因興趣而結識同齡夥伴，形成

樂、教育用途等等，如強調祖孫共遊的浮空桌遊設

情感交誼的興趣社群，更是這類消費的附加價值。

計，展現貼近於真實 3D 的視覺享受，讓高齡者與

而從美國日本的娛樂產業趨勢發現，高齡人口佔了

虛擬影像進行互動，讓原本運用在大型演唱會的浮

相當大的市場比例，尤其是各項新穎的娛樂互動介

空投影技術，走入一般家庭，其平易近人的模式提

面與科技商品，因為高齡退休族群擁有較高的消費

供高齡者最直接且多元豐富的內容，在高齡化社會

力，較願意為了享受生活而去體驗各項新奇的科

的娛樂市場應用也將成為一股未來趨勢。若能結合

技，也有較大的時間彈性可以透過科技去拓展不同

高齡者與社群間的娛樂互動概念，以社交娛樂媒體

的同齡社群互動。由此可見，在休閒娛樂方面，熟

的虛擬介面將高齡者與社群間的實體介面連結，運

齡族群的確展現了極為驚人的消費與開發潛力。

用空間感知與實體回饋的技術給予高齡者不同的
娛樂體驗，建立一個關懷與娛樂導向的社群網絡互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3D 立體浮空投影技術(3D holographic display)
技術的廣泛應用，讓許多娛樂影音介面逐漸使用浮
空投影的方式運作； 浮空投影技術可以彌補高齡
者因心智退化導致空間認知能力下降，比起一般的
操作介面，浮空投影介面除了可以較直覺地操作之
外，其執行的時間以及會發生的錯誤相對也較少，
對於各年齡層的使用者在操作上都有較佳的使用
績效，因應人口高齡化的趨勢，3D 浮空投影互動
介面設計應考慮高齡者的需求。本研究擬利用福祉
設計的觀點，探究高齡者的需求及分析其在使用
3D 浮空投影技術時，介面應考量高齡者身心機能
的退化，重視其人因、認知及技術等面向的設計，
達到「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 design)」 的
設計理念。所以，從福祉設計的觀點，探討高齡者
使用 3D 浮空投影互動介面的問題與需求為本研究
的目的。本研究嘗試以兩種現有市面的 3D 立體浮
空投影技術的客觀體驗角度切入，從虛實設計的理
論基礎探討高齡者娛樂互動介面之設計。

二、文獻探討
浮空投影(Holographic display)等科技，也都
伴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陸續融入生活，廣泛應

動架構，將可創作更多科技與生活娛樂的介面整合
成果。
如何讓高齡者容易操作相關的虛實互動介面
或減少其操作的負擔，雖已有許多研究提出高齡者
介面設計或虛實互動介面使用性評估的原則被應
用在互動介面設計上；但目前市場上開發的各式各
樣虛實互動介面，在虛實的轉換過程中，高齡者使
用上有許多的問題點存在；其主要的問題有三項：
（1）隨著許多科技被運用在介面設計上，尤其是
虛實共存的互動介面，使得介面過於複雜化，高齡
者（甚至於年輕族群）難於理解與操作使用；（2）
因為高齡者身心機能（如認知、知覺與運動機能）
的衰退，使得高齡者無法正常地操作互動介面；
（3）
高齡者過去沒有使用相關虛實互動介面的操作經
驗，難以過去的經驗轉換操作不同設計概念。此
外，隨著互動介面技術的多元發展與呈現，與本研
究有關的浮空投影與手勢操作的互動軟硬體介
面，必會受到科技概念與多功能形態的影響而改變
其操作介面的形式，也會影響高齡者的介面的操作
與使用性，因此如何從高齡者的生心理機能與退化
特性協助區別虛實共存介面操作概念、資訊架構、
優先順序差異及其互動方式等，以達成最佳的效
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用；許多醫療、生活與娛樂影音介面也逐漸使用此
項科技產生新的運作方式；如透過浮空投影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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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參與觀察與訪談方式進行，受觀察與
訪談對象為樂齡大學之六位學員，此六學員參與過
3 週之電腦基礎科技基本課程，還參加延伸課程，

把一張照片放在觀察者面前一樣，影像中的每一個
部位彼此間沒有相對視差。但如果此時環境不是很
暗，由於觀察者可以穿透玻璃來看見虛像背後的景
物，加上這個虛像是在舞動或旋轉，觀察者就會誤

延伸課程包括有 E-mail、手機 APP 操作、網路相

以為為這是有視差的 3D 影像（所以這個投射器在

簿與即時視訊等網路社群相關應用操作，亦即研究

室內有微弱光線下的視覺效果較佳）。至於螢幕上

希望針對已有受過基本電腦技能教學的高齡者，藉

其他的 3 個影像，由於它們經由反射的光線均無法

以瞭解他們對於浮空投影此項顯示科技的體驗感

抵達觀察者眼睛，因此這三個影像在這個時候是看

受，並瞭解其觀點。

不見的，必須將手機旋轉或是觀察者繞圈走動才能

3.1 研究設備

看見它們。由於觀察者環繞一圈僅能看見 4 個畫面
而非立體的影像，嚴格說來此類浮空投影只能稱為

本研究共採兩款不同的 3D 浮空投影裝置，

"類 3D"。

浮空投影是利用光學反射原理以及人類的感官視
覺，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利用半穿透半反射鏡或
光學透鏡和適當的光線控制，讓手機或是 IPAD 裡
的平面影像達到類似 3D 影像漂浮在空氣中的視覺
效果。並搭配不同的顯示平台(手機與平板)，樣本
一利用組合好的透明塑膠壓克力片以卡接方式其
黏接成一倒金字塔的形狀，做成影像投射器，並放
置於手機上，透過手機播放全像影片內容(生物動
畫和風景影片內容各一)，就能將平面的 2D 影像
轉換成 3D 虛擬影像(圖 1 所示)。
圖 2. 平板電腦浮空投影顯示裝置

四、研究流程
實驗前一個小時，高齡受測者被要求不得從
事相關觀看螢幕的作業，以免有視覺疲勞的產生。
實驗開始前，高齡受測者須先閱讀實驗手冊，確定
圖 1. 手機浮空投影顯示裝置

沒有任何疑問後，接下來受試者進入實驗場域，調
整其自認為最舒適的姿勢與距離，開始不同視覺圖

樣本二為利用 iPad 放到 HoPLAY 浮空投影裝

像的 3D 顯影與體驗。當高齡者體驗 4 種不同類別

置，以 IPAD 前鏡頭感應影像內容，透過平板電腦

圖像後，隨即填寫主觀滿意度問卷，並表達對於兩

播放全像影片內容(人物動畫和風景影片內容各

種不同顯示裝飾的意見與看法。

一)，就能將平面的 2D 影像轉換成 3D 虛擬影像

五、研究結果

(圖 2 所示)，創造虛實整合的影像體驗。
本研究的結果，高齡者對於平板電腦浮空投
上述浮空的影像屬於 2D 平面影像，相當於

影顯示裝置的視覺感受效果，認為是較好的呈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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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高齡族群的視覺變化產生的眩光不適、明視度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ICARCSET 2015).

降低，對於光線較暗的呈現的投影畫面會有眩光之

● Hu, C., Lin, H., & Chen, L. (2016). The effects of

感光度增加，對投影光線畫面調適力較差。所以本

screen size on rotating 3D contents using

實驗認為對高齡者族群而言，觀看浮空投影的文章

compound gestures on a mobile device. Displays,

時影像時，可以考慮光源影像的極性，並遵守設計

41, 25-32

原則以清晰度、美學觀點及視覺舒適性為優先考
量。

● Lee, I., Chen, C., & Chang, K. (2016).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此外，在實驗的過程當中，當高齡受測者在

three-dimensional holography to train the mental

觀看動態投影圖像媒體時，主要認為在於整體立體

rotation ability of older adults. Computers in

感的透視部分，容易忽略了投影的細節效果。高齡

Human Behavior(65), 488-500.

者在接收視覺資訊的同時，若能輔以聲音回饋，可

● Lu, Y., Lee, S. W., Khaw, K., & Du, R. (2016). A

以有效強化投影螢幕的圖像感受。這也說明了投影

360-degree Holographic Display System for

圖像的呈現方式夠過不同載具呈現方式時，必須注

Radiotherapy

意接收資訊的感官是否會因為重疊展現，所造成視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3(13),

覺疲勞與績效的影響。

289-294.

瞭解高齡者生理與心理機能的特性，才能設

Treatment

Planning.

● Shei, H. (201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ewing

計適合高齡者使用的各項新科技概念的互動介面

space and viewing angles on holographic 3D

設計。另一方面，因高齡者彼此之間的生理機能差

display. Optik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ght and

異較大，若要將虛實設計的理念，運用在 3D 浮空

Electron Optics, 10(124), 928-931.

投影的娛樂介面設計上，必須進一步探討高齡者的

● Vinnikov, M., Allison, R. S., & Fernandes, S.

生理心理、與認知機能與其介面使用性之間的關

(2016). Impact of depth of field simulation on

係；也就是瞭解高齡者操作使用上的限度，才能將

visual fatigue: Who are impacted? and how?

福祉設計的理念運用在相關透過浮空投影的介面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設計上。

91,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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