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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榮先、陳彥霖

智慧型手機是一種極為個人化的行動裝置，在手機上追蹤使用者的情緒，

能即時察覺到自身的狀況，適時脫離負面情緒，

很適合做為個人憂鬱傾向的追蹤平台。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很多人罹患了憂

鬱症卻仍不自知。長時間的抑鬱如悲傷、憂

鬱、焦慮、疲憊、喜怒無常等，甚至是身體

功能失調、食欲減退、睡眠紊亂，都可能是

憂鬱症的前兆。惟大多數人對憂鬱症的了解

不深，認為這些毛病只是心情不好，不需理

會它，過段時間自然就會改善而不需治療。

其實，憂鬱症的成因包含遺傳、心理、

社會、環境等因素，並且有很高的復發率。

憂鬱症患者中每 100名約有 50人會復發，
其中 35人可能面臨第三次復發，甚至有 32
人會第四次復發。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預估，

到西元 2020年全球十大疾病與傷害中，憂
鬱症將名列第二。

遠離憂鬱 ─ 
以智慧型手機
察覺負面情緒

憂鬱情緒

Depression

倘若未能適時紓解憂鬱情緒，不僅影響生活品質，甚至會造成周遭親友的困擾。



37科學發展 2016年 11月│ 527期科學發展 2016年 11月│ 527期

現代人在長期的壓力累積下，對於負

面情緒的察覺力越來越低。若能有機制提

升自我的察覺力，就可即時提醒當事人於

挫折時進行紓壓、平復情緒，如此將有助

於避免憂鬱情緒的長時間累積。 

憂鬱情緒與憂鬱傾向

根據調查，平均每四個人中就有一人

可能有憂鬱傾向而需要專業協助。Science 
Daily的報導也指出，憂鬱情緒會影響工作
效率，甚至生活品質。由此可知，即使沒

有嚴重到確診為憂鬱症，憂鬱情緒也已經

干擾到日常生活。

但憂鬱情緒等於憂鬱症嗎？其實兩者

並不同。前者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壓力反應，

當我們遇到不順心、難過的事件時，會感

到挫折、情緒低落，惟事件過後雨過天晴，

憂鬱情緒便會慢慢好轉。然而憂鬱症，即

使是事件過後，負面情緒仍難以平復，對

原本喜歡的東西會失去興趣且持續很長一

段時間，甚至出現生理劇變及心理的障礙，

對個人生活造成重大的干擾及傷害。

倘若未能適時紓解憂鬱情緒，不僅

影響生活品質，甚至會造成周遭親友的困

擾。若想避免惡化至這地步，自我追蹤與

自我覺察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心理學有一

種「生態瞬時評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的憂鬱症療法，就是使用這
概念，它透過收集使用者當前的狀態、徵

狀與心境，據以判斷使用者的情緒感知並

給予適當的協助。

大多數人對憂鬱症的了解不深，認為這些毛病只是心情不好，

不需理會它，過段時間自然就會改善而不需治療。

與生活貼近的 APP 程式

現代社會中，不管是街邊、列車上或

其他公共場合裡，常可見到人們拿著智慧

型手機當「低頭族」，沉迷於螢幕另一端

的世界。實際上，過度或不適當使用社群

網路與手機的人，普遍對於外界的感受度

較低，較易產生孤立感，也較容易有憂鬱

傾向。

當人對手機的依賴性日益升高時，從

手機操作中可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人的心情

及感受，也因此近年來出現了不少分析手

機使用者情緒狀態的研究議題。早期的研

APP程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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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以手機基本功能來分析，例如通話、

簡訊等，只有少數研究是透過使用者對手

機螢幕的點擊或拖曳動作來判斷使用者的

情緒。於今，智慧型手機除了有基本的手

機功能外，APP程式也是一個重要的窗口。
若能針對使用者在手機上操作的 APP特性
做分析，應能更有效地評估使用者的情緒

狀態。

智慧型手機市場已出現許多情緒標記

的 APP程式，可幫助使用者了解自我的心
理狀況，可見情緒相關議題已受到手機程

式開發者的重視。以歐盟MONARCA計畫
為例，可利用智慧型裝置進行躁鬱症病患

每日的自我追蹤，記錄心情、睡眠時間、

酒精攝取量等。此外，智慧型裝置也會自

動收集使用者的講話頻率、通話紀錄以及

活動量，再透過這些資訊持續追蹤患者的

心理狀態，當發現異常時，專案護士就會

即時介入；微軟公司的MoodScope則使用
智慧型手機上的 APP操作紀錄來推估使用
者的情緒。

另外，有許多研究利用額外的感測裝

置連接到智慧型手機，藉著長時間蒐集使用

者的生理資料，例如心率變異度（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研究焦慮症、憂鬱症與
心臟血管疾病之間的關係。以焦慮症來說，

HRV的降低意味著副交感神經調控的減少，
便是自律神經系統失去調控彈性。目前已

知憂鬱症患者的 HRV值普遍偏低，即 LF％
（low frequency）、LF／HF（代表自律神經
活性平衡）比值都有偏高的現象。

情緒紀錄

感受量尺

最焦慮
激動

最平靜
放鬆

焦慮

我現在感到平靜、
安詳、放鬆；

或者，
我現在感到焦慮、
激動、不安

確定

點此聽語音 感受量尺

確定

點此聽語音

最糟
最難過

正常
很普通

心情

我的心情是正常，
普通的，

或者我感到憂愁，
難過？

智慧型手機的憂鬱傾向早期偵測系統可提供自動辨識情緒及推薦即時紓壓活動，

以提升使用者對負面情緒的自我覺察能力。

一般的情緒追蹤方式都需外接訊號儀

器，這方式若應用在手機上，會有電池續

航力以及外接儀器對使用者生活介入的困

擾。因此目前相關的 APP都是以使用者自

行標記的方式追蹤，但這又造成了資訊遺

漏與資訊正確性的問題。

APP 與改善情緒

智慧型手機是否可以改善使用者的情

緒？答案是肯定的。國外的研究曾嘗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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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與情緒變化

傳統憂鬱症的療程移植到安卓（Android）

應用程式中，讓憂鬱症病患試用，實驗證

明實作於智慧型手機平台的憂鬱症療程，

確實可有效改善憂鬱症患者的症狀。

微軟公司的MoodScope系統曾利用使

用者對手機的操作紀錄，判斷使用者的心

情，證明了使用者的內心情緒的確會反應在

手機的操作上。另外，Mobilyze! APP透過

手機內建感測器量得的資料，加上使用者定

時輸入的憂鬱情況資料，預測使用者憂鬱症

可能發生的時間。此外，近年來有關身心的

醫療技術以及心理學中的正念（Mindfulness）

概念，也都著重於讓使用者了解自身的情緒

狀況，並加以引導治療或改善。

現今有許多研究致力於透過智慧型裝

置來判斷人的情緒，但情緒判斷後的動作

也相當重要，例如需適度提醒使用者或推

薦紓壓活動等。因此這研究的重點也在於：

當系統判定使用者確是情緒低落時，會以

引導式對話協助其舒緩情緒，並告知其近

況當作回饋，以提高使用者的自覺力。

成功大學智慧型資訊擷取實驗室研究

團隊與專業身心科醫師合作建立了一個 APP

偵測系統，當系統自動辨識到使用者有負面

情緒，或預判使用者感受度降低時，會主動

反饋醫師所提供的引導建議，讓使用者察

覺自身狀況，並改善使用者的情緒感受。此

外，也會給予適當的紓壓活動與正念語句推

薦，藉以有效緩和使用者的情緒。

研究目標

這研究團隊在安卓智慧型手機上實作

了一個個人化的憂鬱傾向早期偵測系統，

可提供自動辨識情緒及推薦即時紓壓活動，

期以緩和使用者當下的負面情緒，並給予

適當的回饋，以提升使用者的自我覺察能

力。另透過使用者平時的標記資料，系統

也會學習使用者在不同感受下對手機 APP

的操作及活動特性。

當使用者開始有異常操作、感受下降

的前兆時，則利用專業身心科醫師提供的

建議，引導使用者進行放鬆訓練、紓壓活

動，以改善其負面情緒狀況。這方式能讓

使用者在前偵測模型訓練好以後，不一定

需要持續標記，系統也能評估使用者的感

受，以減少對使用者的介入，彌補遺失的

資訊更可達到無縫記錄追蹤的效果。

一般而言，量化情緒常用兩種系統：

第一種是普魯奇克（Plutchik）的情緒色盤

（Wheel of Emotions），第二種是環狀模型

（The Circumplex model）。前者定義了六

個基本情緒，認為人的一切情緒都由這六

個基本情緒組成，相關研究利用情緒在這

六種元素上的變換來比較不同情緒表現的

關係。後者則是建立一個二維空間，由正

負感受（valence）和強度（arousal）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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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組成，是相關研究中較常使用的方式，

其量表的特性、回歸的方法很適合分析兩

個向量的表現並加以分辨情緒。

另外，有一些研究額外設計了一維指

標，從完全沒有到極度嚴重，區分為 11等

份進行情緒記錄。經過一段時間後，研究

員會與情緒較平均值低的討論，並安排其

參加心理或精神科治療，以改善他們的情

緒，並幫助他們提升自我的覺察能力。

這個研究主要的流程如下：

首先請使用者填寫問卷，持續蒐集其

在手機上的操作紀錄、情緒標記，並記錄

該時間的環境因子、天氣等。達到一定的

資料量後，利用蒐集到的資料訓練出情緒

模型，再根據環境因子、操作行為等自動

辨識使用者的情緒。

最後，依照不同情緒程度進行引導式對

話，且在發現使用者有負面情緒時，根據系

普魯奇克的情緒色盤

統判斷的依據，告知他可能造成負面情緒的

原因，並推薦簡易的放鬆方式，藉以幫助其

穩定情緒，進而提升自我覺察能力。

建立情緒模型時，會參考使用者過去所

有的紀錄，因此可以隨著使用者操作資訊的

累積而不斷更新模型。此外，考量到每個人

的情緒會因為時間的過往而有所改變，因此

最近兩周的資料會給予較高的權重。

訓練方式是以感受量尺的標記時間點，

決定要取出哪一段區間內的活動紀錄當作

判斷或預測感受量尺的依據。區間決定後，

便會對區間內的資料做特徵值擷取以及篩

選，找出最能夠反映使用者感受的特徵集，

最後再利用這特徵集做預測模型的訓練。

環境因子

考慮到工作日與非工作日的心境、壓

力都不相同，操作行為與情緒之間的關聯

泰爾的二維情緒模型

ecstasy
（狂喜）

admiration
（渴慕）

terror
（恐怖）

amazement
（驚異）grief

（喪働）

loathing
（反應）

rage
（狂怒）

vigilance
（警戒）

joy（快樂）

trust
（信任）

fear
（恐懼）

surprise
（驚訝）

sadness
（悲傷）

disgust
（嫌惡）

anger
（憤怒）

anticipation
（期待）

serenity（恬靜）

acceptance
（認命）

apprehension
（擔心）

distraction
（分心）

pensiveness
（苦惱）

boredom
（無聊）

annoyance
（困惱）

interest
（興趣）

love（愛）

submission
（順服）

awe
（畏怯）

disapproval（不喜歡）remorse
（悔恨）

contempt
（輕視）

aggressiveness（攻擊）

optimism（樂觀） Arousal（情緒激發）

（情緒價向）

（積極）

Relaxed（輕鬆）

Peaceful（平靜）

Sleepy
（困倦）

Bored（無聊）

Sad（傷心）

Angry（惱怒）

Annoying（惱人）

Nervous（緊張）

Calm（冷靜）

（low）（低落）

（negative）（消極）

（high）（高昂）

（positive）

Pleased（愉悅）
Valence1

43

2

Excited（興奮）

Happy（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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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有差異，因此把紀錄區分開來以提

高精準度。此外，連續的雨天也可能造成

情緒低迷，因此這因子也當作特徵值引入

訓練模型。

根據心理醫生的說法，當一個人情緒

低落時，可能會在某些地方徘徊，或某些

特定地點會引起使用者的負面情緒，如不

好的回憶、逝去的事物等，因此把地點也

納入訓練模型的特徵值中。

情緒標記

多年來心理學學者對情緒的分類做了

相當多的研究，如普魯奇克提出情緒輪盤，

把人類的基本情緒分為八種：恐懼、生氣、

快樂、悲傷、感謝、厭惡、期待與驚訝。

情緒的分布則以「正負感受」及「強度」

來做區分。前者所表示的是情緒的強度，

手機操作行為與情緒關聯之研究流程圖

事前準備 資料蒐集 模型建立

預測情緒 舒緩情緒 資料回饋

Emotion 
Prediction

範圍高低從激動到冷靜；後者則表示情緒

的評價，範圍從正向到負向。不同的情緒

會依照強度評價來做標記。

這項研究採用了身心科醫師對於憂鬱

症狀評估的感受量尺，這感受量尺包括正

負感受及強度兩種，利用顏色視覺類比的

方式，讓使用者選擇目前符合自己感受的

刻度。

由於想捕捉的是持續時間較長的心情

狀態，而非短時間的情緒。相較於後者，

前者的心情狀態對於使用者的感受影響力

較大，也因此這項研究在設計上要求使用

者每 3小時為自己在這段時間內的感受做

一次標記，之後會以標記的時間為參考點

進行資料分析，一方面當使用這一段時間

的感受時，會以持續時間較長的心情為出

發點，這方法的好處是減少了系統對使用

者生活習慣介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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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紀錄

這研究系統實作於安卓作業系統平台，

除了手機的基本功能外，在這系統的環境

中，手機的操作行為都離不開APP的使用，
若能知道目前使用的 APP性質與目的，便
能推知使用者的操作行為。APP程式最主
要的來源是官方的 Google Play商城。在
Google Play中，所有 APP都有一個標籤，
因此利用這個標籤當作 APP的分類依據。

考慮到少數 APP並沒有出現在 Google 
Play上，例如使用者自行開發，或只發行
在其他商城（例如中華電信HamiAPP商城）
的 APP，系統會讓使用者依自己的使用習
慣把 APP分到這些分類之下。同時，會依
照使用者的習慣，把最常使用的 10個 APP
做為特別的分類來參考。依操作時間記下

APP的使用紀錄，並從中擷取需要的資訊，
例如 APP使用頻率、使用時間、最常使用
的 APP等。

再舉個生動的例子，例如有個研究生

使用了我們的系統，他的使用紀錄出現以下

狀況：社群網站→遊戲→社群網站→圖書

與參考資源→社群網站→通訊軟體（Line）

→圖書與參考資源⋯⋯社群網站頻繁且反

覆地出現，使我們辨識出他應是處於十分

焦慮的狀態。經實際詢問後，得知他因正

在準備報告，想專心卻又頻頻遇到瓶頸，

為了能放鬆心情，因此反覆地查看社群網

站，卻又因為報告的壓力而關閉社群網站

以重新準備，這等步驟一再地周而復始顯

示了他的焦慮。

許多有憂鬱傾向的人並不了解自己的

情況，他們以為自己只是情緒低落而已。

我們團隊運用了資訊科技透過使用者對手

機的操作行為，訓練出一種可預測情緒的

模型，並提供舒緩情緒的方法，以幫助使

用者適時脫離負面情緒。

蔣榮先、陳彥霖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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