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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DC 重點發表： O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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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7 風格蛻變 

01. 平面化 
將應用程式上沿用多年的漸層、陰影特效和
玻璃反光效果移除。 

整體來說，擬真設計在 iPhone 中已不復見，iOS 7 將應用程式圖示全部由 3D 踩平，並拿掉圖
示邊框，字體採用 Helvetica Neue Ultralight，更加削瘦細長，色彩更加明亮多元，主要為藍、
紅、白、黑。�



iOS 7 風格蛻變�

02. 半透明化�

鎖定畫面與下拉式通知中心呈現半透明化，
且鎖定畫面不再只是單調的 2D 畫面，呈現
以往沒有的流動感。�

03. 明亮化�

畫面明亮度明顯提高，色彩繽紛鮮艷，配
色模式明顯增加。�



iOS 7 發表總覽�
AirDrop 
同網域內的裝置間檔案共享更方便。�
�

iTunes Radio 
由 Apple 提供的串流音樂服務，分為
免費廣告版跟付費無廣告版。�

控制中心 
可快速設定手機各項功能，如Wifi、藍芽、螢幕亮度等。 

Safari 
外觀上更精緻，可3D展
示分頁、全螢幕瀏覽、
分頁數量無上限。�
�

多功模式 
所有app都可以多功模
式在背景執行，且多了
更好瀏覽的介面。�

相簿 
更多展示與分類方式，且可把照片直接分
享至社交軟體、別的用戶的手機相簿內。�
�



iOS 7 發表總覽�

Siri 
多了男聲，資料庫內增加Bing的搜尋結果。�

Safari 
外觀上更精緻，可3D展示分頁、全螢幕瀏覽、�

相機功能 
新的介面，可滑動切換拍攝模式，
以及直接套用濾鏡。�

防盜功能 
要使用Apple ID才能關閉的手機定位
功能、自動上鎖、遠端資料清除等 



從  OS 7 看新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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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7 顛覆自身傳統，靠攏敵手？�

ü  iOS 7 終於可以在不用 JB 的情況下就擁
有與 Android 手機一樣方便的控制面板。�

ü  畫面會根據手機的移動而產生深淺變化。 

ü  iOS 7有與 Android 相似的多功控制畫面，
可用滑動選取、關閉已開啟的軟體。�

ü  外觀更像 Android 且多了快速開啟 app
的功能。 iOS 使用者也可在手機的鎖定
畫面上就看見新的訊息通知。�

控制中心� 3D 流動背景�

多工作業�
�

解鎖畫面 - 通知功能�
�

iOS 7 試用版釋出後市場反應不一，新款功能中，下列數款是業界早已運行的概念，iOS 7 只用改
變其中細節加以區隔；iOS 7 中能貼上劃時代元素標籤的功能數量，已不如以往。 



Tim Cook 後的蘋果 �

iPad 的第三代產品，沒有如前面產
品一般用數字堆疊，而是改採用 
New iPad。�

�

以往強力堅持自家美學設計的 Steve Jobs，傳言做
事果決，不喜與他人共事，功勞獨攬；反之，Tim 
Cook 則全然不同，從這可以看出 iOS 7 吸收 
Android 系統優點的原因。�

�

顛覆產品命名傳統�
�

行事風格迥異�
�

Tim Cook 執行長上任後，設計團隊重編：以「極簡設計」馳名的設計總監 Jonathan Ive 主導之
後，果然將 iOS 7 導向「扁平設計」；過去推崇擬真設計哲學的是軟體設計師 Scott Forstall 和
前 CEO, Steve Jobs. 



 OS 7 的蝴蝶效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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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將興起波瀾�

開發端�
�
強制要求 
¡  更新圖示設計(120x120 pixels) 
¡  更新App內首圖 
¡  所有圖片和元素都要支援 Retina 
 
建議 
¡  採用半透明的使用者界面元件 
¡  重新設計自定狀態列 
¡  更新背景圖以支持無邊框按鈕 
�

市場端�
�
iTunes Radio 
 
提供電台收聽功能，對於具有同樣功能的
應用程式的需求可能會降低，已在平台上
的應用程式下載量或許會降低。 

 
相機濾鏡 
 
相信內建相機濾鏡能滿足部分的相機輕度
使用者，相機編輯軟體下載需求或許會降
低。 
�

根據 comScore ＭobiLens 在 2013 年六月公佈的數據顯示，iPhone 在美國的市佔率高達 39.2%，iOS 7 這
次的大動作，無論是在開發端與應用程式市場端，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特別是 App Store 中已有九十萬種
的應用程式，都是在 iOS 6 或以前的版本格式下開發的，隨著 iOS 7 的風格與功能轉變，蘋果對於應用程式
開發者有幾點要求與建議。而各應用程式的市佔率也將產生變化。 



優化的使用者體驗�

控制中心整合了設定、網
路、通知、行事曆等多項
功能，使用者能更快速滿
足需求。 

�

增加立體分頁與無限分頁
數，讓使用者不會礙於 8 
個分頁限制而喪失既有資
訊。 

�

現在開發者能用多圖層來組
成介面， 能大量使用半透明
視窗；在使用程式時還能看
到模糊版的背景圖片。 
�

對於在開車或是兩手都提
東西的使用者，可以單靠
在螢幕上揮動就能回到上
一個在使用的應用程式。 

�

手勢功能� 控制中心� Safari� 多圖層設計界面�

蘋果這次的改版動作，雖然不若以往的引領潮流，反而將市場上許多運行已久的功能內化至 iOS 7。 
但透過蘋果的美學設計，這些新推出的舊功能還是大大的優化了使用者體驗。�



蘋果還是蘋果�
Final�



•  WWDC iOS 7 發表：蘋果採用數款市場上的既有功能，和搭配當今風行的平面化設計，
改良後成為部分的 iOS 7。 

       
➣        此舉掀起部分使用者的反對聲浪，但也有使用者開始享受蘋果全力優化後的使 
           用者體驗。 

•  iOS 7 的轉變將隨著蘋果擁有的高市佔率，對應用程式的開發端與市場端產生影響。 

•  蘋果的內部人事調整後，營運風格改變，從 iOS 7 可以看出，蘋果開始吸收各家優點，
卻不等於丟掉自家堅持或放棄初衷，蘋果仍是致力於他們最厲害的核心價值－優化使
用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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