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知識密集服務業 
一、知識密集服務業之特性與定義 

1.相近的概念 

知識密集服務業（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是一個新興

的名詞，首次是由 Miles 於 1995 年所提出，但在此前後有許多相近的概念和知

識密集服務業相關，這些概念所描述的公司亦和知識密集服務業所描述的公司相

近，例如進階服務業（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s；Dahles 1999）、專業服務業

（professional business services；Hermelin 1997, Tordoir 1994, Pedersen 1999, 

Nachum 1998）、策略性服務業（strategic business services；OECD 1999）。另外

生產導向服務業（production oriented services；Dathe & Schmid 2000）、生產者

服務（producer services Carlsson & Cetindamar Karaomerlioglu 1999）、研究與技

術服務（R&T services；Hales 2000）、資訊和知識服務（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services ；Appelbaum & Albin 1990）、知識服務業（knowledge business services 

OECD；1999），知識型公司（knowledge firms；Roman 1994, Blomqvist 1994, 

Petterson 1996）也常被用於形容知識密集服務業。 

 
2.知識密集服務業的六項特性與定義 

Johanna（2002）針對先前其他學者的文獻整理出知識密集服務業的六項特

性與定義： 

 

(a).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是創新的（KIBS firms are innovative） 

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和其他服務業相較之下，通常有著較為創新的部份，

儘管如此這些公司卻很少的比率擁有研究與發展的部門。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

在創新過程中有三種主要的角色：創新的使用者（uesr of innovation）、創新的

來源（sources of innovation）、創新的仲介者（agents of innovations）。這些公

司是新科技的前期使用者，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亦是資訊通訊科技的重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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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Boden & Miles 2000），此外這些公司引導出創新新服務的概念與構想，他

們也在不同公司之間傳遞創新知識（Miles 2001）。並非所有公司都能滿足這三

者角色，舉例而言一些專業的知識密集服務公司（professional KIBS）主要是扮

演創新的使用者的角色。 

 

(b).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正在快速成長（KIBS firms are growing） 

許多公司成長相當的快速，以瑞典為例，過去十二年間，知識密集服務業的

產值成長了一倍。許多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一開始是由大公司所轉投資的子公

司，或是在製造業的外包業務佔有一部分，因此在許多經濟統計數據中，可以發

現知識密集服務業快速成長，製造業卻呈現下滑的趨勢，但在數據上的顯示無法

展現出產業面上實質的結構改變（Carlsson & Cetindamar Karaomerlioglu 1999）。

另一方面，對於知識需求的增加，使得產業內的公司得以快速成長（Tomlinson & 

Miles 1999），產業的需求加上外包業務的提升促使知識密集服務業得以快速成

長。 

 

(c).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創造並擴散知識（KIBS firms create and diffuse 
knowledge） 

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對於知識有兩種角色，他們創造知識給與他們的客戶

亦或和他們的客戶共同創造新知識，這些公司亦將這些知識擴散至其他地方，稱

作「知識經紀人」（Knowledge broker）（Tomlinson & Miles 1999）。知識密集

服務業的公司在創造新知識中扮演了重要角色。（Hipp 1999） 

 

(d).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擁有知識密集的人力資源（KIBS firms have a 
knowledge intensive labor force） 

大部分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的員工屬於白領階級、具有技能的工作者

（Tomlinson & Miles 1999），知識工作者一詞常用於形容這個族群，知識是被

嵌入在員工內，如果公司失去員工，意味著有可能失去了知識， 

 

(e).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協助其他公司進行創新（KIBS firms help others firms 
to be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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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是創新的促進者（innovation facilitators），協助他們

的顧客發展新的科技與應用。（Flanagan 1999） 

 

(f).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連結其他公司（KIBS firms link firms） 

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扮演知識經紀人，他們擴散知識，並找尋合適的公司

加以應用，或作為共同合作、共同開發的橋樑與平台，連結各種不同類的公司與

產業使這些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在整體經濟與技術的改變中扮演一個重要的

角色。（Norvig Larsen 2000）。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可說是在整個創新系統中

擔當起中樞（Miles 2001）。 

 

 

二、知識密集服務業之產業範疇 

 
1.知識密集服務業的操作型定義與產業範疇 

知識密集服務業（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KIBS）在現今的知識

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知識密集服務業至今卻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本節

將各學者對於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定義做一整理歸納。 

Miles et al（1995）在 1995 年首先提出了三項知識密集服務業的特徵。第一，

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產出資訊或能為其他公司產出知識的服務商品，知識密集

服務業公司主要的功能在於促進知識的發展（knowledge development），公司內

許多員工有著較高的教育程度；第二，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的產品多採用新興

的科技，其中資訊科技是最常利用到的，但不代表所有的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

皆為如此，有些公司會主動採用新興科技，然而有些公司卻不會，前者稱作高科

技含量的知識密集服務業（technology based KIBS），後者稱為專業的知識密集

服務業（professional based KIBS）；第三，知識密集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商品和

使用者之間有許多的互動，使用者對於公司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服務商品也會迎

合使用者的需求，因此這些服務商品將需要大量的勞力。 

Hertog & Bilderbeek（1998）主要在探討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在其與顧客

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發現這些公司大多會和顧客共同產出知識



 

 7

（co-production of knowledge），這是知識密集服務業的重要特徵之一，知識密

集服務業的定義並非本研究所著重之處。Hales（1998）亦將研究重點放在公司

與市場的動態關係系統上，而非將知識密集服務業加以定義。 

Windrum & Tomlinson（1998）以英國與挪威為例，分析了知識密集服務業

相關活動對於國家生產力的提昇有多少程度影響，並與一般服務所造成的影響加

以區分。他們選擇採用「投入－產出」（input-output）將知識密集服務業家裡分

類，其中包括通訊、金融保險和商業服務。 

Norvig Larsen（1998）以丹麥的經濟為例，對知識密集服務業加以分類，他

將知識密集服務業範圍定義為「電腦資訊與相關活動」（72）、「研究與發展」

（73）、「其他商業服務活動」（74），在這的（74）指的是歐盟行業標準分類

（NACE）的 rev.1，NACE 是從國際行業標準分類（ISIC）rev.3 所衍生出來。Illeris 

& Plougmann（2001）所提出的知識密集服務業分類亦大致落在 Norvig Larsen 所

提出的範圍內。 

Skogli（1998）提出了技術相關的知識密集服務業清楚的操作型定義，在這

裡技術相關的知識密集服務業（T-KIBS）和之前 Miles 所提出的有所區隔，在此

他定義技術相關的知識密集服務業包括「電腦資訊與相關活動」（72）、「研究

與發展」（73）、「建築、工程和其他科技的活動」（7421）、「科技的測試和

分析」（7422）。Hauknes（1998）和 Maskell & Törnqvist（1999）大致提出相

同的分類方式。 

Dathe & Schmidt, Hipp（2000）對於德國的商業服務作了調查，他們以員工

的教育程度做為判定知識密集服務業的指標，若在一般行業的水準之上則定義為

知識密集服務業，由他們的調查顯示金融服務、法律服務、管理服務、工程與建

築服務、研究發展與測試服務和廣告服務為知識密集服務業的範圍。 

Werner（2001）將知識密集服務業分為三類，包括科技的知識密集服務業

（technological KIBS）、在計算和軟體上的知識密集服務業（KIBS for computing 

and software）和非科技的知識密集服務業（non-technological KIBS），他以 ISIC 

rev.3 為分類標準，知識密集服務業包括「硬體顧問服務」（7210）、「軟體顧

問服務」（7220）、「資料處理」（7230）、「資料工程」（7240）、「自然科

學和工程領域的研究與發展」（7310）、「法律服務」（7411）、「會計」（7412）、

「市場調查」（7413）、「管理顧問服務」（7414）、「建築、工程與相關科技



 

 8

顧問服務」（7421）、「科技測試與分析」（7422）和部分的「廣告」（7430）

以及「其他商業活動」（7499）。 

Toivonen（2001）對於芬蘭的知識密集服務業加以研究，他定義了七項知識

密集服務業，包括電腦和相關活動、研究與發展、法律與金融服務、科技服務、

人力仲介與顧問服務和訓練服務。這些定義大多包含了前述的「電腦資訊與相關

活動」（72）、「研究與發展」（73）、「其他商業服務活動」（74）和「教育」

（80），Toivonen 的定義比 Werner 更為廣泛。 

Hipp（1999）認為能夠將資訊（information）轉成服務商品（service products）

的公司可稱做為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公司，因此這些公司必和顧客端保持緊密的關

係並且在創新的過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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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者對於 KIBS 的定義 

定義方式 範例 

列出特定的服務 Miles et al 

沒有明確的操作性定義 Hertog & Bilderbeek; Hales 

投入產出表 Windrum & Tomlinson 

產業分類 Hauknes; Illeris & Plougmann; Maskell & Törnqvist; 

Norvig Larsen; Skogli; Toivonen; Werner 

指標 Dathe & Schmidt, Hipp 

資料來源：Johanna Nählinder（2002） 

 

由以上的整理可得知，各學者對於知識密集服務業的操作型定義（working 

definitions）多有所差異，舉例來說對於「金融與保險服務」這項，Windrum & 

Tomlinson 認為其中部分的公司可算做知識密集服務業，而部分的學者卻持不同

的意見。由於切入角度的不同，歸類方式亦有所不同，以 Miles et al 而言並非將

知識密集服務業的產業標準加以分類，而是對於知識密集服務業內的公司特性加

以描述，另外由於蒐集資料上的不同亦會導致分類結果的差異。 

總結來說知識密集服務業在國際行業分類標準中包括「電腦資訊與相關活

動」（72）、「研究與發展」（73）、「其他商業服務活動」（74），本研究依

據 Skogli（1998）的定義，將知識密集服務業做一分類區分為高科技含量的知識

密集服務業與專業的知識密集服務業，則高科技含量的知識密集服務業包括「電

腦資訊與相關活動」（72）、「研究與發展」（73）、「建築、工程和其他科技

的活動」（7421）、「科技的測試和分析」（7422），詳如下表 2-2 所示： 

 



 

 10

表 2-2  知識密集服務業的操作型定義依國際行業分類標準（ISIC rev.3）分類 

分類標準 歸類 

72 – 電腦資訊與相關活動 

7210 – 硬體顧問服務 

7220 – 軟體顧問服務 

7230 – 資料處理 

7240 – 資料工程 

7250 – 維護與修護  

7290 – 其他電腦相關活動 

 

技術含量 

技術含量 

技術含量 

技術含量 

技術含量 

技術含量 

73 – 研究與發展 

7310 – 自然科學和工程領域的研究與發展 

7320 –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研究與實證研究 

 

技術含量 

技術含量 

74 – 其他商業服務活動 

7411 – 法律服務 

7412 – 會計,簿記和審計;稅務諮詢 

 7413 – 市場調查,民意調查  

7414 – 經營管理顧問服務 

7421 – 建築、工程與相關科技顧問服務 

7422 – 科技測試與分析  

7430 – 廣告 

7491 – 人力資源任用 

7492 – 調查與保全 

7493 – 房屋清潔 

7494 – 攝影  

7495 – 包裝 

7499 – 其他商業服務活動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技術含量 

技術含量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資料來源：Johanna（2002）依據 Skogli（1998）所整理 

 

除了上述學者研究外，王健全（2002）、國家政策季刊（2003）亦對知識密

集服務業做定義的描述，林晶晶（2003）整合美國商業部(BEA)、Mile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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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Herton and Bilderbeek (1998)、OECD (1999)、Tomlinson (2000)、 Antonelli 

(2000)，以及王健全的定義成下表 2-3，可對 KIBS 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表 2-3  知識密集服務業定義與產業範疇一覽表 

作 者  定 義 範 圍 

美國商業部

(BEA) 

知識密集服務業

(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ies)定義為提供服務時融

時融入科學、工程、技術等的

產業或協助科學、工程及技術

推動之服務業。 

資訊服務、財務諮詢、研究發

展技術服 

務、網際網路服務、環境保護

工程、生物 

科技與製藥業服務、節省能源

工程技術服 

務、運輸倉儲、傳媒、報關、

通信服務、全球運籌服務等。

Miles et al. 

(1995) 

 

提出二種形式的知識密集服務

業： 

1.傳統的專業服務：以管理系統

的知識或社會事件為主。 

2.以新技術為基礎的新服務：關

於技術知識的轉移和產品。 

 

1.行銷/廣告、訓練課程(新技術

除外)、設計(涉及新技術則除

外)、金融(如：債券、股票交易

等活動)、辦公服務(涉及新辦公

設備、體力服務如清掃服務則

除外)、建築服務(例如：建築風

格、測量、結構工程，但不包

括涉及新資訊技術設備的服

務，如建築能源管理系統)、管

理諮詢(涉及新技術除外)、會計

及記帳、法律服務、環境服務

(不包含新技術，如環境法規；

不是以舊技術為基 

礎，如初級的垃圾處理服務)等

服務。 

2.網際網路/telematics (如

VANs,線上資料庫)、電信(尤其

新商業服務)、軟體、其他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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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如設備管理)、新技術

訓練、關於新辦公設備的設

計、辦公服務(主要是關於新資

訊技術設備，如建 

築能源管理系統)、涉及新技術

的管理諮詢、技術工程、關於

新技術的環境服務(如矯正、監

督、科學/實驗室服務)、研發顧

問及高科技精品店等服務。 

Hertog and 

Bilderbeek 

(1998) 

 

知識密集型服務業為： 

1.私人企業或組織。 

2.其營運幾乎完全依賴專業知

識(即具備特定領域技術或相關

技術能力背景之專家)。 

3.經由提供以知識為基礎的中

間產品或服務而生存。 

會計記帳、建築營建、金融保

險、電腦電訊、設計創意、環

保技術、設計管理、技術訓練、

法律顧問、企業管理、市場分

析、行銷廣告、新聞媒體、研

發顧問、房地產服務、電訊、

技術工程及技術訓練。 

OECD 

(1999) 

 

定義知識密集產業為技術及人

力資本投入密集度較高的產

業，其區分為兩大類： 

1.知識密集製造業，包括中、高

科技製造業。 

2.知識密集服務業兩大類，涵蓋

一些專業性的個人和生產性服

務業。 

 

1.知識密集製造業涵蓋：航

太、電腦與辦公室自動化設

備、製藥、通訊與半導體、科

學儀器、汽車、電機、化學製

品、其他運輸工具、機械等製

造業。 

2.知識密集服務業涵蓋：運輸

倉儲及通訊、金融保險不動

產、工商服務、社會及個人服

務等服務業。 

Antonelli 

(2000) 

 

KIBS 公司提供可散播的科學

與技術資訊系統，這些 KIBS 

公司是核心單位；KIBS 的機能

是提供具有連結性及可接納性

的平台給部門及廠商，可視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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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所有 

者，供給資訊、知識和技術的

統整系統；並將 KIBS 區分為

通訊服務業與商業服務業兩部

分。 

Tomlinson 

(2000) 

 

定義 KIBS 為通訊業及商業服

務業。 

 

銀行與金融、保險業、附加金

融服務、不動產經紀、法律服

務、會計服務、其他專門技術

服務、廣告、電腦服務、其他

商業服務、郵政服務、電信等

服務業。 

Czarnitzki 

and 

Spielkamp 

(2000) 

 

認為 KIBS 具有連結創新的功 

能，原因有三： 

1.購買者：商業服務業購買製造

業或其他服務業的知識或設

備、投資商品。 

2.提供者：商業服務業提供服務

或知識給製造業的公司或服務

部門。 

3.合作者：商業服務業傳送知識

或服務，使製造業的產品或其

他服務業完整。 

 

Muller and 

Zenker 

(2001) 

 

廣義言之，KIBS 可定義為顧問

公司，更一般來說，KIBS 是主

要為其他廠商執行服務，其服

務包含高附加價值的知識。

KIBS 具有雙重角色： 

1.KIBS 是外部知識的來源，且

在創新方面對客戶有貢獻； 

2.KIBS 扮演內部創新的角

色，提供高品質的工作場所，

認為 Miles et al. (1994)將 KIBS 

的職業分 

為兩類只是一般的區分，且有

重疊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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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經濟的成長與成果有貢

獻。 

KIBS 的三大特徵： 

1.提供知識密集的服務給客戶

( 以此區別其他型態的服務

業)； 

2.諮詢的功能(表示有解決問題

的功能)； 

3.強烈的交互作用或提供的服

務有與客戶相關特質。 

挪威 STEP

集團 

知識密集服務業應為一私人企

業或組織，其營運幾乎完全依

賴專業知識(即具備特定領域技

術或相關技術能力背景的專

家)，並且經由提供以知識為基

礎的中間商品或服務而生存。 

會計、管理顧問、建築工程服

務、設備管理服務、研究發展

服務、研究發展顧問服務、設

計、環境服務、電腦與資訊科

技相關服務、法律服務、廣告

與行銷服務、人力訓練、環保

工程、傳媒、財務諮詢服務以

及人力仲介服務等行業。 

王健全

(2001) 

知識型服務業係以提供技術知

識(know-how)或專利權為主，

並且支援製造業發展之服務

業，或具技術背景之服務業。 

 

通信服務業、金融服務業、工

商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療

保健服務業、資訊及工程服務

業、個人服務業、環境衛生及

污染防治服務業、運輸倉儲服

務業、研究發展服務業等。 

資料來源：林晶晶（2003），本研究整理 

 
2.知識密集服務業的構面 

Hauknes（1994）提出微觀的構面，學者以服務提供者與服務需求者之間的

交易情境，來探討知識密集服務業中各行業的特性，有些服務業在圖例中不僅僅

是一個獨立的點，這代表同服務業內並非皆為同質性的（homogeneous）。如下

圖中的軟體、運輸或電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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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服務業的知識密集度 

 

資料來源：Hauknes（1994） 

醫學 

美髮

清潔業 

研究與發

展服務 

技術服務法律
運輸

運輸 

客製軟體

標準化軟體 

電信 

電信 

高

高 

低 

低 

服務提供者 

知識密集度 

服務需求者 

知識密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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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務創新 
一、新服務的定義 

美國行銷協會之定義：服務是由銷售或附帶於一般產品之銷售，所提供的活

動、利益或滿足。Murdick ，Render & Russell (1990)等學者認為：「服務是指提

供時間、地點、形式或心理之效用之經濟活動」。Kolter (1991)則將服務定義為

「服務係指組織所提供的任何活動與利益，其屬於無形並與所有權無關，整個交

易過程不一定要附屬於實質的產品」。 

Tax & Stuart（1997）提出兩個定義新服務的方法，一種是基於現有服務系

統改變的範圍；一種是基於操作的過程和參與者的改變。在學者的定義下，服務

過程中有一連串的參與人員與其它之互動，任何服務觀念的改變需要不同能力來

運作，都可以是一個新的服務。 

Kelly & Storey（2000）將服務型企業的新產品定義為(1).核心產品對於公司

來說是新的或者世界級首創(new to the world)(2).核心產品能夠改善現有的產品

(3).是補充的和附加價值的服務。 

Johnson et al.（2000）將各個學者對新服務的分類做一整理，主要分成兩大

類包括基本的創新與延伸的創新。基本創新包括(1).主要創新，為市場設計、尚

未被定義的新服務，通常是資訊和以電腦為基礎的技術所驅使的。(2).開始新的

市場，在市場的新服務是由現有的服務所提供的。(3).提供市場新服務，新服務

提供給組織現有的顧客。延伸的創新包括(1).服務線的延伸，提升現有的服務線，

例如：增加新手冊的項目、新的路線和新的課程。(2).服務的改善，改變最近所

提供服務的特徵。(3).風格改變，可看見的改變，會影響到顧客的知覺、情感和

態度，風格的改變不會改變服務的基礎，而是服務的表面 

 

二、服務創新模型 

Sundbo & Gallouj（1998）指出，創新服務業的創新驅動力量來自內部的有

研發創新投入、人力資源發展與創新策略管理等，來自外部的因子有供應鏈中的

供應商（包括創新服務仲介）、客戶、同業等，以及制度、社會、技術等環境影

響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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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報告指出服務創新的型態共有五種： 
(1)服務產品創新，服務內容物的改變，如新服務產品、 延伸服務商品、 改良

服務商品。 

(2).服務過程創新，生產過程創新，提供服務之前的前置作業；傳遞過程創新，

實際提供服務與客戶的過程。 

(3).服務組織創新，新的管理或組織形式的引進，如全面品質管理(TQM)、授權(加
盟)。 

(4).市場創新，企業對市場的新策略行為，如尋求新的市場區隔、進入新產業、

進入新市場。 

(5).服務客製化創新，客戶與服務供給者間的互動，了解客戶特別之需求或問題

而產生特別的解決方案。 

 

Bilderbeek et al.（1998）的研究將與服務有關的創新活動可分為以下五種型

態： 

(1).供應商支配的創新（Supplier-Dominated Innovation）：創新服務業直接

應用上游供應商創新成果的型態。傳統上對於服務創新的認知屬於此種類型，創

新來自於硬體的發明與改進，硬體的創新多在外部的供應商（Supplier），而服

務業者採用此項硬體並將其融入服務中以滿足客戶端的需求。例如微波爐的發明

使得餐飲業在食物的準備與加熱上有更多的延伸性。此種類型是科技進步的推力

（Technology-Push）促使服務進行創新。在此種創新型態中客戶端很少參與實際

產品的開發與設計，而服務業者為了提供更好的服務，需要改變組織型態或對員

工進行在職訓練。 

(2).服務業者的創新（Innovation in Services）：創新服務業自發的創新型態。

在此類型中，實際創新與執行的過程都在服務業者本身，其中創新類型可能是技

術創新或非技術創新，更多的是兩者都有，最典型的例子是公司成立一個新的服

務部門，其中包括產品、產品組合及服務交付系統都由新部門策劃、推動與執行，

在這個過程中有時會有外部的支援與參與。 

(3).客戶導向的創新（Client-Led Innovation）：創新服務業下游客戶所主導

的創新型態。服務業者透過客戶明確的需求，了解市場中最迫切需求的服務，舉

例而言像是點對點的航空運輸系統，大大滿足了商務客對時間節省的需求。這類

的服務創新有時是經由一部分的客戶所反映真實的需求，更甚者有單一客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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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反應促使創新實現。 

(4).透過服務的創新（Innovation through Services）：其他企業因創新服務注

入所引發的創新型態。此類型中創新的過程在服務業者與客戶端，而服務業者所

扮演的角色在於提供知識支援客戶端，舉例而言：提供專家與技術能力協助其實

行創新；提供量身訂做的套裝軟體；對創新提供建議與工具。工程顧問服務業是

此種創新類型的代表。 

(5).典範移轉的創新（Paradigmatic Innovation）：外在環境變動所引發的典

範移轉創新型態。本種創新類型起因於基礎的科技改變，創新的過程影響了整個

價值鏈的上中下游，相較前四個此類最為複雜，此種創新有時起因於規範、資源

的限制或一些巨大的改變，促使實行創新來加以因應。例如，在人口擁擠的都市

中，交通運輸成了一個問題，為紓解交通所帶來的問題，地下鐵是一個好的方式，

而運輸設備製造商就得生產新型的車廂，交通服務業者也需訓練員工，消費者更

須改變搭乘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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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知識密集服務業的創新活動 

 

服務業的創新內容相對於製造業而言更為多樣與複雜，Bilderbeek et al.

（1998）提出創新服務的四個構面，用以分析服務業的創新，四個構面分別為： 

Inputs f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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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us Innovation 

Activity 

User Domination 

(Pull) 

Supplier Domination 

(Push) 

Implementation  

New Service  

Product/Organization 

User of Innovative 

Servic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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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服務觀念（New Service Concept） 

製造業中的產品是有形的，有些服務創新亦是有形的，在服務交付給客戶時

亦常會牽涉產品於其中，像是自動提款機就是一個例子。然而，大部分的服務創

新並無實體的產品，而是如何解決一個特定問題的新點子或是新觀念。有時這樣

新的服務概念已存在於相似的市場之中，但重要的是，它是一個針對特定市場的

新服務應用，對於所欲應用的市場而言，它具備新穎性。 

 

(2).新客戶介面（New Client Interface） 

服務創新的第二個構面是服務提供者與客戶之間的互動介面，在這個互動介

面中，服務業者可以提供創新的支援服務，例如研發服務或設計服務，而這些共

同研發（Co-design）或是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過程很難去定義創新一定

在服務提供者端或是客戶端，在許多新服務商品的誕生過程中，需要客戶端輸入

知識，使服務提供者進行創新，因此，服務業者在和客戶的互動過程，吸取客戶

端的知識，有時服務業者本身成為一個創新的來源。 

 

(3).新服務交付系統（New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第三個構面是新服務交付系統，先前提到的新客戶介面指的是單一形式的介

面，如服務提供者與客戶之間的交易、售後服務等系統，而新服務交付系統指的

是內部組織的改變，如訓練員工使其能面對新的服務，成立新的組織來因應新的

業務擴展等。 

 

(4).技術選擇（Technological Options） 

這個構面是許多學者對於服務創新模型中最具爭議的一項，因為在服務創新

中，並不一定需要具備新的技術，有時沒有技術創新亦是一個好的創新服務。但

若以較廣的角度來看待技術與服務兩者之間的關係，技術對於服務而言可以使服

務個概念成為可能，並加速創新服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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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創新服務的四個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