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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第陸章第陸章第陸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經濟的發展已從農業、工業、邁向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經濟時代。服務在

許多先進國家佔其 GDP 的比率都已飆升到 70%以上。而服務業強調服務傳遞的

過程，如此一來一往的過程，就是共同製造(co-production)。手機設計業也是如

此，手機設計者幫使用者提供了一個「他們很需要、但自己說不出來」的設計。

隨著時代的進步，手機設計將愈來愈走向客製化，客戶分群會愈來愈小。一個人

有多支手機，每支手機皆用於不同的場合時間，會變成相當普遍的一件事。 

然而對於廠商而言，事情變得更複雜了，他們不能只是製造手機，應該把手機設

計視為一個「服務」。 

本研究試著用「服務科學」告訴手機廠商如何面臨現在變動如此劇烈的環

境。服務科學的定義為整合各領域的知識以達成服務創新，進而替服務提供者與

消費者雙方創造價值。此外，本研究將設計流程的管理視為一「創意構思管理」，

創意是無所不在的，但沒有可行性不能稱為一個好的創意，手機設計也是一樣，

空想是不能創造營收的。 

如何透過服務科學為創意構思管理創造綜效呢？首先，了解何謂服務科學的

三個構面：服務組成(components)、服務流程(chain)、服務價值(value)。從服務

組成的角度來看，創意構思管理分成三個元件：一、設計服務；二、市場服務；

三、可行性分析服務。從服務流程來看，則分為問題概念化、概念視覺化，設計

商品化。服務價值便是思索如何藉用各個學門的知識，來產生價值。就本研究而

言就是利用生物學互利共生的概念，來為創意構思管理帶來不同的啟發。雙方互

相激盪出來的結果，便是本研究架構 - E - mutualism。 

E - mutualism 可以說是一個綜合體，以下分框架和內容物的組成來說明： 

一、框架的形成：融入服務科學，利用服務組成、服務流程將原先業界定義 

好的手機設計流程，將它切分為四個模組。形成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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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ism 大致架構。 

二、內容物的形成：E – mutualism 的內容物就是數學模組，數學模組的產生

是藉用生物學互利共生的觀念而來，其中多個參數、運

算式的產生，都是透過聯想而來，這個部分保有最原始

生物學互利共生的面貌，在實做時相當不易。這部分也

正和服務科學的「服務價值」相互輝映 – 藉重不同領域

的知識來產生綜效。 

E – mutualism 這個超大綜合體，除了上述的框架和內容物之外。還有另個相 

當重要的部分－模擬與評估。如果真要再分的話，模擬就是「外框架」，而評估

就是外框架的內容。解釋如後： 

  模擬與評估彼此相輔相成，要互相結合才能產生綜效。一、何謂模擬？模擬

就是「設計流程的開展」。將一次設計流程視為一個回合，進行多個回合就是多

個設計流程的開展。聽起來沒什麼，不過若把生物學互利共生的觀念拉進來，就

會發現，它就是在模擬生物學互利共生的過程。兩生物體互利共生是多世代的，

可能長達數千年的，而生物體的一個生命週期對應到 E – mutualism 就是一個回

合的開始與結束。生物學互利共生理論認為隨著時間的增加，兩生物體之間的關

係會愈趨緊密，依賴也愈高。應用到 E – mutualism 則希望隨著回合數的增加，

雙方互動的情況會更好，在實驗結果上的顯現便是 CIP 的提升。 

    二、評估：為什麼要評估？評估就是為了品管，講得仔細點，評估在本研究

就是「服務流程的品質管理」。業界的手機設計流程要品管、服務科學也要品管，

就連生物學的互利共生的品管國外也有學者在研究。那本研究的品管模式為何？

首先是指標的訂定，本研究的評估指標為 CIP，CIP 是從 27 個構面評估而得，

CIP 其實可以做簡單的評估。然而有一套結合生物學互利共生的服務品質評估方

式稱為 EQUAL，這套模式在情境上相當符合 E – mutualism 的情境，因此本研究

採用 EQUAL 做為評估的依據。 

  接著探討 E – mutualism 這個大綜合體的可行性為何。除了以模擬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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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証 E – mutualism 之外，另將 E – mutualism 與傳統設計流程做比較，比較 E – 

mutualism 是否能在設計流程中融入更多的使用者經驗。至於比較的理論基礎則

使用 E-QUAL 來衡量，實驗數據經分析評估後，可得到以下之結果： 

一、透過 E-Mutualism 設計能提供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手機 

    本實驗透過巨觀模式來進行，比較傳統方式和 E – mutualism 的差別，

經過 E-QUAL 的分析後，証實 E – mutualism 的設計提案有明顯較高的

使用者經驗。而傳統則呈現不規則，平緩的趨勢。 

 二、E-Mutualism 進行設計流程時，能有效率地提升設計提案中消費者的想

法 

    經過 E-QUAL 的分析發現使用者經驗(CIP)的提升上，E – mutualism 的

效率高過於 Traditional 的效率，1000 回合後的模擬結果顯示，E – 

mutualism 的效率為 1.105409，而 Traditional 的效率為 1.045087。除此

之外，E – mutualism 的效率會隨著時間而成長，Traditional 則沒有這種

現象。 

 三、透過情境分析法發現未來手機產業將以使用者為導向，而本研究設計

的 E – mutualism 架構，以融入使用者經驗為前提下，可以大幅減少企

業失焦的可能性，並透過監控機制的導入，讓企業在長期互動的過程中

一樣在服務流程中做好品質管理，確保使用者經驗是正向的累積。 

歸納而言，本研究有以下貢獻： 

應用層面： 

一、建立一套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流程： 

    服務以人為本，服務的流程隨時在變動。本研究將手機設計視為一設計

服務，強調設計過程中設計公司和使用者間的互動，即藉用服務科學的

理念，融入生物學共生的機制，發展 E – mutualism 架構。本架構即一套

融入使用者創意構思管理的手機設計流程，能夠讓公司在設計手機時，

融入使用者經驗，進而增加利潤，減少售後成本，提升公司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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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的監控機制 

    從管理面來看，沒有效率的會議不僅浪費人力、物力，更會造成手機產

品的延宕。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本研究提出的可行性會議監控機制，

可以紀錄會議的績效，並透過目標的建立，審視該會議背後是否有調整

的空間。 

方法論層面： 

三、融入生物學互利共生機制 

    E – mutualism 的方法論是建立在生物學互利共生的基礎上，探討兩生物

體如何在生活上互相適應，互相創造最大的價值。過去很少有研究者將

生物學互利共生應用得如此深入，應用到手機設計公司和使用者間的互

動，藉由提升雙方的互動，讓手機更貼近使用者的生活。 

四、手機設計流程的模組化 

    E – mutualism 在方法論的部分利用服務科學服務組成及服務流程的觀

念，將手機設計流程切割成四個模組。原來密不可分的設計流程，經過

切割之後，可以分開評估個別續效，在責任歸屬上，也變得更清楚。 

服務科學層面： 

一、為服務科學帶來實務上的驗証 

    正如前面所言，E – mutualism 為一巨大綜合體，它融入了生物科學並應

用在手機設計服務這個領域。而服務組成 (components)、服務流程

(chain)、服務價值(value)的三個核心也應用到 E – mutualism 之中，讓巨

大複雜的問題得以被簡化。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本研本研本研本研究之商業價值究之商業價值究之商業價值究之商業價值 

    人們永遠跟不上科技變化的腳步，科技的日新月益常超乎人類的想像。而使

用者的需求也愈來愈變化莫測。整體而言，手機產業面臨的環境是高度不確定

的。換言之，手機產業已經從技術早創期進入技術成熟期，許多人們不再追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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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先進，而是強調手機如何更貼近人的生活。 

    手機產業成功三部曲為科技、行銷、使用者經驗。其中就屬使用者經驗最為

複雜、抽象，最不容易做好。然而在消費者時代已來臨，如不把手機設計視為「服

務」、強調互動過程中「使用者經驗」，就容易在這變動的環境失焦。 

    服務強調的是服務傳遞的過程，本研究將手機設計視為服務，就是強調使用

者經驗，因為使用者經驗是長期的累積。 

E – mutualism 實作「服務流程」的方式，體現在下面兩點： 

一、透過回合數的模擬，一次接著一次的進行手機設計服務的流程，一次接著一

次累積和消費者接觸。回合數愈多，代表的是「服務流程」愈長。本研究在

第四章更發現透過E – mutualism進行手機設計比傳統方式進行手機設計更能

呈現「使用者經驗」這個角色。 

二、服務流程不能只是流程兩個字，更應該有一套監控機制，確保互動的過程中

不會失焦，說的更明確就是流程管理。E – mutualism 在流程管理上也沒有缺

一腳，其實就是數個回合建立一個查核點，紀錄消費者偏好創意構思(CI)，

並計算其 CIP，透過一套正向學習機制讓消費者參與程度可以隨著回合數的

增加而提升。 

為了將本研究與實務界進行聯結，本研究找了業界人士進行訪談，與其討論

手機設計未來的發展和現況，從管理的角度看本研究與實務界的關連。如下所列

五點： 

一、本研究建立在未來是一個小眾化、個人化的手機市場。然而這個趨勢的

可行性一大部分還是決定於技術是否成熟，就像日本設計師推出一款概念機，稱

為 blank，該手機上半面全是 OLED，沒有鍵盤，使用者可以根據他的喜好決定

手機的外觀，透過 OLED 顯示出來。技術都有，然而並未成熟，以致於價格太

高，就算推出，也只有少數位於金字塔頂端的人會去購買；如果是這樣的話，就

不符合本研究的假設了。因為本研究認為小眾化、個人化的手機是一個趨勢，而

非少數人所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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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界的角度來看，所謂創意構思的發想是有限定的，設計必須限定在可以

做的範圍之內，而非天馬行空。正如本研究對創意構思的定義上說明創意必須可

以實行才稱為一好的創意。而 ideation module 將與會人員分成兩群，一群人控制

創意構思的創意性，而另一群人控制創意構思的可行性。最後的 mutation module

更將可行性的探討納入考量。總結，本研究透過三個方式兼顧了可行性，呼應了

業界的現況。 

二、在業界實作手機的過程中，不可能在一開始產品設計時，便將消費者想

法都加入設計之中。消費者的想法有可能是在其它流程中被加入的，比如說 3D

建模出來之後，拿在手上才知道該手機的缺點。本研究的四個模組中，雖然只有

在 ideation module 將消費者的想法納入產品設計，其它模組並沒有納入的動作。

然而透過模擬可知，本研究會在查核點後分析並得知哪些創意構思為「消費者偏

好創意構思」。並在下次設計時，納入成為新的元素。因此，這部分和業界實際

狀況不謀而合。 

三、本研究所提出的 competition module 將設計提案供使用者評選，由使用

者決定哪些設計提案可以勝出。因為那些設計提案都是商業機密，不能輕易讓外

人得知，因此，業界的做法是將公司內部的人當做試測樣本，讓他們進行評選。

並要求不得洩露出去。若以商業機密為考量，本研究也可以透過對過去已上市的

手機對消費者進行評測，已決定消費者的偏好。 

四、本研究提出的 competition module 在最後會產出數個設計提案，然而本

研究並未界定有幾個。在業界實際運作上，通常最後只會有一個設計提案會繼續

往下走，最多再加一個做為備案。因為在探討可行性時，一個設計提案能夠最快

聚焦，也讓大家有個重心能迅速進入主題。 

五、軟體的使用者介面其實也是手機重要的議題，舉 iPhone 為例，它成功

的兩個要素第一個為外觀，這個部分的進入門檻較低，第二個要素就是軟體的使

用者介面，過去手機的介面動輒好幾個階層，讓不熟悉的人要花不少時間適應。

然而 iPhone 的使用者介面便相當直覺，簡單按幾下便可以完成想要的動作，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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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有設計感的圖示，讓人愛不釋手。此部份在本研究中並未涉及，可做為後續

發展之用。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從理論架構之建立及數據實驗數據分析的過程中，均本著科學與嚴謹

的研究態度來進行資料的整理、查證與分析，期能使本研究能客觀且儘可能的勾

勒出手機設計產業未來可能的情境與發展，並提出可行之因應策略，但囿於人

力、時間和部份資料取得不易，仍產生許多研究上的限制： 

一、構面涵蓋的範圍 

本研究將手機設計提案分成四大類與 27 個構面，這 27 個構面涵蓋了美

學面、科技面、功能面，儘量將目前有的層面融入其中。不過市場上手

機琳瑯滿目，難以有一套分類方式能將所有面向列舉出來。這點在本研

究不免有疏漏之情形 

二、消費者偏好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在這部分參考其它學者的論文，利用成份效用值表示 27 個構面

消費者偏好的程度。然而消費者偏好的資料龐雜且日新月異，各方資料

內容多所偏差；另外，部分資料為有價研究報告，不易取得，本研究受

限於研究時間、人力及物力，不免有所偏差。 

三、研究方法與模擬上的限制 

    1.參數之設定 

     E – mutualism 架構，全是數學模型。然而設計流程中有許多不確定的

因素，比如說一個構面的可行性機率等等。因此在參數的給定上相當

困難。 

    2.統計分配 

     為了模擬現實狀況，許多變數透過統計分配的假設給予數值，然而每

一套統計分配，後面應該要有夠多的樣本支撐。本研究礙於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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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免有些偏差。 

四、驗証上的限制 

    本研究雖然利用 E-QUAL 做為衡量的指標，但是指標背後的意義難以

解釋清楚。換句話說，如果兩種服務產業同時使用 E-QUAL 衡量，兩

者的指標將難以比較。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後續研究方向後續研究方向後續研究方向後續研究方向 

以下提供幾點，以供後續研究發展之方向： 

一、行銷的重點是產品及公司的定位。定位就是要了解顧客的分群、顧客的

習性、生活環境的差異。本研究著重於「使用者經驗」的提升。未來在

研究發展上，可以將行銷這部分融入研究之中，探討行銷人員可以如何

擷取市場的資訊，並了解消費者想要購買什麼樣的產品、如何誘發其購

買的動機。加入行銷的研究可以直接提升手機的售貨數，和利潤目標做

結合。 

二、手機與人類的互動將可以劃分軟體面和硬體面，E – mutualism 在 27 個

構面的劃分中，沒有軟體面的部分。隨著軟體產業的成熟，軟體的開發

也面臨到如何可以更人性化，舉例來說 NOKIA 就是以簡單易懂的操作

介紹著稱。未來可以嘗試以 27 個構面為基礎，向下延伸軟體及使用者

介紹的構面。讓設計提案在評比時，此部分一樣可以被納入考慮。讓評

估變得更全面。 

三、使用者經驗的擷取是個很重要的議題，目前也有不少研究在進行。設計

要能融入使用者經驗，後面資料的獲取方式變得非常重要。第一因為使

用者太多，不可能一一去訪談，第二「使用者經驗」是長期的累積過程，

因此取得上也有相當的難度。如何透過較少的成本來完成，值得未來研

究。 

四、在使用者經驗的評估上，本研究是透過構面中消費者偏好創意構思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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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CIP)來評比，未來可以繼續尋找其它的評估指標來對不同設計流

程、模式進行討論。或是將 CIP 更具體化為數個更實體的服務評量指

標，比如說易用性、學習的時間等等。 

五、服務經濟到體驗經濟 

    服務經濟的客戶是小眾化客戶，而體驗經濟是單一客戶。強調的是每一

個客戶的感受。隨著微細度的增加，要考量的事情變得更複雜。目前手

機市場仍是以小眾化客戶為主，但難保未來有一天不會走向體驗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