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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本附錄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略說 iDesign的架構及本研究在 iDesign

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個部分說明本研究第四章應用到的 Experience-Quality 

Model(Wei-Feng Tung，2007)。  

iDesign & Mobile Design 

設計領域本質即具有雙方互動的色彩，其設計流程隱涵著 co-production的

藍圖。此外，設計是(Cooper&Press,1995)： 

 (1)一門藝術 

(2)問題求解的過程 

(3)創造性行為 

(4)各專業的集合 

(5)一個產業 

(6)一種過程的綜合性觀點 

簡而言之，設計從頭到尾，牽涉的領域可說是不勝枚舉，說它是跨領域的結

合一點也不為過。而服務科學的精神就是希冀透過跨領域碰撞的火花，以達成服

務的創新，這點和設計領域可說是不謀而合。 

至於為什麼視設計為服務，可以從服務談起，服務強調消費者的參與。 

一、而設計者在進行設計時，有一概念的原型，一個好的設計是顧客可去更

改這個原型，而非單由設計者所領導。 

二、沒有最終的設計產品，只有不斷演化的設計產品，它們會不斷被進化，

像服務一樣。 

若兩者能互相輝映，相信現今設計領域勢會有跳躍性的發展。而此新的設計

服務乃是使用 iDesign系統化服務創新之架構與模式(附錄圖 1)。另外，iDesign

共包含三個旗艦示範應用，此三個示範應用為數位協同創作設計、手機設計、室

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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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iDesign 創新服務價值鍊(Wei-Feng Tung，2007) 

    從上圖來看，第一步必須先確立動機、建立目標，手機設計的目的在於建立

有效納入消費者想法的設計提案，讓設計流程是建立在雙方的參與上，進而提升

雙方的價值。第二步透過 iDesign的分類架構，找出手機設計的定位、背景，利

於第三步方法論的建立。第四步即為對設計流程的監控，在本研究即為

Monitoring Module。第五步透過 E-Qual (Wei-Feng Tung，2007)進行評估，並產

生改正方式，修改動機及目的。 

    若從問題解決的角度來看，iDesign解決問題的流程如下： 

 

附錄圖 2、iDesign問題解決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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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會被丟入 Design Service Machine，並根據 iDesign的分類架構，將要處理的

問題送至相對應的服務分類中處理，並透過該分類事先建立好的處理機制，解決

該問題，並要求符合事先設定的目標；此外，無論那一分類最終的目標都是要達

成高生產力及高成效。如此一來，各項分類都能透過 E-Qual衡量其績效。 

以下對 iDesign的分類架構做個簡述： 

    iDesign本身有一套分類架構，這套分類架構將現今強調 Co-production的設

計服務，分為四大類別。分別為：Online Mass Service、Collaborative Marketplace 

Service、Customized Cooperation Service、Personalized Relationship Service。 

    這套分類架構是由生物學中的共生發想出來的，由於共生的程度有異，如共

生依緊密關係，又可分為單利共生、協同共生、互利共生(級別最高)，若從生態

勢能的角度視之，生物和環境的依賴程度又可分為寬生態勢能及窄生態勢能。從

而建立 Y軸 - Continuity of co-production，這部分著重的是單一性及連續性，單

一性即互動的雙方是否為特定的群體；連續性即互動雙方的契約是長是短。 

    至於 X軸的部分，生物學在適應的基礎上，又可分為兩種：單向的適應：

非生物性環境的適應，為適應溫度、光線、水、土壤；雙向的適應：生物性環境

的適應。於 iDesign中便成為 X軸 - Mutual Adaptability，X軸切分為二，一為雙

方適應力皆高，二為單一方高，互動的過程中，非從頭到尾一方為高或為低，角

色是會隨著時間隨動而變動的。分類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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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3、iDesign分類架構 (Wei-Feng Tung，2007) 

    手機設計於該分類架構中座落於左上角處，解釋如下： 

一、Y軸 - Continuity of co-production： 

    單一性：手機商品雖然社會上大眾誰都可以購買，但在設計之初仍必須確定

目標族群，因此具備單一性。 

    連續性：手機推陳出新的速度十分驚人，可以更換、作裝飾用，更成為時尚

的象徵。而手機廠商正是抓住了消費者這種喜新厭舊、追求時尚的

求變心理，於是推出各種各樣的手機。一旦該使用者習慣使用該品

牌的手機後，下一支使用該品牌的機率大增。因此，手機設計廠商

無不絞盡腦汁，拉高手機設計的品質，提升消費者的滿意度。 

二、X軸 - Mutual Adaptability： 

手機設計是多為其中一方的適應力較高。又分兩種：一種是消費者只需基本

功能的手機，設計太多複雜功能，他反而不會用或是用不到，這種消費者的面對

外面的變化適應力較低。另一種是群族是勇於嘗試，樂於摸索不一樣的事物，這

種消費者的面對外面的變化適應力較高，像智慧型手機、PDA手機就是為這類

型消費者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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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 

    E-Qual的觀念源自於生物學中兩生物體互利共生的行為，以此比擬為涉入

手機設計服務傳遞過程中的雙方。然而關於服務品質衡量模型，國內外諸如此類

的研究不在少數。而本研究之所以挑選 E-Qual做了衡量的基準，原因在於 E-Qual

在衡量時，是以高度消費者涉入服務傳遞過程為背景。和其它服務品質衡量模型

相較下，更能符合本研究的目標。 

    E-Qual使用了 Proximate Response(PR)、Ultimate Response(UR)、Evolved 

Dependence(ED) 做為服務品質的衡量準則。至於 P R、U R、E D在生物學內代

表的意義如下圖所述： 

 

 

 

 

 

附錄圖 4、PR, UR, ED生物學定義 

如上圖所述，G物種分為 Gα、Gβ兩類。Gα0經過長期演化成為 Gα1，而  Gβ0

和 H物種長期演化成為 Gβ1，而此長期演化稱化「適應」(Long Term  

Adaptation)。右側的 P R是將 H物種從 Gβ1移除後(Short term Removal)，兩相 L R 

S (Lifetime reproductive success，某物種的表現) 的差距。ED則是 Gβ1移除 H物

種後的 L R S 和 Gα1其 LRS 的差距。UR 則是 Gβ1未移除 H 物種後的 LR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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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α1其 LRS 的差距；簡而言之，UR 若為正，代表 G 和 H 物種長期演化下來的

LRS較 G物種自體演化的 LRS為高，証明了 G和 H物種的共生是正向帶來效益

的。 

    若將生物學中的三者做一轉化，應用在服務衡量上，則定義如下： 

附錄表 1、PR,UR,ED定義 

準則 定義 

PR 衡量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在合作過程中。消費者

涉入所產生的正向回饋 

UR 衡量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在長期合作過程中。消

費者涉入所產生的正向回饋。 

ED 衡量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在長期合作過程中。消

費者涉入所產生的負向回饋。 

  

    明確地說，PR是衡量「短期」下來，消費者涉入服務傳遞過程中，所產生

的短期績效。而 UR是衡量「長期」下來，消費者涉入服務傳遞過程中，所產生

的長期績效。 

不過，E-Qual假設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雙方在長期的合作下，會產生相互

依賴的關係，這種關係並非是完全是正向的回饋；雙方這種依賴的關係也伴隨著

負向的回饋。以下從兩個面向來解釋何謂負向的回饋： 

一、生物學： 

小丑魚和海葵存在著共生的關係。長期下來，雙方演化出某些機制讓彼

此能在持續繁衍下去。海葵能提供小丑魚避護的空間，小丑魚對海葵的

回饋也不少。它們的食物碎屑，或者是食物碎屑引來的微生物，都能做

為海葵的食物。 

但假設把小丑魚置於沒有海葵的生活環境中，小丑魚由於已「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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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有海葵庇護的環境，此時面對外來天敵。會比與當初沒有與海葵共

生帶來更不利的影響；而此不利的影響，即為小爭魚和海葵共生後所產

生之「負向的回饋」。 

二、轉換成本： 

用套牢現象來解釋，即該方需付出相當的成本，才能完成角色的轉換。

舉例來說，假設已經習慣使用 Nokia多年的消費者，現在需要升級，會

使用其它品牌嗎？假設該客戶已經熟悉 Nokia的介面操作，當他進行轉

換時，在適應的過程中，就減少了便利性。附帶一提，轉換成本會隨著

時間拉長而遞增。而此因不再使用某長期使用的產品，背後帶來的轉換

成本，即為「負向的回饋」。 

    E-Qual最終要衡量的是長期下來消費者涉入所產生的正向回饋，即 UR。因

此，UR在計算上，便不能單單考量 PR所造成的影響，應該將負向的回饋(ED)

做一併考量。三者在數學關係上可以表示為： 

(15)                                                                       UREDPR =−∑  

    原因是 PR是短期的正向回饋，長期而言需將其加總。而 ED雖然短期也有，

不過從短期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直接看長期的。在時間軸關係上，也可以表

示為： 

 

附錄圖 5、UR, PR, ED時間軸關係圖 

    如上圖所示，假設該服務傳遞流程由四個 PR所組合而成。則每段 PR都代

表一個檢核點(checkpoint) ，而檢核點設立的原因在於檢查每一段服務的傳遞是

否有達到預定的目標。如此一來，可以確保長期下來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是在一

個長期正向的互動之上，而不致於發生偏差。 

    接下來，下面介紹的是 PR、UR、ED的計算，而其計算是透過 IF(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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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ness )來進行。IF的概念是由生物學中的 LRS轉化而來，以下是 LRS和 IF的

對照表。 

附錄表 2、LRS和 IF的對照 

 

PR、ED、UR其實就是分別透過 IFP、IFE、IFU來衡量。不同的 x影響不同

的 IF。但是一個 x也可以同時影響多個 IF，端看衡量的情境而定。E-Qual除了

用來衡量服務傳遞的 Performance之外，也可以用來衡量 Productivity。差別在前

Lifetime Reproductive 

Success (LRS) 

 Interactive Fitness  

(IF) 

某物種的個人適應 衡量目的 服務提供者和接受者

互動關係的評估 

受特徵 x影響的 LRS 

(e.g.,翅膀長度) 

 

gLRS  
受消費者涉入影響的

LRS 

某物種的存活時間 
(L)  

(L) : 服務流程長度 

( 1/L)： 1 /服務流程

長度 

第 i年該物種所產下子代

數目(g代表的是子代雌

性、雄性總和) 

ig,R  

第 i次服務提供者和

消費者互動的結果  

某物種平均存活時間 [ ]xT

eE(L) α=  

 

服務提供者和消費

者的平均互動次數 

每年的平均子代數目 [ ]xT

ej)g,RE( β=  

[ ]xT

ej)g,RE( β=  

x是因子， β 是 x因

子的權重 

用來衡量平均 LRS的模

型，且受 x特徵的影響。 

[ ]

[ ]x)(

xx

ig,

 ig,g

t

tt

e

e

E(L))RE(

L)RE()E(LRS

βα

αβ

+

+

=

=

×=

×=

 

用來衡量平均 IF的模

型，且受 x 因子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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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乘上 L(服務流程的長度)，後者則是乘上 1/L。 

    透過 E-Qual對服務傳遞流程雙方互動的衡量，可以了解到 E-Qual將整個服

務傳遞的流程切為數等份，每一等份即對其最後的 Performance做一衡量(PR)，

背後隱涵的其實就是檢核點(checkpoint)的觀念。讓該服務傳遞的流程不會發生偏

頗，可以有隨時做調整的空間。且在計算過程中加入轉換成本(ED)的觀念，讓最

終的衡量結果(UR)，更加客觀。本研究第四章將以 E-Qual做為衡量 E-Mutualism

的基準，相信對於更能符合本研究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