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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綜觀現代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已逐漸從工業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舉美國為

例，二十世紀初，就業市場中有 80%人口從事農業和製造業；如今，只剩下 20%。

專家更預估，至 2020 年，將有 90%的就業人口從事服務業。據主計處統計，台

灣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從 1970 至 2001 上升了 20%。服務業的範圍很廣，舉

凡金融業、資訊服務業、顧問服務、廣告服務、研發服務、法律及會計服務、及

設計服務等等。可見服務業在生活中的角色已不容被小覷，它已經和人類的生活

密不可分。 

    在此，製造業和服務業有一顯著的差異，因為服務是在被消費時才存在，且

消費者會涉入服務的傳遞過程中，也因此在服務的傳遞過程中，顧客化程度為一

個很重要的議題。 

提到顧客化程度，就不能不提到其代表性產業--「設計業」。設計的過程中，

創意的構想可能是由設計師或是從顧客而來，由於這些構想並不容易具體化。此

時，設計師必須透過一視覺化的過程，將構思傳達給顧客。換句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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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接著審視這

些視覺化的圖像。雙方如此你來我往的過程，讓設計的流程充滿了雙方的色彩，

而設計最終的作品，因顧客的參與，其顧客化程度也相對提高。這種過程，用另

一種名稱解釋就是共同製造(co-production)。 

由於這些創意構思(Idea)是不具實體的，因此管理上並不容易，如何掌不確

定中的確定，做成了許多學者討論的課題。甚至有創意經濟名詞的產生 

接著討論何謂創意構思？在此，賴聲川對創意的說法是：「創意是生產作品

的能力，這些作品既新穎，又適當」(賴聲川, 2006)。而新穎是什麼呢？Alan R. 

Hevner 認為新穎的看法是：「新穎即是解決一個未被解決的問題，或是用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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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方式解決一個已被解決的問題」。(Alan R. Hevner，2004)   

也就是說，創意構思不只要與眾不同，還要能夠實踐。換句話說，創意工程

的兩個面向：「構想」面向、「執行」面向。於是對創意下個定義： 

創意 = Creativity + Innovation 

     =  原創性 + 可行性(過程) 

於是定義「創意構思管理」為：「創意構思管理即是一種結構化地蒐集和評

估概念的方式。控管內容必須包含創意的原創性，也就是說必須是新穎的。且需

具備過程的可行性，也就是原創性必須能夠被實作。」 

    創意構思管理在設計產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從「工業設計」裡一

窺端倪。簡單的說，企業透過工業設計部門的核心--「創意構思管理」帶出企業

的全新價值。這之間的關鍵就在於，如何塑造獨特的形象，並在顧客心中留下鮮

明的印象。 

    至於為何要提到工業設計，得從世界工廠—中國大陸的興起提起。面對中國

大陸的低價策略，許多高科技產業不得不進行轉型，過去盲目追求功能取向甚至

是成本最低化，已經不適用了。因此，從過去的「代工製造」(OEM)，轉變為「設

計代工」(ODM)和建立自有品牌(OBM)。 

宏碁創辦人施振榮指出：「全世界最便宜的創新，就是工業設計，在講求創

新的時代裡，確實更應該去做。」(龍思允, 2005) 

    的確，環視我國這幾年來，工業設計為產業帶來不小的旋風。舉德國 iF 大

獎為例，我國 2004 年與南韓在得獎數上平手；2005 年一舉超過南韓，華碩更首

度為台灣贏得 iF 金獎；至 2006 年得獎總數超過日本，並僅次於德國，成為亞洲

第一，世界第二。(龍思允，2006) 

    自此，企業開始視工業設計作為提升品牌形象的利器之一。而這之中的核

心，莫過於「創意構思管理」。 

工業設計包羅萬象，最具有創意構思想法的，莫過於「手機設計」了。過去

通話是手機最基本的功能。現在，因為功能的跨界設計，讓手機不再只是一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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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式的話筒，個人可以透過手機進行拍照、聽音樂、上網、付費、理財等功能。

手機之所以熱賣，就是因為其功能的跨界設計，它就像黑洞一樣，把日常生活用

得到的功能都拉進來，成為現代人出門必備的物品之一。手機因此不再是大眾化

的商品，它將愈趨向成為小眾商品。手機設計業者在此，必須重新思考創意構思

的管理方式，才能抓住消費者的心。 

由於服務業占就業結構的提高，服務業的型態愈趨複雜，所以新成立一學門

稱為「服務科學」，它不是用來解決一般可以自動化的服務問題，而是希望解決

不確定性高的服務問題。 

為能呼應此產業轉變趨勢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歐美先進國際的研究與教育機

構，以及主要的企業如 IBM、HP 等公司，在最近幾年，均聚焦於對服務的系統

性研究；許多知名學府如 MIT、Berkeley 等大學課程也加入服務相關的理論與實

務；而產業也渴望能有以服務為基礎的跨領域專業人才以滿足需求。基於全世界

學術領域對於服務如何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思想體系和技術方法仍處於萌芽階段 

服務科學的定義：「服務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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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服務科學的概念模型包含了四個元件：

Underlying technology、People/Workforce、Business Process、Business Strategy。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近十年來手機的演進速度，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從以下幾點分析，可以了

解手機是如何一步一步貼近我們的生活。 

一、功能面： 

從過去通訊應用，新增了「娛樂應用」(行動電視、音樂、廣播、拍照、上

網、遊戲)、「金流應用」(悠遊卡、行動錢包、行動條碼)、「商務應用」(行動導

航、行動秘書)、「健康及安全應用」(病情監控、定位協尋)等等。由於功能不斷

的演進，它像黑洞般不斷吸納新的功能和服務，有如個人的萬能助理。(薛宜青，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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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機的流行、風格，將展現個人品格： 

相信大家都有個經驗，在聚會中，某人換了支新手機。談論的主題都轉到手

機上，成為談論的話題。那人當下就成了鎂光燈的焦點，少有人能抗拒那短暫的

滿足感。 

流行、風格很難說清楚是什麼，但是透過流行、有品味的手機，顧客能找到

屬於自己的社會認同，也可藉此了解自己的身份。在手機愈來愈普遍的今日，擁

有兩支手機以上的人並不足為奇。白天工作時，使用功能強的商務型手機；週末

逛街時，挑選支流行時尚的手機；運動時，挑選支可以聽音樂、輕便的運動型手

機。因此，手機可以極具個人風格，從選一個號碼，一支手機，到插入 SIM 卡。

就決定了手機的個人性，從手機外型、質感、來電鈴聲、桌布，處處都可見個人

化。透過一款手機，我們可以窺視主人的面貌。 

三、失去技術優勢 

過去 NOKIA、MOTOROLA、ERISSON 因為掌控了技術優勢，擁有相當高

的利潤。如今，這些優勢已經失去。在台灣、南韓、中國有能力製造便宜、功能

強大的手機比比皆是。2003 年，NOKIA 的全球市佔率約有 35%，並有高達 25%

的利潤。2006 年的第一季財報顯示，雖然仍有 30%市佔率，但獲利已降至 17%。

MOTOROLA 沒這麼幸運，它的利潤在 2004 就跌到 5%了。因此，手機大廠必須

透過產品差異化，才能保有和開發新的市場。(數位時代, 2006) 

從上述三個論點可以得知，手機不能只是大眾商品化(commoditization)的物

品，手機勢必得更小眾化才行。英國 Alloy 公司設計總監 McCormick 指出，「未

來的手機設計，必定走向高度的市場區隔(segmentation)」。也就是將大眾市場切

割成更小的群落，如何拿捏分寸，掌握不同需求，將手機設計的顧客化程度提高，

將是手機設計的最大挑戰。如果手機設計是電腦，創意構思管理是中央處理器，

議題便著重於重視顧客想法之創意構思管理  

因此，重新定義創意構想管理為：「以顧客為中心，進行創意構思流程的控

管。控管內容必須包含創意的原創性，也就是說必須是新穎的。且需具備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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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也就是原創性必須能夠被實作。最後，重視顧客的經驗、意見並有效加

入控管過程。它包含了三個面向，顧客化、原創性、可行性。」 

以下透過服務科學的三個構面，服務組成(components)、服務流程(chain)、

服務價值(value) 來分析創意構思應該如何改變才能將手機設計拉向更小眾化的

市場： 

1. 服務組成(components) 

手機設計從服務的角度切入，可以切分為以下幾個單元。 

一、設計服務：包含了設計諮詢、設計策略、設計組織、設計稽核；這

個服務是創意構思管理的核心，它可以說是概念發展的中心、創意的源頭。 

二、市場服務：市場研究、市場調查、市場區隔、市場測試。這個服務

主導外界資訊的傳入和擔任設計師對外的窗口，讓設計師了解外界的動態，

和使用者交談等等 

三、可行性分析服務：產品條件、可行性調查、製造成本。這個服務評

估提案的可行性，畢竟一個好的設計，是要能生產下去的。企業的資源是有

限的，大可意念設計總監提到：「設計師就好像導演，必須在既有條件限制下

尋求最大的可能。」(數位時代, 2006)，而可行性分析就是確保在既有條件下，

做最有效的利用。 

這些服務單元相輔相成，根據不同市場的需求，可以有不同方式的組合

且缺一不可。 

2. 服務流程(chain) 

這是創意構思管理最重要的地方。在手機設計上一個基本的流程可以包含三

個部分 (李文龍，2003) 。 

一、問題概念化(Concept Definition)：針對要設計發展的產品作全盤性的了

解，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收集資訊、了解市場上相似產品的競爭態勢、

銷售狀況和消費者使用情形、目前流行事物。分析後，加上公司的發展

策略，以規劃出新產品的「概念」。概念的形成過程，需要有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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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轉換的能力，也就是如何將資訊情報，轉換為有利的創意。 

二、概念視覺化(Idea Visualization)：將討論出來的概念，轉換為視覺化的型

態。設計是否能抓住顧客的需求、符合流程趨勢，用圖面(2D drawing )

或模型(3D mock-up)，是目前作為和同事和顧客溝通及評選最好的方

法。也由於資訊科技的加入，使得這個階段有質和量的轉化。 

舉例來說，電腦輔助設計(CAID)，對於過去利用手繪(sketch)來進行創

作的方式，是種大幅度的躍進。CAID 有很強的模擬功能，作品可以從

不同角度去觀看，有助於設計師與人溝通與決策。 

三、設計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設計的提案，除了夠新穎、能反應消

費者需求、引起共鳴外，還要能生產出來。商品化對設計師是非常重要

的，目的是將創意的結果轉為可生產化的過程。簡單的說，不能生產的

設計，便不能稱為一個「好的設計」。 

總而言之，設計的流程的各個步驟彼此是環環相扣的。除此之外，新手機上

市後，市場的回饋，又會對下一支手機概念產生影響，如此因果循環，不停在做

轉化的過程。所以，不能以線性來述說手機設計，它的流程應該是一個無窮迴圈。 

3. 服務價值(value) 

因為面對問題，有了解決方式，才有價值的產生。價值的不同，受到問題人、

事、時、地、物的影響。手機服務本身，最終要面對的是消費者。而手機服務也

是因為消費者而存在。價值評斷的目的是用來了解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創意構思

管理，可以帶來高的成效。 

價值的高低，是受到能否滿足消費者需求來評斷。然而，消費者的需求不是

顯而易見的，他們有時也沒有很清楚，因此評斷上加諸了不少困難性(楊裕富，

2000)。也因此，價值評斷變成另一個要探討的項目。本研究最後會設計一平臺，

對研究的結果進行測試。 

關於服務元件和服務流程，下圖深入探討兩者間的關係，整個服務流程可分

為三個階段及三個元件。深色的元件表示在該流程中的地位最為重要。其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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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第一階段—問題概念化 

強調的是「市場服務」，也就是著重「顧客化」。含括內容不外乎市調、

顧客訪談等等。在創意構思管理過程中，能否成功定位為顧客導向，市

場服務扮演很大的角色。除此之外，概念化過程中加入公司策略或是新

的創意也是相當重要。 

第二階段—概念視覺化 

強調的是設計服務，也就是著重「原創性」。強調設計師概念具體化的能

力，。也就是將第一階段概念化的構思，透過各種形式呈現 

第三階段—設計商品化 

     強調的是可行性分析服務，也就是著重「可行性」。要前面兩階段的設

計提案是可實行的，不是浮於表面或流於空談。舉例來說，提案要成功

資訊科技也要能夠配合。手機設計在探討可行性時，牽涉的部門十分

廣，由於本研究主題是界定在設計上，其它非設計部門的客題不做深入

探討。 

最後，可以發現從服務科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時，正好和之前對顧客導向之創

意構想管理定義，所建立的三個構面—顧客化、原創性、可行性是相輔相成的。

這樣的好處是，讓企業了解每個階段應該著重的地方在那裡，並省視自己缺少什

麼，將問題透明化，讓問題的癥結點不再晦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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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服務組成與流程關係圖 

透過從服務科學的三個構面(components, chain, value)來看，將手機設計加以

元件化好處是可以進行拆解，成為數個服務單元。服務單元進行排列後， 

則可用來解決更複雜的問題。最後再加上和其它學門的結合，則能產生新的激

盪，為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產生新的價值，稱為服務創新。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在了解手機設計小眾化的趨勢後，歸納出目前手機設計業面臨的問題： 

一、設計部門在企業內不被重視 

當設計部門在企業的角色被忽略時，創意構想管理的成份就會降低，相

對地，原創性就會缺少。同樣地，無法獲得高階經理人的支持，流程在

運作時就綁手綁腳的。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成本最小化、技術極佳化。它

們將手機視為製造業，只是單純的製造外殼，加入機板，加入一堆用不

到的功能。完全沒有設計的成份在裡頭。過去這種手機業者有很大的利

潤空間，不過當手機的價值轉變，不再只有通訊功能，甚至可以視為一

個人的象徵時，這些廠商勢必被迫轉型，唯有在過程中加入設計、創意

思考、顧客化的原素，才有生存的空間。舉明基為例，過去開發手機時，

不是手機設計團隊來主導；此外，工業部門在當時也研發部門下的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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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這個情形直到 2001 底，明基自建自有品牌 BenQ 才有改變。 

二、設計流程不確定性高，難以有效監控 

   雖然設計在進行時，有不少可以制式化的流程可以依循，但是過程人的

參與在流程占了一大部分，也時常要透過會議進行討論，因此在管理上

增加了不少不確定因素。 

    三、顧客意見不被重視 

       過去手機設計給人的印象總是模糊的，消費者不了解其中的過程，也沒

有很多機會參與設計的流程。在他們眼前的通常是最終的產品，他們只

是被動的選擇商品。可以歸納為以下原因： 

    1. 組織層級複雜： 

資訊在傳遞的過程中，由於上層的執行力，資料在內容上經過刪刪減減，和

原始資料並不相一。因此，手機設計團隊在進行創意構想時，難把顧客真正的心

聲加入到設計的提案中。 

    2. 第一手資料取得不易： 

第一手資料，莫過於直接和消費者面對面訪談，但是由於成本太高、耗費許

多時間，許多公司都不願意進行太多次。因而，設計團隊透過第三方(如市場調

查部門)對消費者進行訪談、調查。但背後帶來的是資料信度和效度的問題。 

3. 顧客真正需求難以確定 

市場上的法則就是抓住顧客的心，就等於留住他的錢包。過去，大眾市場的

商品在做研究時，都不一定都能知道大眾心中真正的需求。更何況在強調高度顧

客化的手機設計上。當然，不論在學界或是業界都有許多針對消費者行為和購買

意願上的調查，試圖多了解消費者要的是什麼，但是真正要關切的重心，是如何

在進行創意構思時有效地把顧客意見納入討論中。 

4. 顧客人數眾多設計方向容易失焦 

設計產業有許多類別，手機設計這一塊特殊的是它最終必須經歷量產階段，顧

客數量都會面臨一定數量才能上市。因此，在做創意構思管理時，如何從目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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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找出意見領袖，並正確反應該族群的心聲，是一個要討論的議題。 

了解問題之後，本研究將自生物學互利共生找出線索。因為服務雙方就是在

進行共同生產行為(co-production)。若從生物學角度視之，可稱之為「互利共生」。

互利共生在生物學上的定義是「當二種生物以共生關係生活在一起，它們其中之

一或二者彼此不斷地供給食物，彼此也可以互相保護，。並且它們之間的關係為

連續性的、或暫時的、或寄生的、或可自由選擇，並無絕對的相互作用」。其實

服務科學在雙方的互動上，目前就是往生物學上的「互利共生」邁進，讓互動的

過程是對雙方都有利，並且缺一不可。從生物學的角度看，這一切並非一蹴可幾

的，但是本研究試圖從中找出一些線索，從研究的方法上進行討論。接下來討論

生物學的近來趨勢。 

生物學包羅萬象，像是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遺傳學等等。而

將生物帶入另一高潮的「基因工程」更是功不可沒。由於基因工程數據的龐大，

讓電腦成為計算基因體的研究方法，電腦的運算技術跟過去比起來更有數十倍的

差距，因而造就了生物資訊學的興起。種種因素的會合，讓生物學能夠和化學工

業、能源、農業、環境科學等學門結合再一起，其應用範圍甚廣，舉凡食、衣、

住、行、育、樂都含括在內，許多科學家認為它將是二十一世紀的明星產業，生

物學此時蔚為一片風潮。 

生物學帶來的熱潮還不僅於此，有一群社會學物學家更嘗試用生物學原理去

解釋社會的演化行為。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不僅生物學帶來革命，更重要的是影

響所及到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等領域。有鑒於此，本研究

試圖透利用生物學的原理，洞察手機設計師和顧客間進行互動時產生的問題，並

從中找一解決之道。本研究從服務科學找出研究方向，並分析了手機設計的三個 

構面，最後從生物學的互利共生進行聯想，找出對應的解決方式。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貢獻研究目的與預期貢獻研究目的與預期貢獻研究目的與預期貢獻 

    手機設計在現在可是說是當今最熱門的 3C 商品。從心理學大師馬斯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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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需求模型可以了解，手機原來定位在第三層--「社交需求」，社交需求包括對

友誼、愛情以及隸屬關係的需求。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後，社交需求

就會突出出來，進而產生激勵作用。當人們透過手機輕易建立人際網絡，人和人

的通溝會變得更加容易。目前，手機超越這個層次，往第四層--「尊重的需求」

前進，尊重需求既包括對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他人對自己的認可

與尊重。有尊重需求的人希望別人按照他們的實際形象來接受他們，並認為他們

有能力，能勝任工作。人們手中握有的手機，就代表一個人的風格、象微，可以

透過手機，了解這個人的社會階層、興趣嗜好等等。最後，手機將走向第五層--

「自我實現」，這是一種創造的需要，在適當環境下，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潛在能

力。自此手機這個名詞可能已不足已彰顯手機對人類的價值了，而是將協助人們

有自我實現的能力。 

    手機要能超越馬斯洛的第三個層級「社交需求」，就不能用現在的流程來設

計手機，應該在手機設計的靈魂「創意構思」上，進行改造。為了達到第四、第

五階層，手機必須從多從顧客的角度進行探索(Joan L. Giese，2000)。至於要怎

麼達到，有兩個議題。第一、從生物學之互利共生的機制去找出線索，找出有效、

快速的方式讓雙方有著良好的合作模式。第二、從服務科學的三個構面分析手機

設計產業，透過系統化的方式建立服務創新(service innovation)，適應更多元化的

環境。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在經過服務科學的分析、生物科學帶來的聯想後，本研究的目標為透過一套

創意構思管理機制，讓手機設計過程有效納入使用者的想法，讓手機設計走向使

用者高度參與的時代。價值的建立和評估則是下一個重點，讓使用這套方法的人

能建立績效的準則。於是列出研究的議題如下： 

一、建立一套創意構思管理模式 

此套創意構思管理將包含三個面向：顧客化、原創性、可行性。從服務科學

的分析方式進行討論，著眼於服務流程上，透過服務組成了解不同流程所必

須強調的服務元件。最後，透過生物學互利共生的概念，發展一套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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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構思管理模式的監控 

進行創意構思管理時，企業必須對過程進行監控，因為每個設計專案都有其

時程上的壓力，尤其是在進行商業化的時候，參與評估的人員是從各部門召

集而來，如果沒有訂定目標或是監控流程，時程常常因為沒有效率而延宕。

因而建立有效監控模式是本研究要探討的第二個議題 (Alan R. Hevner，

2004)。 

三、發展創意構思管理機制各階段的門檻 

設計的流程並不是線性的，而是由許多重覆流程所組成，所以必須訂定一個

停止點。除此之外，該機制是否有效，也是評估的重點(劉瑞芬，2005)。 

完成以上目標後，預期可以得到的貢獻如下： 

1. 生物學互利共生對個人化商品市場的啟示 

從市場上商品的趨勢，不難了解客製化的程度逐漸升高，舉例來說，

Lands’ End 網路郵購商已開始讓網友透過 3D 模特兒，模擬自己穿衣服。

愛迪達也提供訂做個人專屬鞋的服務。這些例子在實體商品仍屬少數，

但在網路上卻是一般法則。透過本研究的探討，從生物學中兩生物互利

共生的模式找出線索，並應用上來。以期能有個不一樣的想法來看待商

品市場個人化的趨勢。 

2. 為手機設計產業帶來小眾化趨勢 

透過本研究的設計，在了解未來手機設計趨勢前提下，將可以為此產業

帶來更高的附加價值，除了利潤外，更可建立廣大的顧客群、建立起更

高的顧客忠誠度；無形中，更是品牌的宣傳。對顧客而言，手機帶來不

僅僅有生活機能上的滿足，它為個人象徵、自我實現帶來更崇高的意

義。最終，手機設計將往小眾化發展，為組織和顧客建立雙贏的局面。 

3. 為服務科學帶來實務上的驗証 

由於服務科學為一新興的學門，實務上的討論並不多，本研究從服務科

學的角度看手機設計，並透過三個構面的分析、重組，達到服務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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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對於服務科學的理論驗証上有了些許幫助，期待未來服務科學的

觸角多元化，對其它服務產業也能有所貢獻。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份為緒論，主要在於針對研究背

景、動機、問題與目的來討論；第二部份為文獻探討，本研究相關的研究文

獻為創意構思管理、手機設計、生物學之共生；第三部份為研究方法，主要

探討 E-Mutualism 系統的運作；第四部份為實驗設計與結論。 

 

 

 

 

 

 

 

 

 

 

 

 

 

 

 

 

 

圖 1-5-1、 研究程序 

第壹章 緒論 

(研究背景、動機、問題、目的及貢獻) 

第貳章 文獻探討 

(創意構思管理、手機設計、生物學之

第參章 研究方法 

(e-mutualism 系統) 

第肆章 實驗設計與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