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設計出一套以互利共生為基礎之顧客導向創意構思管

理機制，並以手機設計為背景，來探討其內部的運作，本研究將牽涉到創意構思

管理、手機設計、生物學之共生。因此，在文獻探討部份，首先將於第一節介紹

本研究之核心精神，創意構思管理以及其相關研究；第二節針對背景手機設計做

探討。第三節將針對本研究所採用方法，即生物學之共生，做一詳細回顧與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創意構思管理創意構思管理創意構思管理創意構思管理 (Idea Management) 

生活週遭的任何事物都是都一個基本的創意構思(Idea)開始，許多企業了解

到這些創意構思可以帶領創意的產生，拉大和競爭者間的差距，因此想透過一套

管理過程來蒐集和儲存這些創意構思(Mark Fritz, 2002)。在了解這套管理機制之

前，先了解何謂「創意構思」，創意構思是透過腦力思考而完成的一個概念(Newell 

et al., 1962)。至於何謂一個好的創意構思呢？從管理學的角度看，由於創意構思

常被納入領導和管理之中，好的創意構思從有效的管理得來(Betty Vandenbosch, 

et al., 2006)，因此創意構思如何有效的管理便成為關注的議題。 

此外管理和組織學的研究中，也明確指出組成創意構思的兩個部分：創造力

(creativity)和革新(innovation) (Betty Vandenbosch, et al., 2006)。分述如下： 

創造力(creativity)就是透過單一或是多組個體的運作產生的新穎且有用的創

意構思(Amabile, 1988)。他們透過一連串正向的循環找出獨特且具功能性的創意

構思。然而，不是所有創意構思都是富有創意的，其實許多成功經理人做決策時，

還是根據一些原始或是新穎但不夠完美的創意構思來進行。 

革新(innovation)簡單的說就是成功實行一個創意構思，無論它具有創意與

否。換句話說，革新可以視為一個實物或是一套辦法(Rogers, 1995)。雖然每個革

新是從一個創意構思開始，但是在實作的過程中，這個創意構思會隨著偶發事件

和需求的變更而改變。 

如果說創意構思是主體，那什麼是客體呢？首先必須了解創意構思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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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構思的構成(Ideation)是透過人類適應及想像的能力所完成(Bateson, 1972)。

而創意構思的生成是有時空背景的，舉例來說革新起源於為了解決問題，而問題

是對現況的不滿意而產生。同樣地，機會也與創意構思彼此交織，創意構思可以

帶領新的機會，而機會也需要創意構思來完成。因此，問題便成為創意構思的客

體。 

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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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聲川這裡的創意和上述的創意構思其實不一而同，

都闡明了創意構思不只要與眾不同，還要能夠實踐。 

那何謂創意構思管理1？Betty Vandenbosch 等人的定義如下：「創意構思管理

是一組了解需求，產生和評估的過程。」(Betty Vandenbosch, et al., 2006)。 

本研究認為，該定義不足以闡釋創意構思管理內部意涵，因此綜合國內外學

者研究提出以下定義： 

「創意構思管理即是一種結構化地蒐集和評估創意構思的一套機制。必須包

含創意的原創性，強調新穎性；及過程的可行性，也就是原創性必須能夠被實作。」 

換句話說，創意構思管理包含兩個面向，「創意」面向、「執行」面向。能夠

結構化地含蓋這兩個面向才能稱為好的創意構思管理 

創意構思管理不像其它流程容易被合理化，它相對起來較複雜，且可重複性

低、非結構化且結果不可預期，因此在應用上較困難。一家好的公司應該有良好

的溝通管道，讓員工能夠分享他們的創意和想法，並且有一鼓勵機制，譬如透過

累積點數的方式來進行，來增加員工參與的程度，分享的過程增加對自己的肯

定，讓員工的忠誠度提升。管理要了解的是，創意構思管理不是只讓有創意的人

在進行，這個過程還需包含支持者、修正者、提供技能支援的人等等，要知道不

是人人都是革新者，但是人人都應被鼓勵參與這過程，它能成功，還需團隊的分

工才行(Judith Lamont, 2004)。 

                                                 

1
 國內對於 Idea Management 沒有統一的譯名。因此，本研究參照國外學者的定義內容，給予「創

意構思管理」一名；而 Idea 則譯為「創意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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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構思管理不確定性高，因此流程的界定也相對困難。不過仍然可以透過

四個基本階段來闡述(Mark Fritz, 2002)： 

一、調查(Survey) 

在調查這個階段，公司內部人員從公司內部或外部蒐集創意構思，公司

內部可以是針對一件小事情所突發的想法，外部可能是對競爭者的了解

或是市調公司的資訊而來。 

二、建立(Build) 

在建立這個階段，公司內部的人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重新定義各個創意

構思，並將彼此之間加以連結，討論過程中，有幾點是要注意的(陳玉

芬, 1997)。第一、挑戰根深蒂固的觀念：挑戰舊有觀念，為重新檢討公

司慣用手法的方法，也是企業朝多元方向的跳板。第二、承擔適度的企

業風險，管理者應不事先預設立場來看待公司所承受的考驗與風險。第

三、賦予員工有決議的自由：企業在此需培養員工在多樣選擇中有作決

策的能力，尤其在新興的市場或動盪的環境下，理性分析的能力與自由

決議的權力，更不能被忽視。 

三、測試(Test) 

在測試這個階段，公司內部透過小組的討論來檢視這些創意構思是否可

以實行，過程中可能有人支援，也有可能遭到批評。不過好的創意構思

應該要能通過這些檢驗。 

四、執行(Execute) 

在執行這個階段，公司將前面測試過後的創意構思應用到現實生活的問

題上，有可能是開發一個產品或是解決公司的財務危機等等。 

五、評估(Evaluate) 

在評估這個階段，公司內部透過事先定義好的回饋(Feedback)和監控

(Monitor)機制，了解實行過後的結果是否符合預期的目標，如果沒有，

則重新檢討中間的環結是否發生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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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則要探討一個好的創意構思管理應該具備那些要件(Neil Coade, 

1997)： 

一、以未來為導向： 

擬定創意構思時，要能使公司跨出過去未察覺的境界。而不是像編訂公

司年度預算，像是做例行公事似的。 

二、訂出確切的目標： 

一間創意構思管理良好的公司，應該訂定具體的目標，讓團隊間能產生

激勵的作用，這些目標須具有真實性、挑戰性、可測性、時效性，而且

不繁雜。 

三、訂定評斷良好創意構思的標準 

高階主管應該團隊間訂定評定標準，共同倡導品質管理的觀念，讓創意

構思產生的過程往正向邁進。 

四、作業管理階層的參與 

基層幹部可將策略的內容簡化，以便確實執行公司的每項策略。這種由

下而上的策略規劃方式，對發展創意策略是絕對必行的。雖然，領導團

隊需要上面支持，但是執行面的部分，則需作業階級的來處理 

五、創意的產生，無需立場 

公司內部創意來源時有不同，發展開放式的管理風格，廣納各種新思考

模式，讓各層管理人員對於自己的想法有自信向上層提報，是很重要的。 

六、獎勵創新的導入 

這可由頒贈獎金，利用紀念年會上的表揚或紀念獎章的頒授，選擇一個

適合的獎勵方式，藉以鼓勵創新的投入與產出。 

七、全公司的參與養成 

全員參與將增加員工被授權的空間，使員工的想法與作更具創意，並允

許員工完全參與公司的決策過程。 

八、注意團隊間的協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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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是否能接受以小組為單位所產生的創意，並將整合後的概念與各

單位互動，使用更具有創意，端視各團隊的領導人之間是否有默契，在

不打壓團隊成員的新點子或掩蓋其貢獻之下，激發團隊的創造力。 

現行的創意構思管理可以透過人為方式或是資訊科技來進行。由於它的複雜

性高，許多公司透過創意構思管理科技協助高階經理人管理。 

這種創意構思管理結合資訊科技產生了新的管理模式，透過網際路的傳遞，

創意構思的管理變得無遠弗屆，再透過集中線上資料庫蒐集並儲存各地傳來的想

法。創意構思管理系統(Idea Management Systems)的定義：「系統提供一套結構化

蒐集創意構思的模式，讓人們可以評估和分享它們，藉之產生組織競爭力(Judith 

Lamont, 2004)。」有了資訊科技的協助，組織更能有效進行創意構思管理的工作

並且普及化於全公司。 

本研究第三章的部分會參考創意構思的定義和流程，發展一套方法論，用結

構化的方式協助企業進行創意構思管理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建立知識庫、評

估、監控、討論等等。透過系統化的流程，透過資訊科技建立一套創意構思管理

系統，並驗証其可行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手機設計手機設計手機設計手機設計(Mobile Phone Design) 

在一個技術成熟的市場，什麼才是手機成功致勝的關鍵因素，答案是設計。

過去技術是手機成功的指標，現在唯有設計才能帶出手機的獨特性，開創新興市

場。下面來探討國內手機業者在面臨設計當道的處境。(鄭重譚, 2006) 

好的設計多少要有創意的成份在裡頭，但是追求創意多少帶著些許風險。因

此自主研發一款創新產品，就不是所有手機業者願意投入的。舉一廠商研發自主

的創新產品為例，它們採用概念型設計，創意完全來自工業設計師的想法。這些

概念型手機設計圖會先在內部市場部門做評選，然後做出模型到目標消費族群調

查，從最早創意到最終手機出廠至少要半年。而自主設計關鍵在於預測上市的市

場流行趨勢，所以也不能完全採納消費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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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自主創新需要對大眾市場的充份調查，及巨大財力支撐，除了諾基

亞、三星、摩托羅拉等公司，國內廠商顯少為之。 

因此，國內手機業者不得不把“跟隨”視為主要戰略。大多數機型由韋品經

理提出主要資訊，譬如說這款手機要做成直板的、折疊的，還是滑蓋的，目標族

群為何？價位為多少、主要配置包括哪些、需要強調哪些關鍵功能等。然後工業

設計師根據資訊進行有限創意。由於產品經理提出的是目前市場上流行手機的資

訊，所以風險也較小。 

對於設計師而言，設計的靈感通常稍縱即逝，要實現則需完整的系統支援。

舉例來說，諾基亞推出的手機「浮世繪」，就是藉用日本江戶時代的一種民間套

色版畫的想法，應用在設計上。對設計師來說，他們要能在生活中發現未來的時

尚、掌握流行的趨勢，甚至將汽車外型應用到設計上，設計師帶來的人力成對公

司而言是個龐大的支出。 

國內手機大廠難以進入國際市場，充其量只能當一個追隨者，原因有二： 

一、企業規避市場風險、研究風險，急功近利。 

二、沒有一套良好管理機制來控制大局，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多數廠商

設計師難以進入公司決策層，從創意構思的發想到產品的生成，沒

有良好機制管控。再者，企業高階缺少行銷理念：過去國內多走代

工市場，缺少行銷人員。高階經理對於品牌認知不周，不懂得如何

經營。 

    因此，本研究認為國內手機業者應該具有遠見，起初部分手機可以針對市場

潮流去發展，之後逐漸增加自行創作的比重。除此之外，本研究提出的創意構思

管理機制，提高設計部門在公司內的地位及合理納入公司策略及消費者意見，至

於 

所以當國外大廠打出新市場時，國內廠商也只能自怨自艾。 

下面探討手機設計時，不同層次管理者其活動與工作項目(鄧成連, 2001)。 

一、高階設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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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目標：預測、界定及再界定公司目標 

2.使所有參與者知道且了解公司目標 

3.產品計劃：確認所定之產品計劃與公司目標匹配 

4.資源規劃：提供資源以吻合產品計劃 

5.時間成本：確認在時間條件下的人員與費用被適當地監督 

6.評估評價：評估成果並傳達評價給相關人員 

    二、專案設計管理 

       1.計劃：確認產品被界定且能吻合公司計劃 

       2.控制成本：預算分配、控制費用及安排現金流量 

       3.控制進度與品質：監督進度必要時採取矯正行動 

       4.溝通：控制外部及與高階管理的溝通，使其明瞭進度、時間與費用。 

三、設計執行管理 

    設計執行可分為概念設計、具體化設計、細部設計與生產設計等階段。

此四個設計階段均需注意設計師的表現，通常是指派某設計小組執行設

計工作，由設計執行管理者控制設計進度與進行會議。 

    事實上，需要多少管理者介入處理設計事務，取決於公司組織的結構與大

小，在大型公司組織可能由四層以上來管理，小公司可能由一特定人來管理。 

    至於設計專案的參與人員，設計部門有工業設計師、平面設計師等，工業設

計師是設計專案主要成員。其它部門則有產品經理、行銷經理、產品企劃人員、

結構設計師、研發部經理等等。 

    在了解手機設計不同管理階層的職責後，下面探討手機設計的新產品發展流

程，由於手機設計流程與一般工業設計流程大同小異，利用工業設計流程來探討

之。 

    在產品開發流程的相關研究上，不同人有不同的見解，以下舉出數派學者為

代表。 

Cooper(1993)對於管理新產品開發之創新程序提出階段管制系統(Stag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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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之想法，程序劃分成五個不同階段：產品發想、初步調查、細部調查、

發展、產品測試確定及全面上市等，而每個階段的結束點為一閘道(Gate)或檢驗

點(Checkpoint)。跨功能團隊領導人或高階主管充當閘道的守門員，其所作的決

定有四種結果：通過、刪除、保留及重新來過。 

Kolter (1991)認為產品開發有八個階段：構想的產生、篩選、觀念發展與測

試，檢視與評估，行銷策略與業務分析、產品開發與設計，試銷而後上市，這個

流程包含細部的設計和開發作業、重複的測試與調整、商品化與量產上市等多 項

任務與活動 

Ulrich & Eppinger (1995)指出，當企業的新產品策略制定完成之後，主要依

照之循序式之開發程序：激發產品創意與概念、篩選與評估、初步設計、市場機

會之商業分析、新產品發展、市場測試、正式上市進行，同時對於新產品開發的

每一步驟均需妥善的來加以規劃與管理(龍思允, 2006)。

 

資料來源：龍思允(2006) 

圖 2-2-1、循序式產品發展程序圖 

表 2-2-1、設計新產品發展階段理論 

學者（年代） 新產品發展階段 

Booz, Allen and 

Hamilton (1981) 

認為新產品發展階段依消費者需求、競

爭壓力及技術推動三種力量可分為三

種過程。其中依消費者需求的新產品發

展階段為：產生創意、觀念發展及消費

者篩選、業務分析、產品發展、消費者

測試、試銷和商品化。 

Cooper (1986) 可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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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認需求階段：此階段主要在尋找有

附加價值的創意、希望由此創意能發展

出對公司未來有極大獲利機會之新產

品。 

2.規劃產品過程階段：此階段主要是藉

著行銷人員所提供的市場潛量、經濟利

益預測資料及生產製造人員對新產品 

製造時各項客觀技術評估意見，共同決

定創意是否可行。 

3. 商業化階段：此階段主要在使滿足

市場需求的產品觀 

Kotlor (1991) 新產品發展階段包括八個階段：(1)創

意的產生(2)創意的篩選(3)觀念的發展

與測試(4)行銷策略(5)商業分析(6)產品

發展(7)市場試銷(8)商品化。 

Calantone Schmidt 

and 

Benedetto(1997) 

分解成五個部份： 

1.預先發展行銷活動：新產品創意的初

步審查、市場的初步評估、詳細的市場

研究。 

2.預先發展技術活動：初步的工程/製

造/技術評估。 

3.發展行銷活動：以顧客為對象的原型

測試、試銷與新產 品推出活動。 

4.發展技術活動：產品發展、內部原型

或樣本測試、試產、全線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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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財務分析 

Gruner and 

Homburg (2000) 

新產品發展階段分為：(1)創意產生、(2)

產品概念發展(3)專案定義(4)技術工程

(5)原型測試(6)市場發表。 

資料來源：邱文雅（2004）整理 

參考了國內外各學派對於新產品開發流程的文獻後，本研究定義手機設計流

程遵循了三個階段一、問題概念化；二、概念視覺化；三、設計商品化。而其輸

出分別為一、創意構思；二、設計提案、三、設計提案。 

手機設計的把關方式，以下列出目前國內使用較多者(龍思允, 2006)： 

一、C-System (Check-point System) 

C-System 是國內電子業使用率頗高的作業流程架構，如明基。在 C-System 

查核圖示中，C0~C5 表示開發流程每一階段的查核點(Check Point)，亦即關鍵里

程碑，在這每一個查核點主要是以會議的形式，來審視每一流程階段之作業情況

與目標完成度，其時點多由產品經理決定，隨著流程的進行，各查核點亦分別由

不同的人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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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政榮(2003) 

圖 2-2-2、C-System 查核圖示 

    二、ABC 把關程序 

C-system 較適合於擁有自有品牌的企業來進行，但因為時程較長，較不適

合 OEM 等企業。國內採用 C-system 的公司如明碁，而以 OEM 為主的公司，

如仁寶則採用較短的 ABC 把關程序。它只包括 4 個階段，但在每個階段之間 

亦設有「ABC」TEST。圖中右邊為在每一階段中所要進行的步驟，左邊則是 

ABC-TEST 的負責部門與要測試的內容。 

 

資料來源：龍思允(2006) 

圖 2-2-3、ABC 把關程序圖 

    在了解手機設計程序上的把關程序後，本研究將之應用操發展創意構思管理

機制各階段的門檻。前面提到，由於設計的流程並不是線性的，而是由不斷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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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和修改組合而成，所以必須訂定一個停止點，從把關程序上得到的觀念可與設

計三階段流程結合。如此一來，本研究架構更趨完整。 

透過對手機設計概況的探究後，可以大致明瞭手機設計實務上面臨的困境和

機會，在設計方法論時，也不致流於空談。在了解角色界定和負責職務後，在方

法論的發展上，對於角色的扮演也可以更明確地劃分，而不會模稜兩可。最後，

由於本研究是以手機設計為背景，流程的解析尤其重要，如果不能透視手機設計

流程中各個元件的職責，就難以用「系統化」的方式建立一套可以解決現實問題

的方法論；也因此，本研究探討各學派學法，反覆研究其優缺點，截長補短，以

實務界為依據，找出最適合現在環境的設計流程。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生物學之共生生物學之共生生物學之共生生物學之共生(Symbiosis in Biology) 

    生態學中，種群是物種存在的基本要素，它在生態界有著自己的地位和適應

其生活的環境，進行著生物活動。且無論是種群之內或是種群和種群之間，都必

然存在著某些聯繫。例如植物種群內對環境內的土壤及水分都有需求、接受光照

等等，使彼此產生競爭或是促進的現象。動物種群內為了生存、撫養、避天敵、

爭取雌性或爭搶地盤均屬種內範疇。不過，相比之下，種間的關係更形複雜，它

不僅影響個體、種間內的發展，還將種群和種群間聯繫起來，成為一張大網，影

響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生態界之所以能保有其穩定性，完全依賴於生物間的相互作用。這類種間的

關係，有時是競爭性的、有的是互利的、有時是無利也無害的。本研究只探討互

利之間的關係，隨著互利型態的不同，可以分為三種(周光裕等, 84)。 

一、單利共生(Commensalism) 

單利共生也稱之為共棲，指的是兩種生物生活在一起，其中一方受益，

另一方無利也無害的一種關係。其中共棲者是主動的，宿主是被動的。

共棲者可以生活在宿主周遭或是附著在其身上，它們可以在宿主上身上

得到諸如養分、庇護所、散布等好處，但對宿主不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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鯽魚以吸盤附著在鯊魚的體表，攝食鯊魚食物的殘屑；藤壼固著在鯨身

上或軟體動物貝殼上，除了得到殘留食物又可得到庇護。某些甲蟲被田

鼠從一個巢攜帶到另一個巢，田鼠不僅給予隱蔽、攝食的場所，還協助

其散布。 

二、協同共生(Synergism) 

協同共生指的是兩種生物在一起，對雙方都有利。但兩者並非不能分

開，一旦解除這種關係，雙方還是可以繼續生存。換句話說，它們只是

一種暫時的合作關係，而非固有的。 

在海洋中的蟹背上有許多腔腸動物，如寄居蟹和海葵，海葵利用自己有

毒的細胞為寄居蟹提供了保護，而寄居蟹可以帶著海葵移動，海葵還可

以食用寄居蟹的殘食。此外，牛背鷺、啄牛鳥喜歡啄食牛、羚羊身上的

寄生蟲；不少鳥類在鱷魚口中剔食蠅類、食物殘渣。這都是雙方都互得

好處的例證。 

三、互利共生(Mutualism) 

互利共生是兩種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互受益，互為依存。這種關係如被

解除，對雙方有極大的損害，甚至無法生存。以下舉例說明(張學文, 88)： 

(1) 傳粉者與被傳粉者 

每年愛玉子開花的時候，就有一批愛玉子小蜂等著進入，愛玉子的花是

在隱花果內生長的，隱花果外層綠色，上面有些白點，看起來像果實而

不是花，但是真正的花其實藏在果實內。當雄隱花果長出時，頂上有個

小孔，進去有一螺旋狀苞片組成的管道，下面接著雄花，準備產卵的雌

蜂，從頂端進入，穿過層層障礙，找到雄花產卵。這些帶著成熟雄花粉

的雌蜂，飛往下個隱花果，為愛玉子傳播花粉；而在隱花果也提供了良

好的庇護環境和養分給小蜂的幼蟲。截至目前為止，只有這種蜂為它傳

粉，這種一對一的關係，可以說沒有小蜂，愛玉就沒有成熟的種子；沒

有愛玉，小蜂也無法延續後代。此為典型互利共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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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衣 

地衣是一種真菌和單細胞藻類組合成的複合有機體。真菌菌絲纏繞藻細

胞，並深深長入藻細胞的原生質內，藻類能行光合作用，真菌可以利用

藻類製造的有機物。但藻類與外界環境隔絕，所需的水、鹽和二氧化碳

則必須由真菌從環境中吸收提供。彼此便構成了互利共生。 

(3) 牛和鞭毛蟲 

牛是食草動物，但它們體內沒有可以消化纖維素的酶，只有靠生活在牛

骨裡的鞭毛蟲，可以把纖維素分解為葡萄糖，才可以吸收，否則無法存

活下去。鞭毛蟲也需靠葡萄糖才能生存。 

(4) 微生物和人體 

人體腸道內存在著一定種類和數量的微生物，這些微生物透過取得人體

內的養分生存。同時它們合成一些人體不可缺少的物質，如硫胺素、核

黃素、生物素及多種胺基酸。實驗証明，如果人的腸道中少了它們，對

人體健康有很大的傷害。 

    這種極端特殊的種間關係，是帶有風險的，如果一方受損或是消失，對另一

方必然意味危機的到來。 

    掌握了生物間的共生關係，可以幫助解決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舉例來

說，林業上，為了提高樹的存活率，可以根據不同的樹種，預先在土壤放置相對

應的真菌，或事先讓種子感染真菌，來保証樹種存活及良好的發育。 

    國內也有建築系學者，透過互利共生的的概念，建立社區和小學良好的互動

關係(張元琳, 1997)。該學者認為目前所處的社會，建築業者多以自掃門前雪的

心態表現在空間規劃上。互不連貫的開放的空間系統使得建築物像孤島般的矗

立，互不聯繫；封閉系統下的思考方式，讓原本應該整體思考的空間架構變得斷

斷續續；原本可供共用的空間，因貪圖管理的方便而各自設立，造成空間使用上

的閒置。 

    本研究則是參考了生物學互利共生的文獻(Laurence Després，2002)，發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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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這篇文章是研究金蓮花和果蠅間互利共生的關係，目標是探討雙方在互

利共生上演化的原因，也就是探討雙方形態上的特徵，如何影響彼此的演化。該

研究發展了四個模型，其中兩個可以提供本研究想法。如下所示： 

    The fly oviposition model: 稱之為果蠅產卵模型，模擬了雌性果蠅對金蓮花

進行選擇並產卵，並計算每隻果蠅面對一特定花朵的產卵機率。該機率受雌性果

蠅的行為所影響，比如說如果該金蓮花內已有果蠅產卵過，則該雌性果蠅的產卵

機率便會降低。本研究藉用其觀念探討創意構思會被納入產品設計的機率，不同

的創意構思就像是個別的卵一樣，被產下的機率比擬為被接納的機率。 

    此外，這部分還紀錄了果蠅的產卵次數，並透過產卵次數將果蠅進行分群，

以觀察其產卵行為，這部分引用到本研究可行性會議的監控，將設計提案可行性

機率的增加情形做分群，以探討會議的績效。 

    The larvae survival and competition model：稱之為幼蟲存活及競爭模型，藉

此了解在花季結束後不同品種果蠅的幼蟲存活數目，因為花中的食物是有限的，

所以幼蟲數愈多的話，競爭情形會愈來愈強烈。手機設計公司也是如此，公司資

源有限，不可能採用所有設計提案，因此設計提案間便面臨了競爭的情形，探討

不同參數對此競爭環境下的影響，便成了本研究的另一個課題。 

    本研究從服務科學的角度，試圖從互利共生找到線索，發展一套讓服務的提

供者及服務的使用者能夠緊密配合的方法論，不同於該建築系學者，本研究將建

立更具體的方法，透過數學模型的運算，找出最有效的流程，促進雙方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