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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研究背景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當下，伴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全世界正陷入一大改革的

漩渦中，對於商品或溝通等的價值觀也隨此改革風潮震盪改變，現代服務業就是

依賴網際網路(Network)和資訊技術(IT)發展起來的新興服務業，以及新興服務業

對傳統服務業的改造而形成的新服務業。服務業正在進行一次“服務革命”[30]。 

歷史的演進從傳統的農業經濟，歷經工業革命轉變為工業時代，製造業因此

蓬勃發展，工業經濟的浪潮全面蔓延到世界各國。到了 20 世紀 60 年代初期，世

界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重心開始轉向服務業，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和就業結構

中所占比重不斷加大，全球產業結構呈現出“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

型的總趨勢，服務逐步被重視。20 世紀 90 年代，人類發生資訊革命，進入資訊

時代/網路時代，資訊科技帶給人類全方位的改革。人類社會第四次的革命“服務

革命”，就是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社會和技術共同演進的科學，以資訊科

技(IT)為基礎改革服務整體，包含人、過程和資本。服務科學的目的為培養人才，

發展和執行資訊科技應用以幫助企業等組織改進目前的服務，並把握和創造新機

會。而服務科學的基礎為要求徹底了解如何創造和交付可以重復利用的資產，以

便更加容易地重復執行和更加有效地交付服務[30]。 

服務科學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人文科學交叉形成的科學，是

應用性、實用性很強的科學。它不僅研究戰略、結構、運作、行銷，還研究服務

需求，服務定位、服務績效、服務文化、服務創新、服務策略、服務產品、服務

定價及服務品牌等。更詳細地描述服務科學的本質：“服務科學是研究商業

(Business)、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創新，通過代理商和供應商的

共同合作創造價值和共用價值；研究商業和治理方法，達到獲取價值；研究技術

工具，實驗服務的各種過程；研究組織文化實踐，達到激勵和凝聚員工，以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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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服務績效的集體作用” [60]。服務科學重視與消費者共同創造價值，也就是

著重在價值創新服務，不再只是提供大眾的一般性服務，顧客的高度參與、共同

獲得價值，激發創新服務，將顧客視為與企業同等重要的地位。服務科學的最終

目標是整合各種知識以促進服務的創新，從服務的組合、服務的流程以及服務的

價值等方面去看服務業的內涵。 

從傳統的服務業到現在新興服務業，整體社會從講求集體價值的氛圍，轉變

成注重獨立個體價值的時代，在兩種截然不同的經濟場域拉扯中，舊產業結構在

著重效率、成本、標準化所展現出來對於紀律、規則等等的工作本質，也被感性、

崇尚個體性的全新特色所取代[20]，將顧客的回應與感受視為企業的核心價值逐

漸成為被重視的議題之ㄧ，顧客經驗除了基本的產品/服務品質外，又涵括了生

活美學、心理學、設計學等，給予顧客整體性的體驗服務，持續的累積並不斷的

加以修正所提供的服務。在這樣追求設計感與美學的時代，如何成就一個好的設

計？成為大家所熱烈討論的議題，而設計廣泛的存在各領域中，各領域都有其思

考邏輯及理論，所以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這議題成為關鍵的一環。在服務業

也逐漸著重設計思考方向，期望提供消費者、企業對於產品與服務的整體過程呈

現，一個重新思考、創新思考的方向，到達創新、改變的突破點。 

School of design at Stanford (d. school) [32]認為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是一個為世界帶來創意及新事物的催化劑，將跨領域的人才結合起來，利用不同

領域的思考藝術互相激盪，這樣共同合作社群，可以創造出動態的關係，引導至

突破點 (d. school website)。所以設計思考是以人為中心，結合各種不同領域的人

才，共同創造設計，合作解決問題。現在企業積極朝向創新的目標邁進，學習創

造新產品、新服務、新的企業觀感、新的經營模式，也就是說創意構思正是企業

帶給顧客最佳的價值，因為主宰市場的不再是品質或技術，而是顧客的感覺。 

本研究所探討的為服務科學當中的一個領域 Intelligent service design 

(iDesign)，它是利用資訊科技(IT)為基礎，致力於模式化及自動化的認知過程及

知識呈現，並應用到設計的問題上[53]。透過生物學中個別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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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共同演化的背景得到兩個特性來描述在iDesign中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雙方，

持續性的價值共創與雙方相互行為調適；持續性的價值共創將服務提供者與顧客

共同創造價值的持續性分為兩層次，協同合作及互利共生，雙方相互行為調適則

為服務提供者與顧客單方高或是雙方皆高的相互適應的能力作為區分[64]。

iDesign包含許多的服務產業，用此兩項特性架構出服務創新的基本架構，分類

為四個區塊，如圖 1.1。本研究是以室內設計(E-Interior design)風格服務為例，

由於室內設計本身的特徵就是設計者(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雙方持續性的溝通與

互動，反覆性的相互學習、成長、妥協，最後達到雙方皆期望目標，是雙方皆高

的相互行為調適程度與持續性高的價值共創，如圖 1.1中所標示的第IV 區域。 

 
圖 1.1 iDesign e-Service 的分類架構圖 

資料來源：Wei-Feng Tung(2007) 

第2節   研究動機 

在顧客講究個人化、風格化，人人追求設計感、美感的時代，企業要如何快

速及有效的根據顧客喜好、需求提供個人化及差異化的服務？由於資訊科技(IT)

帶給企業之間的差異化日漸縮小，現在企業間競爭白熱化。而企業無法只運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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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資訊科技、經營思維來運作，必須學習新的技術、新的方法。 

在室內設計產業，目前已逐漸數位化，利用資訊科技的輔助來完成設計，從

構想到雛形的過程，進行反覆修正。但仍然有些問題尚待解決： 

1. 顧客的設計需求模糊，未能確實掌握 

過去許多的企業，皆應用資料倉儲的方法，依據歷史資料的分析，了解

顧客的需求，提供服務，但是這樣的方法，只能經由過去的歷史資料推測出

顧客的將來需求，且顧客回應的資訊皆呈現過度單一數據的偏差，除了無法

因應顧客對於新產品、新服務的反應做出快速回應，或是無法預期新產品、

新服務的刺激，顧客的想法改變，也無法深入呈現整體性服務對於顧客觀感

的影響，就像是，顧客享受SPA，除了接收到療程服務外，進入空間所產生

的感官訊息，如音樂、氛圍、擺設、光線等等，也是影響顧客經驗好壞的重

要因素之一。另外，企業也常應用協同式生產的方法，由顧客提供建議來修

改產品與服務，達到顧客所需求的目標，目前的方法都是利用資訊科技發掘

與找出顧客的需求，並且提高服務業的經營效率，如流程改善、服務品質的

提升、顧客滿意度提高等，但仍是將資訊科技當成輔助的工具來增加顧客價

值，而企業仍為主要的決策者，僅僅讓顧客提供建議，修正企業提供服務的

策略，無法提供真正顧客想要獲得的產品與服務[35]，以顧客的立場為主要

的思考方向，仍無法確切的被重視與執行。 

 

2. 創新與設計的過程神秘 

傳統對於設計的過程認為是一個未能得知的神秘過程，設計過程的思考

邏輯及運用的方法都為個人的思考過程，有時瞬間即產生，無法確切的呈

現，容易被架起高台，如何產生可呈現設計流程的服務機制？是一個值得深

入探討的重點。本研究所提供的機制，是要讓顧客得到設計相關的充分資訊

去瞭解設計的組成要素、流程，並且構想出自我需求風格，企圖產生創新設

計、滿足顧客成就感等價值，從服務提供流程中一探設計的神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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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的溝通過程耗時 

傳統的室內設計的過程，是設計師將顧客的口述構想，依據專業知識與

工具將概念具體化，如具現化，在經過反覆溝通及修正後，產出最終的成品，

時間通常相當冗長。雖然目前已有利用資訊科技輔助，加快設計的過程，但

由於仍需經由多次溝通與顧客進行反覆確認，才能完成。所以架構出一個及

時反應顧客需求的設計服務，並縮短設計溝通時間與成本，是一個亟待發展

的研究方向。 

 

為了解決上述的問題，企業必須運用一些新的方法來為顧客創造新服務與新

價值，而不僅僅只是改善原有服務及增加顧客價值，現在已經有許多學者提供了

一些方向，如創新的思維、顧客為本、共同合作、創新設計、顧客經驗管理等等，

而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就是包含以上眾多領域的思維，以解決現有的服務

窘境，將顧客納入整個生產過程中，讓顧客與供應者共同合作、創新產品與服務，

使得雙方皆滿意並獲得創新價值。本研究利用服務科學找出服務創新與價值創新

的方法，所以從服務科學的三個面向－服務組成、服務流程以及服務價值來對於

室內設計產業進行分析： 

1. 服務組成 

室內設計服務的組成，主要分為幾個部分，而這些組成的服務成為在室

內設計產業服務創新的基本單元，將這些單元重組與重構後，可以將室內設

計服務的內涵更多元及多樣化，室內設計風格的服務分為：概念原型分析服

務、設計概念原型創新服務、設計建議服務、顧客挑選服務、經驗價值評估

服務等。本研究室以顧客與設計師為共同設計的關係，故包含此五種服務。 

 

2. 服務流程 

由於傳統上室內設計風格的服務流程需經過多次的溝通，往往由設計師

傳遞設計概念與經驗，而顧客只能被動的接受與選擇，由於本研究將顧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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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的關係視為共生的共同演化，即服務流程上可以運用許多方法，將服

務組成透過不同的組合與重構，而產生服務創新。本研究目前是以發展單一

服務流程來改善並解決現有的問題。 

 

3. 服務價值 

室內設計風格服務是一個提供高度個人化的服務，產生的服務價值不僅

僅在滿足顧客需求上，加上由於顧客的自我參與而激發出的成就感。而整體

設計服務的價值評量，會透過實驗的結果來驗證。 

 

利用服務科學的各面向分析新興的服務業，目的就是讓顧客與服務提供者處

於平等的地位，相互合作並共同參與整個服務提供的過程。本研究以 Intelligent 

service design (iDesign)中室內設計(E-Interior design)風格服務為例，提供改變現

有服務提供的繁瑣及瓶頸，期望將顧客與設計者融為一體，共同創造出符合顧客

內心需求的服務，設計者和顧客雙方皆為主角，改變傳統上由於設計者具備專業

的豐富知識，由顧客向設計者描述心中的理想圖，再由設計者製作草圖、經過溝

通反覆修改、最終定稿等等繁複且一再重複的過程，使得雙方以協同合作的方式

相互適應與成長，達到雙方目標及創造更好的價值。 

第3節  研究問題 

21 世紀來臨，資訊科技發展日漸成熟，應用範圍廣泛且深，從最初替代繁

複規律的日常工作到現在創意邏輯的思維，尤其在設計(design)這個領域，充滿

的非制式跳躍式的邏輯思考，雖然已有許多數位化的工具來輔助，但是應該如何

應用資訊科技(IT)的方法，來創造真正的服務創新及符合顧客創新價值，期望提

供一套讓顧客可以自我參與設計與激發創意想法的機制。因此，本研究以室內設

計(E-Interior design)風格服務為例，就本研究可能面臨到的問題與挑戰，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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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整設計資源與概念 

傳統上設計領域由於設計者本身具備豐富的專業知識，所以在提供服務

的過程中，時常為主導的一方：而顧客端，對於設計領域專業知識的不足，

以及進入門檻高，所以時常只能被動接受或妥協設計者所提供的服務。而

20 世紀末，資訊時代來臨，資訊傳遞迅速且便利，人人皆可在網際網路

(Internet)得到資訊、獲取知識，縮短了設計者與顧客之間的鴻溝。這樣的改

變使得顧客的需求改變，不再只是照單全收制式的服務，而更加要求創新概

念、差異化服務、個人特色的設計。而如何將上述的資源(resource)加以組合，

與設計者共同獲得設計的共識、獲得創新的設計，這是本研究的問題之一。 

2. 如何運用機制使設計師與顧客共同設計 

傳統上設計者在設計的過程中，往往基於過去的經驗並符合顧客個人需

求而設計，雖然時時有新的概念出現、新的花火產生，但通常大同小異，且

畢竟人的大腦記憶有限，僅能紀錄以往的設計經驗中的較常出現概念，但是

設計領域裡有龐大且眾多的概念，現在的顧客期望獲得創新的想法，期望可

以在一個入口(portal)就可以全部獲得這些概念，挑選想要的概念原型，加以

組合，與設計者共同設計。所以產生一個使雙方能共同產生想法、共同設計

的機制，是本研究的問題之一。 

 

3. 產生服務價值的創新與評估 

傳統服務業提供服務的目的在於獲得高利潤、高顧客滿意度等價值，服

務科學(Service Science)也相同重視這些價值，現在的新興服務業中，除了對

於服務結果的重視外，也重視過程中帶給顧客的價值，而經驗就是一個因人

而異的價值[50]，在現在強調個人化服務的時代，提供服務過程中，個人感

受就是經驗的評價，顧客經驗綜合了服務品質還有接收服務的過程與所存在

的氛圍、感官訊息[25]。如何評估設計服務產生的價值，成為本研究的問題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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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數位化的設計會更加蓬勃發展，因此以室內設計為先驅的研究產業，期

望以新興的服務科學為基礎，發展新的共同演化設計機制，帶領設計產業朝向新

方向、全新的發展風貌。 

第4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貢獻 

傳統服務業僅只藉由資訊科技(IT)支援服務的傳遞及蒐集顧客的回應，並未

能提供完全符合顧客真正的需求，企業與顧客之間仍存在無法消弭的缺口

(gap)[49]， 而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此新興的學門，主要以資訊科技(IT)為基

礎，創新改革服務整體，服務科學、工程與管理三方面，服務的組成(service 

components)、服務流程(chains)與服務價值(value)，讓服務本質具備創新元素，

服務流程更唯有效率，著重顧客價值帶來關鍵的資訊與龐大的效益。 

為了迎接新服務時代的來臨，面臨到有許多服務本身的創新與淘汰以及新服

務的產生，而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正是引導服務創新的先行研究。基於此想

法，本研究以室內設計服務(E-Interior design)為例，提供室內設計風格服務，一

個設計者與顧客雙方的互動機制，而本研究的目的為： 

1. 將設計風格概念的模組化 

將設計者的設計風格概念具體化並加以分類，藉由儲存龐大數量的概念

原型形成一個概念知識庫，使得設計的概念思維符合時代的潮流，不斷的成

長進化，讓設計者可以依據顧客的喜好與需求來隨時因應，提供適當的建

議，呈現符合顧客個人化且呈現創新價值的風格成果。 

 

2. 建立設計流程的系統化 

經由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概念，將室內設計(E-Interior design)風格服

務整體流程系統化，可以依據顧客內心需求，可以重新將風格元素加以分

解、分析並重新組合，了解設計者如何做到創意思考，並同時達到服務創新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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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生共同演化設計機制 

採用共同演化(co-evolutionary)的概念，將設計者與顧客雙方的概念加以

融合，使得設計的成果在演化過程中相互進化成長且快速獲得結果，並同時

達到創新設計的目標，在此過程中可能激發出創意，得到最適共識決，並且

同時達到雙方的目標。 

 

4. 評估並改善設計服務的經驗與體驗 

在集合眾多設計者的概念原型後，經過相互演化的過程中，可以將這些

的概念原型在演化及交互作用下產生出創意的概念、新的概念組合，並將他

儲存到概念知識庫中，作為下一次使用的參考；藉由評估控制的機制，使得

顧客回應與經驗可以納入系統考量，對於服務體驗的流程可以獲得持續性的

改善。 

 

在 IBM 所提出的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中所探討服務的研究方向，分為科

技(Technology)、企業(Business)、人(people)、策略(strategy) 四方面，而本研究

則是以其中 Intelligent service design (I-design)中，室內設計風格(E-Interior design)

服務為例，架構出一個機制來探討。以服務科學的方法為基礎，本研究的預期研

究貢獻分為四方面來討論： 

1. 科技(Technology) 

利用系統化的方式，改變室內設計風格服務的服務組成與流程，將服務

的提供過程變的更為便利，甚至全面性的重整服務。 

(1) 自動化的提供服務 

由於資訊科技及網際網路的普及與便利，任何時間地點皆可以利用

這些裝置取得服務，徹底顛覆服務提供及取得的過程。本研究以室

內設計服務(E-Interior design)為例，將服務自動化、模組化，只要

透過資訊科技使用這項機制，消除了許多必須面對面才能完成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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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過程，自動化產生出符合顧客本身需求性的服務。 

(2) 創意新服務 

透過資訊科技將服務的組成元素、流程加以儲存、管理並使用，服

務的專業知識運用機制，可以快速組合、融合，進而產生出創新的

新服務，可以符合顧客期望，並提供設計者創意的好工具。 

2. 企業(Business) 

服務科學所強調的服務創新，帶給企業服務全方面的大革新，在提供服

務的目標及過程中，企業整體機制的改變，將企業價值導向以顧客為前提，

視顧客為伙伴的大方向。 

(1) 創新的服務思維 

運用創新的經營理念，改變舊有的服務流程與結果，提供創新的服

務思維，期望提供全新的整體服務，讓顧客感受到企業不同以往的

企業理念，在本研究中，室內設計風格服務(E-Interior design)期望

提供給顧客全方面的企業觀感，在設計的過程中，著重顧客內心需

求，服務提供的過程，重視顧客感受、著重創新、顧客價值，期望

能使”創新服務價值”可以持續的被發掘，整體的服務可以持續改

革，讓顧客與企業雙方可以達到互為一體，提供更符合需求的服務。 

(2) 企業哲學 

企業經營雖以成本與利潤等因素作為考量，但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卻更為重視帶給企業的創新價值，不僅僅只是在提供服務

的過程，從最初的經營理念與哲學中，創意創新的概念就參與其

中，直接的影響整體企業的每一個環節的考量。本研究期望提供企

業對於整體服務及企業價值的思考方向與改變。 

3. 人(people) 

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人的感受與體驗是最重要的，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改變了人的組合與參與度，將顧客的想法與意見與企業的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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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為一。 

(1) 顧客與供應者雙方的角色並重 

藉由資訊科技(IT)支援並提高顧客的服務提供的參與過程，讓顧客

的真正需求可以更直接的呈現在最終的成品上，減少顧客心中期望落

差。完整的改革服務的組成、流程及主導角色，讓顧客與企業共同提

供與創造新且個人化的服務，將顧客這龐大的群體融入企業之中，改

變服務提供的過程，去除舊有的服務提供的障礙與瓶頸。 

(2) 減少溝通的時間與成本  

顧客與供應者經由這樣的機制相互學習、激盪出許多創新的想法，

節省傳統上漫長溝通的時間與成本，在其它的應用領域中也可以藉由

這樣的機制，快速產生出一個共識決，減少時間與成本的浪費，同時

達到雙方期望的目標。 

4. 策略(strategy) 

以全新的思考模式去發展全新的服務策略，本研究以設計產業為先驅，

架構出一個服務創新的機制，提供未來服務科學一個發展的方向。 

第5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如圖 1.2所示，分為四個部份來進行。第一階段為緒論，

以研究背景、動機、問題與預期貢獻開始介紹，藉以探討目前提供服務的瓶頸，

並概述本研究提出的觀點與預期達到的貢獻；第二階段為文獻探討，提出與本研

究相關的創意設計、設計思考、協同式共同演化演算法、互動式基因演算法及服

務科學等的文獻探討；第三階段為研究方法，提出協同互動式共同演化創新設計

機制的架構與方法，並做詳細的介紹與說明；第四階段則是進行實驗設計、模擬

實驗的結論；第五階段為結論及未來研究方向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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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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