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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通用設計 

壹、通用設計之發展背景 

    1950 年代的美國，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及韓戰、越戰後，大量的傷殘者紛紛回歸

美國社會生活，以往為一般人所設計的環境、設施對其造成了諸多阻礙；再加上 1940

年代後半期小兒麻痺症的盛行，更突顯了這類行動不便者不論在工作或生活上會遇到的

障礙和不便。因此，有鑑於此，為了便利身體傷殘者而除去日常生活環境中各種障礙的

「無障礙設計」(Barrier-Free Design)理念就應運而生，在這個階段的核心思想，仍是以

便利身體有殘缺者之設計為中心，為的就是給這些行動不便者更多無障礙的空間。 

    到了1970年代，美國開始透過法令、政策制訂了多項有關「無障礙環境設計」之法

案，加速了此一相關概念的推廣。美國政府於1968年制定的「排除建築障礙法」(the 

Architectural Barrier Act)，保障了身心障礙者之可及性(accessibility)及使用的權利；到了

1988年的修改的「美國公帄住宅補充法案」(The Fair Housing Amendments Act ,FHAA法

案)，更是超越了身心障礙者專用的可及性概念，新導入了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順應

性住宅(adaptive housing)概念，從這就不難看出設計的趨勢已經逐漸地從以往對身體傷

殘者所做之特殊化設計，轉化成為了服務一般社會大眾以提高福祉的設計。1970年代，

美國建築師麥克‧貝德納(Michael Bednar)提出，當環境障礙被去除時，每個人的能力就

都會相對的被提升。因此他建議應該有一個新的概念可以讓這一些需求更為普及。 

    早在1970年代的後半期，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NCSU, North Caorlina State 

University)的教授羅恩‧梅思(Ronald L. Mace)，就開始主張「設計應該不因年齡、能力、

性別而有所差異，應該為所有人設計」的概念，這也是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最早

的發源概念。並於1985年的文章中正是使用了「通用設計」這一名詞，強調「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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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為了身心障礙者謀福利，更是以「所有人」為設計對象的概念。他也指出通用設

計不是一門學科，也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種設計理念，希望可以達到滿足多數使用者

的需求。 

    在一些已開發的進步國家，隨著高齡人口的急速增加，人口組成老年化的意識抬頭，

許多企業主都相當重視這些高齡人口的消費習慣及購買力，也確信這是一個急待開發的

消費市場。所以不論是社會、政府或是學術單位都投入很大的心力，積極研究如何進行

創新的設計改革來符合市場需求。1989年R. L. Mace教授，設立了通用設計中心(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此單位附屬於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設計學系，此中心的

主要宗旨在於促進有關通用設計概念之教育及研究活動，在住宅、公共設施、商業設施

及產品的使用方便性上的評估、研究調查、情報資訊發信、技術支援、開發及活動推廣

上都多有涉略，希望可以為所有使用者改善其居住環境其相關週邊設施，並且致力於推

廣通用設計的概念。 

貳、通用設計定義 

    「Universal Design」一詞比較常見的中文翻譯名稱有「通用設計」、「共通性設計」、

「全方位設計」、「全民設計」等，其中又以「通用設計」這樣的翻譯名最為台灣社會所

接受，也能簡單的表達出此設計概念的初衷─讓更多使用者能適用的設計概念，所以本

文將會以通用設計一詞來詮釋 Universal Design。 

    而通用設計的主要概念是強調設計對於各種不同使用族群的關懷，以愛為出發點來

設計。希望在設計產品或是環境的過程中，能夠思考到更廣泛的使用族群，包括了高矮

胖瘦不同體型的人、老年人、孕婦、兒童、身體傷殘者等，也就是找出這種多族群的最

大公因數，盡可能在最大範圍內，讓一種產品或是環境設計可以不需要經過太多特殊的

調整、太複雜的設計，就可以同時適用於所有不同年齡層和不同能力程度的人。就如同

1998年，Ron Mace在其最後一次公開演說中所言：『通用設計是廣泛的定義使用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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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消費者為市場指標，並不是特別針對身殘者，而是為所有的人類設計。』(Universal 

design broadly defines the user. It’s a consumer market driven issue. Its focus is not 

specifically 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but all people.) 他亦指出：『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

認，當我們年紀大了或失去某些能力的時候，我們都會變成身障者。』(We all become 

disabled as we age and lose ability, whether we want to admit it or not.)另外，根據學理顯示，

80％以上的人都有某程度的身體障礙。自由空間董事長唐峰正先生曾經說過：『人生旅

程中有三分之一需要他人的扶持。』我們可能因為突如其來的傷害，造成身體短暫的障

礙，或是面臨年老、行動不便之狀態，因此通用設計針對的族群是我們全體所有人，這

樣的設計理念就更臻可貴了。 

    在日本的「通用設計季刊」中，則是提到通用設計是「不論傷殘與否、年齡大小、

性別、國籍為何等，皆可以使用該設施、產品、環境等的設計。」日本共用品推進機構

也提出了「共用品」、「共用服務」這樣的名詞，所提出的共用品觀點是認為--有些身

障者在生活上仍頇仰賴「福祉機器(輔具)」，而加入通用設計這樣的概念則是希望設計

出的「一般品」能讓更多人來使用，包括一些身障人士，形成所謂的「共用品」。 

 

圖 2-1 共用品設計概念 

資料來源：日本共用品推進機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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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類似通用設計概念的是「Inclusive Design」，在英國Inclusive Design的概念

也相當普及，一般將其翻譯為和合設計。在英國研究這方面設計理念單位有：視障國家

研究機構（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Blind）、消費者事務國家研究機構（Research 

Institute for Consumer Affairs）和劍橋工程設計中心、以及海倫‧漢姆林研究中心（Helen 

Hamlyn Research Centre）等，他們不僅參與了和合設計的相關計畫案，更鼓勵英國的龍

頭企業導入和合設計的概念，並調查一般民眾對和合設計的態度與評價，希望能藉此引

起消費大眾與企業對此的注意。 

    預計到了西元2020年之後，英國50歲以上人口佔成年人的比例將會高達50%，Roger 

Coleman是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和合設計領域教授，他也是Helen Hamlyn Center的共同

創辦人之一，他認為如果這樣社會年齡層老化是不能避免的趨勢，那我們現在的產品或

是服務上的設計，又為什麼要以年輕人或是行動能力較佳的消費者為設計核心呢?。 

    英國劍橋工程設計中心(Cambridge Engineering Design Center)將Inclusive Design定

義為「對於主流產品或是服務的設計，其設計理念應該是盡可能以全球性的消費者為考

量，設計出可親近的、可使用的產品或服務；並且能彈性運用在各種各樣不同的情況下，

對於能力不同的使用者，可以不用有太複雜的調整或專業設計。」此外，他們也提出「和

合設計」並不是一種產品就可以適用於所有人，也不是強調要以專業的產品或服務設計

來滿足某些有特別需求的使用者，而是一種新的設計風格。 

    以和合設計為發展核心，透過這樣的設計思維可以洞察出更明確的市場趨勢，『當

你為年輕人設計產品時，你將年長使用者排除在外；當你位年長者設計產品時，同時你

也將年輕人納入使用者範圍內。』；也可以優先考量到商業價值，因為『能夠將可親近

的科技與顧客需求做配合時，這是公司成長的機會，也是要做的對的事。』；和合設計

的中心價值是關心真正的需求，而需求是發明之母，所以透過這樣的設計思維也可以激

發出更多的創新與發展；另外和合設計為全體人民帶來極大的潛在利益，因此以如此概

念為核心之設計可以提升產品所帶來的加值效果。分別以商業價值(Commer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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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發展(Innovation & Development)、產品提供(Product Offering)以及市場趨勢

(Market Positioning)四個面向來探討和合設計在商業營運上的應用及優勢。並且舉出實

際的調查數據來支持和合設計的確有其重要性，故需要被推廣與發展。 

 
圖 2-2 包容性設計於企業應用四大優勢 

資料來源：英國劍橋工程設計中心網站 

参、通用設計之原則 

    「Universal Design」一詞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利大學教授 Ron Mace 於 1974 年的國

際殘障者生活環境專家會議中首次提出。UD 始祖─Ron Mace 教授本身也是小兒麻痺患

者，坐輪椅的他比一般人更容易體悟到，不以通用設計概念出發的產品或環境設施對行

動不便者所帶來的負擔和挑戰，所以更能夠感同身受得以愛為出發點推廣通用設計。此

概念提出至今，隨著學術領域或是運用範疇的不同，對於通用設計的原則定義也衍生出

多種版本，以下為作者整理出之多種通用設計原則介紹。 

    比較常見的通用設計原則，有前三種「3-B 法則」、「5-A 法則」、「7 原則」，分別歸

納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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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B 法則」由 Ron Mace 教授提出，這也是他認為 Universal Design 最原始的要求。 

    (1)Better Design (更好的設計) 

    (2)More Beautiful (更美觀的設計) 

    (3)Good Business (更高的商業價值) 

(二)「5-A 法則」是由美國堪薩斯市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人文生態學院的服

裝、織品以及室內設計系所提出的看法。 

    (1)Accessible (可親近性)-不論是產品或是環境空間，必頇提供使用者更容易親    

近與使用的友善介面與設計。 

    (2)Adjustable (可調整的)-產品或空間的使用方式或介面，必頇依不同的使用者或使

用狀況來調整，提供最適合的操作方式。 

    (3)Adaptable (能適應的)-提供容易、具通融性的設計，讓大多數的人方便使用。 

    (4)Attractive (具吸引力的)-空間或產品設計時需考量到有趣性即吸引力，提高使用

者操作上或使用上心理及生理層面的滿足感。 

    (5)Affordable (負擔得起的)-提供使用者可以負擔得起的產品價格，讓使用者不需要

花費昂貴的價格購買，以減少其心理與價錢的負擔，讓使用過程更不具壓力。 

(三)「7原則」則是於1995年，由Mace教授與一群建築師、產品設計師、工程師以及環

境設計的研究員們組成的十人工作團隊所共同提出的方針。不同於Mace教授之前提的

「3-B原則」，這次所提出的通用設計原則更完整且全面，希望可以定義出一個通用設計

原則的大範圍，從環境、產品到各個層面的溝通都可以將這樣的設計理念納入考量。在

蔡旺晉和李傳房所著作之<通用設計發展概況與應用之探討>一文中，認為Mace教授等

人提出的七大原則，較傾向於概念性的傳達，注重的是通用設計的精神與觀念的建立。

因此這七大原則也是現在最普遍被接受的通用設計原則。 

    (1)Equitable Use(公帄使用)-強調使用上的公帄性，設計應該是可以適應許多不同種

類的使用者，而且不特定區分使用族群或是對象，提供一致而且帄等的使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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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使用者都使用相同的操作方式，盡可能避免把某些使用者排除在外 

 對所有使用者提供相等的隱私權、安全性及人身保護 

 所有使用者都應可以一看就明瞭的設計 

    (2)Flexibility in Use (彈性使用)-強調的是使用上應具有彈性，能適應使用者多元的

偏好及不同的能力。 

 設計本身擁有多種不同的使用方式以供選擇 

 同時適用於習慣左手或右手的使用者 

 能增加使用者的準確度 

 可以依據使用者的使用步調做微調 

    (3)Simple and Intuitive Use (簡單直覺使用)-強調的是簡單易學的，而且可以符合直

覺性使用的設計。不論使用者的經驗、知識、語言能力以及注意力如何，都可以簡單易

懂的操作。 

 減少不必要的複雜性 

 符合使用者的期待與直覺性 

 考慮到不同知識程度或讀寫能力的使用者 

 其提供的訊息應以重要性來適當安排次序 

 在使用者的操作期間，可以適時提供有效的提示和回饋以增加使用效率 

    (4)Perceptible Information (可感知的資訊)-注重的是應提供多管道的媒體訊息。不論

使用者的周遭狀況或感知能力為何，都能透過不同的媒介傳達，讓使用者可以有效地接

收並瞭解到相關的設計訊息。 

 將必要訊息的「可辨識性」最大化 

 提供的訊息要能與周遭環境產生適當的對比 

 透過不同的呈現模式(圖像、語音、觸覺)來提供重要的訊息 

 針對不同能力的使用者，提供多元技巧或是輔具來協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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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各種方式讓使用者區別各個元件之不同，使其可以便利的描述或指示 

    (5)Tolerance for Error (容錯性)-強調的是容許錯誤的可回復性設計，應降低因為意外

或是失誤操作所帶來的危險及不利後果。 

 適當安排所有設計要素，以降低錯誤發生率或危險 

 當發生使用不當或是錯誤及危險時，系統可以提供警示 

 提供失效保護 (fail safe) 

 操作過程中提供警示，以避免使用者誤觸 

    (6)Low Physical Effort (省力原則)-認為設計應當要有效率且省力，讓使用者能輕鬆

操作進而降低其使用上之生理負荷。 

 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可以保持自然的身體姿勢，不會違反人體工學 

 使用合理的力量操作 

 減少重複操作的使用動作 

 在操作過程中減少其持續性的生理負擔 

    (7)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適當的大小與空間)-不論使用者的體型、姿

態或行動能力之為何，都可以提供適當的大小尺寸、體積或使用空間供使用者操作。簡

單來說就是規畫出適當的尺寸與空間，讓不同的使用者適合在空間裡活動。 

 不論使用者為坐姿或站姿，對於主要的元件都可以提供其清晰視線。 

 除了視線之考量外，零組件的操作位置也應讓站者或坐者方便使用。 

 設計能夠考慮到不同使用者的抓握能力和握拳尺寸之差異 

 應提供足夠的空間大小讓身體傷殘者使用輔具或是其他支援設備 

    日本 Tripod Design 設計公司中川 聰先生也針對通用設計的七大原則增訂了三項附

加原則。除了 

    (1)任何人都可以公帄的使用 

    (2)容許各式各樣的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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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用方法簡單且容易理解 

    (4)可透過多種感覺器官理解訊息 

    (5)即使已錯誤的方式使用也不會引起事故並能回復原狀 

    (6)盡量減輕使用時之身體的負擔 

    (7)確保容易使用的大小及空間 

還增加了三項附則 

    (1)考量耐久性和經濟性 

    (2)考量品質和美觀性 

    (3)關懷保健及環境問題 

    下表為日本 Tripod Design 設計公司中川 聰先生於『通用設計的教科書增訂版』一

書中，所提出之通用設計評價指標(PPP，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七大原則以及

三項附則共包括了 37 項評價指針。除了 Mace 等人提出的七大原則外，中川 聰先生又

為通用設計提出了三項附則，固本文擷取其三項附則之評量指標部分，做更詳盡之說

明。 

表 2-1 三附則之評價指標 

原則 評價指標 

附則 1 

可長久使用具經濟性 

28 考慮使用耐久性 是否在各種條件下都能長期使用? 

29 適當的價格 價格是否符合其具備知性能及品質? 

30 
持續使用時的經濟

性 

是否考慮到使用時有關消耗品與耗電

量等維修費用不要過高? 

31 容易保養維修 
持續使用時，包括維修保養、零件交

換、消耗品取得等售後服務是否完備? 

附則 2 

品質優良且美觀 

32 使用舒適且美觀 
是否具備使用時舒適，兼具機能性及

美觀的性質? 

33 令人滿足的品質 是否具有使用上可充分滿足的品質? 

34 活用材質 產品是否充分活用了材料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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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三附則之評價指標(續) 

原則 評價指標 

附則 3 

對人體及環境無害 

35 對人體無害 是否使用了有害人體的材質? 

36 對自然環境無害 是否使用了有害自然環境的材質? 

37 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是否考慮到本體及零件、消耗品等

等，頇可盡量再生再利用? 

資料來源：張旭晴譯，中川 聰編著，2006，通用設計教科書<增補改訂版> 

 

(四)日本財團法人共用品促進機構於 2002 年，將共用品定義為「不管身體之特性或障礙

如何，任何人都可以方便使用的產品、設施以及服務」，並且提出下列五大原則： 

    (1)對應多樣化的身體以及不同的知覺特性。 

    (2)可以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的不同感官方式進行操作或使用。 

    (3)讓使用者憑直覺就可以了解，並降低使用者之心理負擔，便利其使用與操作。 

    (4)弱小的力量就可以操作，便於移動操作、低生理負擔，使用方便。 

    (5)考量到材料、構造、機能、順序、環境等，皆能夠讓消費者安全的使用。 

(五)Yoshihiko(2002)則是針對通用設計之設計過程，訂出 9 項設計方針(李傳房、郭辰嘉，

2003)。 

    (1)Involvement：通用設計是為了因應多元且不同的需求而產生，所以為了要更符合

使用者之多樣性，必頇要先了解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及問題是什麼。因此這一原則強調的

就是，必頇要邀請使用者參與設計之企劃過程，藉由傾聽消費者的需求，來讓通用設計

更完善。 

    (2)Openness：雖然說使用者的需求是多變的，但是這些多樣化需求仍是建立在個人

需求之基礎上。例如：有些使用者是藉由聽覺來感受訊息；有些則是藉由視覺來閱讀資

訊；有些則是透過觸摸的方式來感覺環境。因此需要一個開放式之空間，供使用者討論、

模擬，如此一來設計者才能明確地為這樣多元性需求，提供一個清楚並簡單瞭解的資訊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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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onsideration：由於可以參與設計過程之使用者有限，因此無法尋求所有使用者

的需求目標，所以使用者涉入程度及討論過程之專注程度就相當重要，並且要盡其所能

將所有有關的需求與設計考量納入設計企劃中。 

    (4)Flexibility：這裡提出的彈性，有別於 Ron Mace 在通用設計七大原則中所提之彈

性。Ron Mace 定義之 Flexibility 主要偏向使用端之彈性使用，而這裡所指的是在設計開

發經費中之彈性空間。目的就是希望當一個設計開發專案，專家傾向於在其專業領域中

發揮即可，已經可以克服其技術面、法規面等之問題時，就盡可能不要因為經費上之限

制，讓立意良好之通用設計無法體現。 

    (5)Agreement：來自不同使用者的需求極有可能會產生衝突。例如：對於輪椅使用

者來說，他們喜愛的是寬敞、開放、帄坦的空間，足以讓他們安全且輕鬆移動；反之盲

人則是偏好較小的空間，讓他們用雙手、身體就可以輕易感受周遭環境之狀態。雖然說

這樣的衝突並沒有一個很完美之解決方案，但使用者仍需要清楚說明其需求及處境，且

盡可能在這兩者間達成一致性。 

    (6)Confirmation：在每一個設計開發企劃的每一個階段中，都必頇要有確認的過程，

以檢視目前該企劃是否有誠實反映出不同使用者之意見。並且在確認過程中，需要詳細

檢查最基本的項目，確定目前的狀態是否已經達到所需要之標準。此外環境的瀏覽檢視

也是不能缺乏的，確實檢視此企劃是否有實現所有需求。 

    (7)Evaluation：到了最後，即使企劃案已經正確地執行完成，仍可能有些需求沒被

滿足，或是有未達成的期望，也可能會發生一些突發性的困難，因此評估這個步驟就顯

得相當重要。透過評估，準確的將評估出之方案或解決方式，確實地運用在企劃之改善

過程中。 

    (8)Accumulation：在設計開發過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評估資料於當前之企劃案外，

也要透過其他企畫案來發揮綜效，而不是將評估資料棄之不看。因此，為了加速且方便

日後其他專案之進行，每一個企劃案的資料都要經過分析、整合，並逐項累積、分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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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中，以確保每一筆珍貴訊息都可以用於日後其他計畫案。 

    (9)Communication：最後要做到的就是確認這些訊息的流通、傳遞性。如果人們不

知道該資訊的存在，或是該資訊需要透過相當繁複的手續方能使用，那這些訊息將無法

有效率的運作。 

(六)馬鋐閔、陳明石(2000)於「Universal Design 概念發展之基礎研究」一文中，透過各

學相關文獻資料蒐集與發展現況分析，彙整比較後提出對通用設計的解釋與定義─

「F-E-A-A-T」。 

    (1)使用方是具彈性化-Flexibility：此一項目將七大原則中之彈性使用以及適當的大

小與空間此兩個原則融合為一，提供具通融性且多樣化的使用方式，讓不同產品或空間

的使用方式或介面，都可以依個人之不同使用習慣與情況進行調整。 

    (2)簡單而容易的使用-Easy to Use：此一項目則是包含了通用設計七大原則中的簡單

且直覺使用、可感知的資訊以及省力性原則。強調提供的產品、服務或空間可以簡易操

作且具易親近之設計，讓多數人方便使用。 

    (3)使用上達身心的滿足-Attractive：此一項目則與 Ron Mace 教授當初提倡的人性設

計之考量相呼應，強調的是產品、空間之設計上需要具有趣或吸引人的元素，以提高使

用者在使用過程中生理與心理上之滿足。 

    (4)消費者可負擔得起的-Affordable：這一點則是與中川 聰先生後來補充的三附則

中之可長久使用具經濟性原則相呼應。對企業主而言，通用設計應是不需要花費太多成

本，只需要多站在不同能力之使用者角度思考，或針對部分進行改良設計，就可以讓更

多族群方便使用；對使用者來說，可負擔的價格相對也減少其許多心理與金錢上之負擔，

使用上也更不具壓力。 

    (5)容錯設計-Tolerance for Error：這一項目則是通用設計七大原則中之容錯性原則，

因此，與容錯性概念相同，即在降低使用者因錯誤操作時發生危險的風險。 

    此外因為應用領域的不同，不同產業間，對通用設計之原則也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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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見解。例如相當重是通用設計理念導入的日本知名企業---日本豐田汽車(TOYOTA)，

就曾於 2003 年 3 月，根據通用設計的七大原則中所提之項目，再與汽車之特性與特質

做結合，發表了自己的 UD 評價指標。TOYOTA 的通用設計原則主要著力於福祉車、

安全、環保等三大議題，其通用設計之評價指標分別列於下表。 

表 2-3 TOYOTA 通用設計指標 

評價指標 說明 

主要運轉機器裝置 
操作時前後、左右、高低的角度 

減少操作時的干擾 

升降性 
腳部：容易抬起及跨過的高度 

腰部：容易坐下及站起來的高度 

姿勢居住性 

頭部周邊(頭頂部、側面方向)應有足夠活動之

空間 

膝蓋活動空間應寬廣 

視野處理 
前端及後照鏡視野寬廣 

減少死角 

儀表板之辨認性 
視線移動之容易性 

符號、文字等表示方式明顯易懂 

操作桿之開關 

開關位置表示清楚 

容易操作性 

依照其重要性及使用之頻繁程度來配置位置 

資料來源：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東海工設團體，2006，通用設計趨勢研究與推廣(2) 

 

    TOYOTA 這些評價細制定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能夠製造和設計出更親近消費端及

使用端的車，不論是長者、孕婦、兒童或是身障者都可以舒適安全的駕駛或搭乘。例如

全景車門的設計就是為了提供使用者更寬廣的出入空間，及觀看視野；舒適的握把設計

讓使用者在上下車或是車內行動時，都更安全方便，所以其設置的位置也相當重要；車

內的自動啟動系統，讓使用者在操作時，不用插入鑰匙，不用經過繁複的操作過程，只

要一個簡單的按鈕即可輕鬆啟動全車系統，如此針對不同使用者對汽車的多樣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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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設計出更親近更通用的車。 

    綜合上述所提之通用設計之相關原則，不難發現雖然其定義略有不同，但是主要的

主旨卻都是為了要提供多元需求之使用者，更便利、更舒適之設計產品或環境。希望以

使用者為中心之角度來衡量產品或是環境是否能夠滿足不同生理、心理特性之使用者需

求。最終希望可以在產品、環境或服務之設計上，可以不需要過多的改良或是特別輔助

設計，就可以為所有人服務。通用設計是一種超越族群、年齡、國界及種族之設計原則、

設計方向，強調的是可以透過聰明設計，設計出有彈性可以適用於不同能力之使用族群

的產品、環境或服務(Universal design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vesting in smart 

designs for a diversity of ability. Fltcher, 2002)。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最被廣泛認同且運用

之 Ron Mace 等人提出的 7 大原則，來探討通用設計的原則在實體產品及無形服務上之

應用與分析。 

肆、國內外通用設計相關發展 

    通用設計起源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在美國與日本發展都較我國為普及。美

國多篇文獻都提及通用設計於居家環境之應用，相當強調如何為高齡者、身心能力不同

程度障礙者提供一個素質優良的環境經驗，相關研究也指出，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高齡者對於環境的可親性與多元選擇之需求增加了，所以為了配合其所需之照料程度與

各人喜好，通用設計之考量相當重要。 

    而高齡化的日本，可以算是通用設計之先驅。根據數位時代 2005 年 5 月 15 日的報

導，可以知道日本在 1999 年時，其大眾社會對於「通用設計」這一個辭彙之認知度只

有 20.8%，但隨著日本政府及企業的大量推廣與應用，到了 2004 年時，已經有高達 60.3%

的民眾認識並且瞭解合為通用設計，預估到了 2010 年，日本靜岡縣的民眾，對於通用

設計之認知度會達百分之百。由此可知，隨著社會環境結構的變化，通用設計所能切入

思考之點也越來越多，其所能發揮的領域越來越廣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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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企業對於通用設計之關注與投入也近幾全球之冠，舉凡豐田汽車（TOYOTA）

與松下電器公司（Panasonic）、亦或是日本航空公司(JAL)、國譽文具公司（KOKUYO）、

東洋顏料製造公司（TOYO INK）、東陶衛浴(TOTO)等都對通用設計之投入不遺餘力。

此外在官方支持上，日本靜岡縣政府導入通用設計也行之有年，從政府政策、靜岡縣內

之企業團體到公共運輸系統、整體市容等之設計，都以通用設計原則為考量。 

    相較之下，對我國而言通用設計尚屬一種較新興之設計理念，因此過去以此為主題

探討的文獻研究並不多，較多著重在無障礙空間與高齡者、殘障者間互動研究。一直到

近十年來，因為通用設計概念的引進，故部分相關研究出現。2006年12月，張旭晴方翻

譯出第一本由通用設計大師中川 聰先生著作之《通用設計的教科書增訂版》；2008年12

月，以國內外通用設計現況探討與案例應用之研究為其研究所畢業論文的余虹儀推出了

台灣第一本用最簡單帄易近人的案例介紹通用設計觀念的書─《愛‧通用設計》。下表為

本文整理之國內通用設計相關文獻與研究列表。 

表 2-4 國內通用設計相關文獻 

年份 作者 著作 內容 

2000 
馬鋐閔、

陳明石 

Universal Design 概

念發展之基礎研究 

針對常見的 Universal Design 原則，比較後提

出對 Universal Design 的解釋與定義

「F-E-A-A-T」，強調 Universal Design 導入設

計流程的時機，需要依不同產品特性做調整。 

2000 陳振甫 

「通用設計」之迷思

與其設計方法之探

討 

探討企業在大量生產效益及特殊消費族群之

社會責任間，應如何透過通用設計原則來同時

兼顧，但因未有明確設計程序與方法，故於不

同消費族群間，仍存在矛盾性，對於共通性設

計解決方案之取得需要更多人力及時間投入。 

2002 
蔡晉旺、

李傳房 

通用設計發展概況

與應用之探討 

認為「通用設計」的基本精神是希望以其通用

（Universal）的設計理念，在產品、環境或服

務上，可無頇經過改良或特殊設計即能符合不

同使用者真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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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國內通用設計相關文獻(續) 

年份 作者 著作 內容 

2003 曾思瑜 

從「無障礙設計」到

「通用設計」─美日

兩國無障礙設計環

境理念變遷與發展

過程 

從美日兩國對於無障礙設計之精神理念、法制

定位與實施手法、約束效力等方面進行比較，

發現美日兩國皆逐漸從無障礙環境設計轉換到

通用設計，並將其應用範圍融入至生活環境

中。以這兩國為學習標竿，促進產、官、學三

者間之研究開發，進而將我國設計理念提升至

為所有人所設計之通用設計層次。 

2005 余虹儀 

國內外通用設計現

況探討與案例應用

之研究 

透過許多國內外之通用設計案例之介紹與實際

進行使用通用設計產品實驗，清楚地分析通用

設計應用之正面價值；但即使以通用設計原則

進行設計規劃，仍可能在實際應用時與使用者

的需求產生落差，衍生出一些負面之影響。 

2004 

黃群智、

林振陽、

丁誌魰 

台灣企業產品設計

運用「通用設計」概

念之研究 

台灣的電器用品業、資訊通訊業等，仍少有以

通用設計為主題進行產品開發及設計，對通用

設計概念之認知與重視程度都不高。 

2008 陳保伶 

超高齡社會下日本

企 業 策 略 之 研 究

─Panasonic 於通用

設計中的文化創新 

超高齡化社會現像驅動日本企業朝通用設計之

路前進，多數企業會根據自身所處產業或產品

特性，對通用設計原則進行微調；但企業在發

展通用設計的同時，仍有可能因為在業界尚未

有一公正之UD評價機制，以及價格尚未達到適

當性，故導致宣傳不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國內外文獻探討過程中不難發現，過去與通用設計相關之研究多將重心放在通用

設計之原則如何應用於實際產品上之改良，例如廖文榆(2002)的「Universal Design 理念

對輪椅設計的影響」、林振陽(2005)的「高齡族群對家電產品「通用設計」使用評價之研

究」、鄭光宏(2006)的「以通用設計之觀點探討沐浴行為與沐浴空間設計」；或是環境空

間面之改良，例如蘇靜怡(2006)的「導入通用設計理念於行政措施之成效探討—以日本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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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岡縣為例」、日本靜岡縣立綜合醫院等，鮮少著墨於通用設計原則應用於無形之服務

上，故本研究將重心放在通用設計於服務業上之應用，並歸納出通用設計原則在服務業

上要做哪些調整與修正，亦或者有其他衡量之方式。 

第二節 服務與服務業 

壹、服務業定義 

    對有形產品來說，同樣種類之產品，不論是怎麼樣的特性都需要具有相同性質才可

以；但是就服務來說，不同的顧客其需求也不同，多樣性的需求驅動下，服務的內容也

被要求能夠有個別化、多元化之差異。「服務」有多種不同的定義，早在 1960 年，美國

行銷協會就認為「服務是純粹地為了銷售或是配合產品銷售，而延伸提供之各項活動、

效益或滿足。」在此定義下，服務包含了下列三種內容：  

1.服務是與其他財貨無關，而且可以單獨銷售之無形利益，如顧問服務等。  

2.服務是透過有形財貨所提供之無形活動，如交通運輸服務等。 

3.服務是因為購買產品所附加的無形活動，如產品維修、售後服務等。 

另外，Zeithaml and Bitner (1996)指出服務可視為一系列之行為、程序以及表現，所

以服務是一種商品，同時也是一種過程（process）或一種表現（performance），不僅僅

是一個事件。  

近數十年來，由於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各國的學者也紛紛開始研究服務這項行為。

但是，各國學者對於服務的內容、本質以及服務之定義，或是各種不同類型的服務看法

亦有不同。依照時間演化之順序，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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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各學者對服務業之定義 

年份 學者 服務業定義 

1985 Busch & Houston 
服務是個人或組織為了其他人或組織利益的行為表

現。 

1986 杉本辰夫 

服務是以滿足顧客要求為前提，為了達成企業目標並

確保必要利潤所採取之行動，而且是直接或間接透過

某種形式有代價地提供需要者所要求的事物。 

1984 Buell 
服務是指凡是被用在銷售，或是因為要配合貨品銷

售，其連帶所提供的所有各種活動、利益或滿足。 

1986 Juran 服務為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 

1991 Lovelock 

認為服務是包含一整個過程，而非靜態的內容。因此

必頇以系統的觀點來處理有關服務之創造、傳送、以

及顧客與服務間之互動關係等問題。 

1996 Kotler 

服務是指一個組織提供另一群體的任何活動或利益，

基本上是無形的，也無法產生事物的所有權。服務的

生產可能與某一項實體產品有關，也可能無關。 

1997 Beckwith 服務只是某人對某事的一項保證，一種承諾而已。 

1997 陳耀茂 
認為服務是屬於整體性的，它不但供給產品，而且還

包含價格、形象以及評價等要素在內。 

2000 
Fitzsimmons, J., A., and 

Fitzsimmons, M., J. 

服務是一種易逝的無形體驗過程，消費者在這一過程

當中扮演的是共同生產者的角色。 

2001 薄喬萍、黃經 
服務就是公司所提供的知識、勞務或時間，藉以滿足

消費者需求的一種行為。 

2004 曾光華 

服務不在於萃取、加工或製造天然資源、材料及零組

件；而是在於透過某種行為、活動或程序，並且為消

費者之健康、安全、知識、情緒、外貌及財富加分。 

2005 許志義 
服務是一種行為、一種努力，也是一種表現；明顯有

別於產品是一種物體、一種裝置、一種設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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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眾學者對服務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服務是指直接或間接以某

種形式，有代價地提供顧客所要求之事物，在以滿足顧客需求為前提下，達到企業目的

並進一步獲取利潤所採取之活動。接下來會針對服務業之特性做探討，檢視其與傳統之

製造業有何差異。而其服務相關研究的逐步深化過程，也從最早被定義為一種活動、行

為，接著視為一種「過程」，到最後則演化為「體驗過程」。 

總結這些專家學者對服務定義之分析及演化，我們可以將服務定義為：服務是一種

為了解決問題，讓消費者在服務提供者及服務提供系統的協助下，參與生產過程，並進

一步與整體消費環境互動的綜合性體驗。  

貳、服務業的特性 

    八十年代以後，服務業相關之議題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因而產生許多與服務業相關

的研究。在探討服務業特性之過程中，主要可根據實體產品與服務間之差異，來定義出

專屬服務業之特性。Lovelock(1991)指出服務與一般實體產品有所區別： 

一、服務是一種自然商品。  

二、相較於實體產品，服務在製造過程中與顧客有較多的互動。  

三、服務人員本身也是產品組成的一部份。  

四、與實體產品相比，服務較難維持一定的品質標準。  

五、服務不具有儲存特性。 

六、服務與時間因素發生密切關聯。 

根據 Dickens(1996)，Rodie & Martin(2001)，Kotler(1994)諸位學者對於服務的定義，

主要可分別定義出四種服務不同於其他實體產品的特性，這種服務業之特性定義也是多

數學者所能共同接受的特性。 

    一、無形性(Intangible)：Stanton (1978)提出「服務是無形」的看法，他認為服務是

一種執行活動，不是實體產品，在購買服務之前，服務是無法看到、摸到、聽到、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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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聞到的，也正是由於這樣的無形性，服務既無法展示，也不易被記憶。任何商品都

會同時具有有形與無形之特性，只是會因其兩者間之相對程度的大小而有所差異 

(Rushton and David, 1989) 。因此，服務與實體產品間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消費者無法事

先衡量服務品質與服務內容，並且在無形服務的成本衡量上，也會因為其無形性之特性，

更難以計算(Dearden, 1978)。另一方面，就無形性的行銷角度來加以討論，基於服務之

無形性，所以導致消費者再購買服務之前是無法感受到品質好壞的，所以對消費者來說，

會對服務產生相對高之知覺風險(Zeithemal, 1981)。 

    二、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Regan(1963)提出服務是生產與消費同時進行而不

易分割的。服務之生產與消費通常是同時進行的，這樣的模式與實體產品需要經由製造、

儲存、配送、銷售過程，最後才得以消費的程序是大不相同的，所以這類型的服務特別

需要供給方與需求方之互動協調(Edgett & Parkinson, 1993)。其實，服務就是一個過程，

服務者提供的服務行為與顧客的消費者行為，通常都會在同一個時間點發生，也就是說

生產與銷售是同時的，無法分割的。另外，若就服務業不易分割之觀點來探討行銷問題，

可以發現當消費者介入服務流程中時，服務人員與顧客間之溝通、互動，就會對服務之

產出品質(output quality)以及過程品質(process quality)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Parasuraman, 

Zeithmal and Berry,1985)。 

    三、差異性(Variability)：基於人性因素，服務不容易維持一致的品質(Rushton & 

Carson, 1989)。因為隨著服務提供者的不同，或是提供服務的時間、地點上之差異，始

的服務品質不一；即便是相同的服務人員，在不同得時間、地點，面對不同的服務對象

時，也會因為本身情緒上的波動，使得每次之服務效果不同，因此，服務具有高度的差

異性(Parasuraman et al., 1985)。而且服務提供者本身之服務經驗，也是服務品質會產生

差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Ellis & Mosher, 1993)。也因為這樣的特性，要達到服務品質標準

化是很難的，所以在服務業之品質管理多採用對現場人員實施教育訓練的方式來取代一

般品質管制的方法(Sasser, Oslsen and Wyckoff,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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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易逝性(Perishability)：服務是無法在需求前先被生產的，也無法事先儲存起來

使用(Rushton & Carson, 1989)，也就是說服務是無法儲存起來以供日後使用的。當需求

穩定時，服務的易逝性並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因為服務提供端可以預先安排充足的人力

或設備來提供服務；但是，事實上服務需求之變動是相當大且具高度不確定性的，當低

需求時，硬體設備會被閒置，服務人員之薪資也需要照常支付，這之間未被利用到的服

務產能，無形中就變成一種浪費。正因為服務一旦生產後就具有時效性，再加上服務之

易逝性，因此服務提供者對服務產能的規劃與成本間之取捨，就成了服務品質相當關鍵

的因素。Sasser(1976)認為，針對服務容易消失的特性，服務業者可以同時調整產能與需

求，進行產能面與需求面之管理。 

参、產品與服務之差異 

    Kotler(1996) 及國內學者洪順慶(1999) 描述服務具有四個特性。第一是服務之無形

性；再者是服務之不可分割性；第三是服務之可變性，是指服務具有高度可變性；最後

一個是服務之不可儲存性。這樣的服務特性定義與前一部分所提是大致相同的，也因為

這些特性讓服務與產品間，有許多相互呼應之差異。Zeithaml and Bitner(1996)將產品與

服務之差異進行比較，列示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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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產品與服務比較表 

產品(Goods) 服務(Services) 衍生影響(Resulting implications) 

有形 無形 

服務無法儲存 

服務沒有專利 

服務不能被陳列 

服務之定價困難 

標準化 異質的 

服務的傳送和顧客滿意視員工的表現而定 

服務的品質依靠相當多不可控制的因素 

適合服務傳送的計畫和促銷知識並未確定 

製造與消費分離 製造與消費同時發生 

服務需要顧客參與且會影響傳輸 

員工影響服務的產出 

分權是必要的 

服務業欲大量生產有一定之困難性 

可保存的 易逝的 
要使服務的供給和需求同時發生不容易 

服務不能被退回或再銷售 

資料來源：Zeithaml, Valarie A. and Mary Jo Bitner (1996),“Service Marketing”. 

 

    區分產品或服務的最直接方式，便是透過實體產品之有形性，以及服務之無形性做

區隔。Shostack(1977)曾提出「產品與服務譜系」(spectrum)，就是把純粹提供服務放在

光譜的一端，例如：顧問業、家教等；另外一端則是放相對純粹之實體產品，例如：鹽

巴、糖等產品，中間部份則是大多數的經濟性產品，例如：速食餐飲業、旅遊業、戲院

等。這樣的光譜表示方式，將有實體形態之產品至無形之服務做一延伸，可以清楚體會

到產品與服務間之差異。 

表 2-8 產品與服務譜系 

產品                                                                  服務 

鹽、糖 領帶 房屋 汽車 
速食

餐飲 
電視 

空中

旅遊 

廣告

代理

戲院 

看護

教學 

管理

顧問 

資料來源：劉麗文、楊軍，2001，服務業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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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完整服務業之構成要素 

    為了滿足消費者的多元需求，廠商必頇提供無形的服務和實體的產品，也只有這樣

的組合才能夠滿足顧客需求。因此一個完整的服務服務組合，包括了無形的體驗過程以

及有形的實體產品，簡言之，任何一個產業或是企業，其所提供之產出事實上都是「實

體產品+服務」，這樣有形與無形的混合體，只是其組合比重有所差異。這樣的服務組合，

主要可以由下面四大因素組成。 

(一)「顯性服務」要素：這個部份是服務的主體、固有特徵，或是服務的主要、基本內

容。 

(二) 「隱性服務」要素：服務所帶來的附屬項目、補充性特徵、或是服務非定量因素。 

(三) 「實體產品」要素：服務對象要購買、使用、消費的實體物品，或是服務對象提供

之物品。 

(四) 「環境」要素：為了提供服務的協助性設施與設備，也就是存在於服務提供地點的

實體物質型態資源。 

表 2-9 服務產出之組成要素 

行業 環境要素 實體產品要素 顯性服務要素 隱性服務要素 

餐飲業 
烹調設備、裝

潢、佈置擺設 

食品、飲料、包

裝物 

充飢、解渴 整潔、快速、衛

生、可口、便利 

航空業 
機場環境設

施、機艙內部 

提供之餐飲、用

具 

到達目的地 安全、準時、快

捷、舒適 

旅館業 

環境佈置、相關

設施 

提供給顧客之

日常用品、飲

食、寢具等 

休息、住宿、前

台接待、客房服

務 

安全感、愉悅

感、舒適感 

零售業 
商場或超市路

線安排、擺設 

所有商品 購買到消費者

想要之商品 

便利、優惠、信

任 

資料來源：劉麗文、楊軍，2001，服務業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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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者可以透過上述四類要素之思考，除了在實體產品方面，可以採用通用設計

概念之產品提供，達成消費者顯性需求外；更可以透過貼心之通用設計思維，來進行環

境要素之設計、安排，進一步滿足消費者之隱性服務需求。 

伍、服務業分類 

(一)按服務之生產過程分類 

    從服務之生產過程來看，依照產品種類之多寡(縱軸)；以及生產產量之大小(橫軸)，

可以將服務業劃分為下列四大類型。 

一、專業服務：產量小，而產品種類較多的服務。這個型態之服務業通常服務時間較長，

與顧客接觸程度較高，且服務之彈性也較高，可以針對顧客之不同需求，即時做出相呼

應之對策，且服務之提供主要是在前台進行。例如：律師服務、顧問諮詢、軟體設計服

務等。 

二、大量服務：與專業服務正好相反，其產量大且產品種類少。這類型之服務業與顧客

接觸時間相對短；彈性相對低，故其服務之標準化與程序化的程度相當高；其設施設備

在服務系統中佔有很重要之地位，而且大量服務之生產主要是在後台完成作業。例如：

大型超市、大眾交通服務系統、機場服務、圖書館等。 

三、店鋪服務：店鋪服務之生產產量與產品類別都介於專業服務與大量服務之間。所以

其強調的是，服務之提供要透過前台與後台相互合作，並且其服務是需要透過服務人員

與週邊設備共同提供完成。例如：銀行、汽車租賃、旅行社、大多數之餐廳、旅館也屬

此類型之服務。 

四、大量客製服務(mass customization)：這是 1990 年代開始興起的一個管理概念，打破

了傳統認為不可能實現之生產數量多且產品種類多之觀念，這類型的服務型態強調的是

不但能做到對顧客之多元需求做個性化之產品開發，同時還能大量生產。例如以模組化

之零組件提供客戶產品及服務的戴爾電腦(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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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依生產過程特點劃分之服務 

資料來源：陳澤義，2005，服務管理 

 

(二)與顧客關係劃分 

    服務組織與工業企業最大之不同，就是在於與顧客間關係之建立，一般的工業企業

需要透過多層中間商才能將產品送至顧客手中，反觀服務業則是最直接之接觸，而且就

服務時間持續性來看，也可長可短。下表以服務提供方式為縱軸；顧客與服務組織間之

關係為橫軸，來將服務業做下列之分類。 

 

表 2-10 與顧客關係劃分之服務 

 顧客與服務組織間之關係 

「會員」關係 無正式關係 

服務

提供

方式 

連續型服務 
保險、電話預約、學院會員、

銀行 

電台廣播服務、警察保護、燈

塔、高速公路  

間歇型服務 
長途電話服務、航空公司之常

客服務、戲院預約、通勤票等 

汽車租賃、郵政系統、 

高速公路收費站、電影院、餐

廳 

資料來源：陳澤義，2005，服務管理 

 

(三)按服務組成要素劃分 

    對服務之主要對像與服務行為本質進行區隔，將服務的主要對象分為人和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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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型為的本質是有形的或是無形的來進行劃分。 

表 2-11 按組成要素劃分之服務 

 服務的主要對像 

人 物 

服

務

行

為

本

質 

有形行為 

主要作用於人身體本身之服

務。例如：健康服務、客運服

務、美容、餐飲等 

主要作用於商品或實體產品之服

務。例如：工業設備之維修、洗

衣服務、洗車服務等。 

無形行為 

主要是作用於人頭腦的服務。

例如：教育、電台廣播服務、

資訊諮詢、博覽館、劇院等。 

主要作用於無形資產的服務。例

如：銀行、智慧財產之鑑價、法

律服務、會計審查、壽險服務等。 

資料來源：陳澤義，2005，服務管理 

 

(四)依接觸程度之高低劃分 

    Richard B. Chase(1978)按照服務過程中，與顧客接觸程度的高低，把服務區分為「高

接觸服務」與「低接觸服務」。這樣的分類方式，與 John C. Killeya 認為服務可以區分為

「軟服務」、「硬服務」之概念相當類似。所謂的硬服務，就是指其服務之提供過程是透

過機器介面，強調的是機器與機器以及機器與人之間的互動；而所謂的軟服務是直接人

與人的接觸，由服務人員來提供服務，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表 2-12 依接觸程度高低劃分之服務 

 無形程度 

低 高 

軟硬

程度 

硬 航空 軟體設計 

軟 酒店服務 顧問諮詢 

資料來源：劉麗文、楊軍，2001，服務業營運管理 

 

(五)依服務提供方法劃分 

    此種分類方式是以服務提供的方式來做為區隔。將服務供應端分成：單一產所提供

服務與多個場所提供服務兩種；再將顧客與服務組織間之互動關係區分成：顧客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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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服務、組織到顧客端進行服務，以及顧客與組織在一個很短距離內進行服務互動三

種。 

 

表 2-13 依提供方法劃分之服務 

 獲得服務的場所多寡 

單一場所 多個場所 

顧客與服

務組織之

間的互動

關係 

顧客來到服務組織 劇院、美容理髮店 
公共汽車、速食連鎖餐

飲業 

服務組織到顧客處 草地維護、稅務 快遞服務 

顧客與服務組織在很

短的距離進行交易 

信用卡公司、地方電視

台、廣播電台 

國家電視網絡、電話公

司 

資料來源：陳澤義，2005，服務管理 

 

    根據服務業相關之文獻探討，可以其分類之依據亦有諸多不同，可從服務之生產過

程、與顧客關係之建立、服務對象之差異、及服務本身之無形性程度高低、生產者與消

費者間之接觸程度高低、服務提供之模式不同等進行分類。亦可知道一個完整的服務系

統包含了有形的實體產品與環境，以及無形的服務內容及流程等設計。故此一有形及無

形的綜合體方為一完整服務系統之建立，端看其兩者間之相對比例高低來判定其是以產

品亦或服務為主要產出。 

第三節 普哈拉創新法則 

    密西根大學羅斯商學院教授普哈拉(C.K. Prahalad) 於 2007 年獲倫敦《時代雜誌》

選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管理學者」，以及《商業周刊》選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商業

策略學者」，於其創作《普哈拉的創新法則》一書中曾提出 N=1, R=G 的創新概念。 

    書中強調由於數位化以及無所不在的網路系統，再加上全球化環境的催生下，許多

企業體都面臨本質上及價值來源上之轉型。書中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提出了兩大見解

來檢驗，認為不論是企業營運本質或是價值獲利來源的轉型大多都建立在這兩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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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N=1：一次一位消費者的體驗 

    個人是經驗的核心，這個原則價值主要建立在消費者獨特、個人化的經驗上。也就

是說，即使企業要服務之族群高達上百萬名消費者，仍然必頇學習每次都把焦點放在個

別消費者以即其專屬獨特經驗上，所以這個原則的重點就在於要將每一個個別的消費者

視為服務核心，強調的是個人化之共創經驗。因此在滿足此一原則下，公司有可能面臨

許多重大之需求。 

    1.彈性：從定義上來看，一家公司可以聚焦在一位消費者上，進一步和消費者價值

共創，那就必頇擁有足夠之彈性以因應。 

    2.品質、成本及經驗：品質一定要維持高水準，六標準差和低成本必頇同時整合進

營運系統中。再透過經驗之傳承累積，帶給消費者超越客製化之產品或服務。 

    3.樞紐網絡：沒有一家公司可以獨自提供所有技術，創造出 N=1 的消費世界，因此

需透過與其他廠商夥伴聯合、合作以提供更多資源。 

    4.複雜性：為了維持彈性，並且進行資源重分配，以及管理、維持大大小小不同顧

客之整體經驗的合作夥伴，將使得流程更為複雜化。 

    5.顧客介面：儘管企業面對的是更為複雜之系統，例如眾多的技術支援及夥伴、或

是分析模型等，但是其提供給消費者的體驗必頇是簡單、直覺的。 

    6.因地制宜：隨著企業朝全球之擴張布局，語言、習慣、風俗民情等之多元程度也

必頇與營運規模相符合。 

二、R=G：資源來自於不同提供者，甚至來自全球各地 

    Resources from Global這個原則是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範圍或是規模，

大到可以每次都憑藉著獨自的力量就能夠滿足消費者。因此，所有的公司都要從其他外

部各種大大小小的公司來擷取資源，也就是透過一種全球生態系統的模式來資源共享。

這裡強調的是取得資源，而不是擁有資源。在此原則下，企業會面臨如下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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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源取得：隨著技術近步發展至今，企業已脫離了過去自行生產所需資源的模式，轉

而向專業化、全球化的供應商取得資源。 

2.速度：在 N=1 的世界中，其週期性和速度是一相當重要的元素，因為管理不當拖延後

造成之機會成本是相當可觀的。 

3.規模：持續調整經營之規模、甚至是縮編，都是 N=1 世界下之策略性選擇。 

4.創新套利：透過選擇性之授權或技術轉移、結盟或併購等方式，來提升自身公司創新

之品質與速度。 

    今日資源的特性已超越了過去公司的法定界限，是更專業化、全球化的，因此焦點

應該放在資源之取得和影響，而非擁有和控制，更重要的是企業應如何善用全球資源以

達成策略意圖。 

第四節 體驗經濟 

    Pine II & Gilmore 於 1999年提出了「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的概念，他

們將人類經濟發展歷程區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採掘提煉初級產品為主的「農業

經濟」；第二階段是以製造商品為主的「工業經濟」；第三階段是以提供服務為主的「服

務經濟」；最後第四階段則是以強調使用者體驗為主的「體驗經濟」。 

    如下圖所示，從初級產品到展示體驗的演進過程共有四個階段。初級產品是指從自

然界中發掘或提煉出來的材料，由於多為可替換之素材，故其間幾乎無差異化，與顧客

的直接需要程度也呈低度相關，因此最終之價格定位是透過自由市場決定。第二階段之

商品是將初級產品再加工，把初級產品當作原物料，以標準化生產銷售之形產品，基於

生產成本與商品特性的不同，開始出現不同之定價，此一階段之使用者對於商品功能之

重視更甚於其應用之材質。接下來的服務階段則是針對已知的客戶需求提供客製化的無

形活動，然為了避免流於過去一般商品化之危機，製造商經常將無形服務與有形產品做

搭配銷售，以更全面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因此，此一階段之服務，可以說是一種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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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商品進行客製化之成果，透過實體產品作為媒介，為特定之顧客所演示的無形活動。

最後的體驗階段，則是以服務作為舞台，以商品作為道具，使消費者身歷其境，這種產

出就是體驗。在此之前，所有的經濟產出都停留在顧客之外，然而體驗卻是消費者與事

件本身互動的感受，因此兩個人獨立的個體不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體驗。讓每個人以個

性化的方式參與其中，體驗所創造的價值也就無法以量化方式清點。這種將過去無形服

務進一步客製化成體驗的形式，帶給消費者的是更高的價值，更因人、因時、因地而異

的體驗情境，因此即使引發這種感覺的活動或商品、服務已不再存在，創造出來的價值

還是會一直留在消費者的腦海當中。正因為如此，Pine II & Gilmore 認為「體驗」的經

濟價值遠高於任何有形之商品或是無形服務。 

 

圖 2-4 向上升級之經濟價值遞進 

資料來源：Pine II & Gilmore (1999) 

    在體驗經濟中，生產者為了使產品活起來，就是讓商品變成可體驗的，可在消費者

心目中烙印下美好回憶與知覺的。Pine II 與 Gilmore 在體驗經濟時代(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書提出了六種增加消費者對自身產品需求的方法：  

一、將商品嵌入體驗品牌中：意指企業要創造一種強調體驗的品牌形象，詴圖說服消費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3%81%E7%89%8C%E5%BD%A2%E8%B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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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透過購買、使用或擁有該產品得到完善美好的使用經驗。 

二、生產體驗所需的商品：隨著消費者對體驗的需求增加，對那些能滿足體驗的產品需

求也會增加，如紀念品。 

三、讓產品更感性：在產品中添加與顧客相互交流的情感元素，適時的創造出一種更深

切的感官體驗。 

四、使產品稀有：擁有產品的特權也是另一種體驗，因此公司可以透過刻意減少產品的

產量，來刺激消費者的佔有慾，進而增加其購買慾。 

五、建立產品俱樂部：讓客戶對於商品具有主動需求性，進而希望透過專家來提升個人

的體驗。此外俱樂部可以提供一帄台供人們分享對最佳體驗選擇之看法，並且改善會員

的選擇，甚至為會員量身訂做產品或提供服務。 

六、籌畫一個展示產品體驗的活動：許多廠商透過建立博物館、主題公園等方式，來展

示自我獨特的體驗，主要目的就是將顧客從產品本身吸引到生產、包裝、運輸的一整套

流程之中，讓顧客將產品轉化為更多可回憶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