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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華碩 Zenfone(禪風)手機為案例，探討產品開發工程師與使用者雙

方對於智慧型手機期望的落差。從智慧型手機的三大主要功能---主機、相機、人

機介面切入，分析工程師與使用者之科技意會落差，藉以反思華碩之智慧型手機

之策略，及其創新的挑戰。 

關於創新理論的探討，本研究引用了使用者創新理論、思維框架理論及科技

意會理論，試著用正反合來辯證。使用者創新理論認為，產品開發人員應該從「領

先使用者」身上找尋創新的點子。該理論說明了創新的來源，但對於開發人員要

用甚麼方法與使用者互動「汲取」創新的點子，著墨不多。思維框架理論突顯開

發人員與使用者擁有不同的思維脈絡，而這些思維框架造成雙方雞同鴨講，導致

創新失敗。此理論說明了創新的阻礙，但卻未探討可以採取什麼行動，可以破除

框架而創新。本研究主張要找出開發人員與使用者科技意會的落差，才能從落差

中創新。首先，開發人員必須認知與使用者間存在著意會的落差，並思考造成落

差的原因；釐造成落差的原因，才有機會克服這些障礙，從落差中汲取出創新的

點子。 

實務上，面對日新月異的產業及市場，建議華碩必須認知工程師與使用者間

科技意會的落差，才能真正掌握消費者而持續地創新。提出的建議包括：工程師

要更能傾聽消費者的悲鳴之聲；研發主管要能夠理解造成意會落差的原因，進而

在管理機制上，盡量破除思維框架的制約；行銷人員要能夠扮演工程師與消費者

間的橋梁，協助工程師看透意會落差，進而解讀出創新的點子。意會落差的自覺

亦可延伸到其他產業，任何產業的開發人員，通常都是該產業的「專家」，而他

們的思維框架使他們對於消費者的痛點視而不見。期望意會落差的自覺，能夠幫

助大多數代工思維的台灣產業，提升創造價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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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is to make sense of incongruent expectations towards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between engineers and users through the case of ASUS Zenfone. The 

report is studying the incongruent expectations and sensemaking gaps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main engine, camera and user interface that are the three major 

functions of an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Innovation theories such as User Centric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rames 

don’t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ngineers and users. This report concentrat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ngineers and users. Clarifying the cause of 

sensemaking divided can help engineers interpret user’s expectation better than before 

and innovation can be developed. 

Recognition of sensemaking divided is essential for innovation since the market 

and user behavior changes rapidly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ncrete 

advices to ASUS engineers, R&D managers and marketers are proposed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report. Sensemaking divided driving innovation is also applicable to other 

industries while innovating new products 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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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第一章之中，我們首先會探討研究的動機，從現有產業面的問題著手，分

析為何企業需要理解工程師與使用者之間意會的差異性。然後再簡單介紹理論上

為什麼需要由目標對象的「意會」作為科技採納情形之研究。接著，說明本研究

的三個研究目的及如何具體實踐研究問題，最後點出本研究預期的成效。 

1.1 研究動機 

後 PC (Personal Computer，個人電腦)時代，隨著網路通訊基礎建設日益普及，

資訊產品的價格日趨便宜，應用軟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滲透在消費者生活的各

種面向。當資訊產品不再是「高科技」而是「日用品」，資訊產品的行銷手法，

也不再像過去單向宣傳，而愈來愈重視用戶的互動及參與；消費者不再需要仰望

生產者教育他們如何使用產品，反而是對產品的性能、功能、規格、使用方式有

自己的看法。面對自主能力高，並且具備產品知識的消費者，如何創新產品成為

廠商的一大挑戰。 

1.1.1 實務動機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為了將資源有效利用及成本效益最佳化，代工生產已經

成為現代工業的趨勢。在紡織成衣業，義大利品牌班尼頓(Benetton)在 1970年代

便將成衣製造的流程拆解，外包給家庭式工廠加工後，由班尼頓統合製為成品後

銷售；現今許多國際知名品牌的成衣、運動服飾、運動鞋等，也依循代工模式，

將生產製造外移到價格較低廉的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 

個人電腦問世後，一開始是美國品牌的天下，接著日本品牌也加入戰局。為

了讓電腦普及以利擴張市場版圖，電腦的技術必須演進、價格必須降低；因此這

些國際品牌將生產製造外包到製造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讓自己聚焦於研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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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品牌等工作。台灣從 1970 年代起便開始成為各產業的代工據點；在資訊

產業供應鏈中，一開始是擔任製造代工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的角色，生產品牌原廠設計的電腦零組件，或是為其組裝成為成品。隨著台灣廠

商的技術能力提升，逐漸轉型成為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的合作型

態，提供整合了設計、製造、供應鏈管理等服務給品牌大廠，品牌廠可以一次購

足(one-stop purchase)而後貼上品牌銷售。 

OEM 與 ODM 時代面對的客戶是國際大品牌商或各地通路商，無論品牌或

通路商，均以銷售產品獲利為其目的；代工製造廠只要成功的將產品銷售給下一

手，就完成了大部份的工作。在此階段的創新能力，是根據品牌商所提供的設計

方向，提出與競品差異化的產品，以獲得國際大廠的青睞並接到委託製造訂單。

從 OEM 轉型到 ODM 的時代，主要是技術及供應鏈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說是

將原本已經具備的能力再強化、再精進的過程。從 OEM 成功轉型成為 ODM 的

台灣資訊廠商，並沒有因此而自滿，進一步往 OBM(Own Brand Manufacturer)自

有品牌製造商的目標邁進。 

ODM 時代的產品設計與創新能力，為的是讓品牌廠商買單；但是要成為品

牌廠商，必須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需求。換言之，台灣資訊廠商必須從B2B (Business 

to Business)的生意型態，轉型成為經營 B2C(Business to Consumer)的生意型態。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新出現、也是最重要的議題是「C」，即消費者。消費者購

買產品為的是使用產品，僅少數消費者是購買產品給別人使用而非自己使用，因

此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消費者幾乎等同於使用者，有時也稱為用戶。資訊廠商要

對準用戶的需求而推出創新產品，這就不是過去 OEM、ODM 時代的經驗能夠涵

蓋的範圍；「消費者」與「使用者」這個看似熟悉的議題，似乎卻很陌生。 

代工思維的廠商要如何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呢？觀察台灣資訊廠商轉型經營

品牌的業者，紛紛研究並採納各式各樣的方法論，例如在公司開發流程中導入設

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流程，舉辦消費者焦點團體(Focus Group)訪談，派研究



 

3 

員貼身觀察使用者，建構使用者的 Persona (角色背景敘述)，購買研究報告，或

是從公司可取得的大數據資料中試圖分析使用者行為。許多廠商認為用這樣的方

便能夠動見消費者需求，進而開發出規格更好、功能更強的產品。然而，要深入

了解使用者，並非了解他需要什麼規格功能，而是要了解他的使用需求，及了解

他的心(Mindset)。選擇什麼方法論或工具都可以，但是要如何解讀這些資料背後

的洞見才是關鍵。 

消費者與生產者，原本就站在不同的立場，各有各的思維模式。消費者是從

「使用」的思維出發，而正想要脫離代工思維的生產者，雖然試圖從「使用」的

思維出發，但真的擺脫得了原本代工思維的框架嗎？廠商必須認知使用者與生產

者都有其思維框架，框架造成了思維的落差，而不是對產品規格、技術、功能期

待的落差。面對「消費者」與「使用者」這個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議題，及兩者

間思維的落差，台灣的資訊科技廠商該如何培養並鍛鍊「意會」的能力而持續創

新呢？這是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 

1.1.2 理論動機 

工業時代以降，只要生產者能製造出一個新的產品並進行量產，消費者就會

接納與採用；故以技術為導向的工業時代時，生產者只要能克服技術限制，就能

創新。資訊產業亦然，根據摩爾定律，廠商不斷精進製程技術，每隔一年半便能

將技術往前推進一代，讓電腦運算效能更好，成本更低廉；而消費者也因此接受

一代又一代的新產品，而汰換掉過去速度較慢、功能較少的產品。當技術發展到

了一定成熟的程度，透過技術而創新的速度減緩，廠商開始從消費者身上找創新

的靈感。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Eric von Hippel 提出「使用者創新」理論，說明許多

產品的創新並非由廠商研究開發而來，而是由使用者提出創新的概念及點子，而

後廠商得以開發出創新產品(Von Hippe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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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創新理論主張要找到領先使用者(Lead User)，他們要不是在廠商推出

創新產品之前，就已經自己動手做出滿足自己需求的產品；要不就是在廠商一推

出新產品之後立刻購買，並動手修改不夠成熟、不夠好用的產品 (Schreier, 

Oberhauser, & Prugl, 2007; von Hippel, 1986)。領先使用者有足夠的創意與前瞻性，

能帶給廠商創先的點子。也可以讓使用者形成社群，互相激盪創意、分享創新的

結果，透過社群進行共同創造、創新。另外也有人主張將所有創新的工具交給使

用者，讓他們透過工具進行各種實驗而找到創新的來源。透過使用者創新的方式，

許多廠商的確成功地推出創新產品。然而，成功的案例畢竟是少數，還有更多不

成功的案例，廠商用盡了使用者創新的各種方法，卻仍然無法成功。 

聚焦於使用者創新的研究，對於在旁觀察或參與的生產者著墨甚少。使用者

談了各式各樣的創新想法，但生產者的研發技術人員是如何解讀使用者的心思，

而淬鍊出創新的點子呢？尤其是那些不成功的案例，開發人員參與了過程，看見

了使用者的痛點，但是為何沒有看懂？為何無法成功創新？Orlikowski and Gash 

(1994)提出的思維框架理論來回應這個問題。  

思維框架(Thought Framework)的論述中，技術人員想要為企業導入具前瞻性、

能使組織工作效率提高的應用軟體。技術人員認為只要該軟體的功能強大、技術

先進，能讓企業溝通效率提升數倍，那麼使用者一定會欣然採納這個新科技。但

實際上，使用者無法理解這個新科技的「強大功能」，只看到原本的工作流程變

複雜了，要花很多時間學習，他們也不想花時間學習。思維框架理論研究使用者

與技術人員的衝突，不同背景的人因為不同的經驗而有不同的思維；當溝通及解

決問題時，僅用自己理解的方式而無法理解對方。回應前述創新失敗的無數案例，

背後很有可能式技術開發人員就算參與了使用者創新的過程，卻被思維框架限制，

而無法真正了解使用者的需求而創新。思維框架理論嘗試解讀使用者與工程師間

的差異，及這樣的差異如何阻礙創新，但並未告訴我們要如何解決這樣問題。 

要解決思維框架所造成的差異，僅理解雙方的差異還不夠，這時可以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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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意會(technology sense-making)」的概念來探討這樣的問題(Griffith, 1999)。「意

會」處理的是一個陌生、或者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議題，透過雙方對話的方式，

解讀因為陌生所造成的「落差」，進而找到該議題真正的意涵(Hsiao, Wu, & Hou, 

2008; Weick, 1990)。研發技術人員不只要看到思維框架造成自己與使用者間的差

異，還要能透過「科技意會」釐清自己與使用者之間的落差。看輕雙方的落差，

才有機會從落差中的各種蛛絲馬跡，判斷對使用者真正有價值的想法，進而淬煉

出創新的點子。 

1.2 研究問題與目的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將會著重在使用者的認知層面，探討使

用者與設計者，也就是使用者與工程師之間的意會互動。主要研究問題為工程師

與使用者對於同一項科技的意會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此問題將以三個可切入

的面向進行研究。 

第一，分析工程師對於科技的意會，本研究中以工程師對智慧型手機的研發

過程作為觀察。從工程師的角度來看，智慧型手機的研發所牽涉到的技術問題對

他們並不陌生，但手機應用層面的研發問題對於工程師就變得陌生了。本研究鎖

定在工程師對於主機性能、相機功能、人機介面等設計之意會，了解他們是如何

理解與詮釋這三個元素，並透過分析案例公司之發展歷史、觀察近期動態活動，

及訪談智慧型手機的相關開發人員，得到工程師的科技意會資訊。 

第二，分析使用者對智慧型手機的科技意會。本研究鎖定在使用者對於主機

性能、相機功能、人機介面等設計之理解，同時著重在使用者對於手機運用的各

種情境，了解他們的使用經驗及對於「好」手機的看法與定義。藉由描述情境讓

使用者談論其運用經驗，加以歸納後從主機性能、相機功能、人機介面與設計之

構面分析。 

第三，研究工程師與使用者間對科技意會的差異。藉由比對使用者與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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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對同一科技的意會產生之差異性，探討造成這些差異所帶來的問題。以工程師

的角度了解這些差異為什麼會產生、挖掘工程師思考盲點，尤其當工程師聽到使

用者的問題後，為什麼還是無法理解使用者的困擾而執著於技術面。 

1.3 預期貢獻 

期 望 從 代 工 模 式 轉 型 經 營 自 有 品 牌 的 廠 商 ， 或 是 原 本 經 營

B2B(Business-to-Business)生意想轉為經營 B2C (Business-to-Customer)的企業，都

會面臨如何抓住消費者需求，同時要創新產品的挑戰。在了解使用者及工程師間

科技意會的落差，同時了解落差產生的原因，則可針對產品開發的流程進行改善，

以創造出受消費者青睞的產品。台灣眾多以代工起家的廠商，在轉型成為品牌廠

的過程中，從本研究中可獲得包括實務及理論兩個面向的啟發。 

1.3.1實務上的啟發 

第一，因技術人員(工程師)理解思維框架所造成的盲點。科技的日新月異不

斷突破目前技術的限制、提升技術能力原本就是工程師的職責。然而，想要進一

步將技術能力昇華到創新的層次，工程師必須先認知思維框架的存在，並且意會

到思維框架會造成思考的盲點而阻礙創新，當技術人員誠實面對思維框架及盲點

這個事實，才有機會避開盲點。 

就像駕駛人若不知道或不認為後照鏡有死角，那麼他怎麼開車都不怕，直到

某天因為後照鏡死角造成車禍後才知道嚴重性；若駕駛人認清後照鏡就是會有死

角，這個盲點有可能造成誤判後方來車而有車禍風險，則駕駛人在變換車道時就

不會只看後照鏡，同時也會轉頭確認一下後方來車。對於技術人員而言，看不到

或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模式就是被思維框架制約，也就不會了解自己的盲點，這也

成為創新最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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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技術主管可因為了解思維框架的限制而解開盲點。就像優秀的運動員，

他們不斷挑戰自己體能的極限、不斷追求更好的成績，以此為終極目標拼命地鍛

鍊而樂此不疲。技術人員沉浸於鑽研技術，挑戰並克服現有技術的限制，帶給工

程師極大的成就感。這樣追求極致的目標導向，及征服技術所帶來的成就感，凌

駕於其他的一切；當一群工程師聚在一起，就形成集體的盲點而不自知。技術主

管若知道有這樣的集體盲點，以及思維框架是造成盲點的主要原因，就能幫助工

程師甦醒，協助工程師避開盲點，進而能將工程師與使用者間的落差彌補起來，

而產生創新的點子。 

第三，行銷主管避免因為工程師的盲點做出錯誤廣告。行銷人員應該是公司

中最貼近消費者的一群人，他們應該協助技術人員了解使用者的思維，進而開發

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另一方面，行銷人員也有責任用消費者容易理解的語

言溝通產品特質。當工程師產生集體盲點的時候，行銷人員如何避開工程師的盲

點，採用貼近使用者的思維及語言規劃行銷策略，成為一大挑戰。反之，若行銷

人員受到工程師集體盲點的影響，無法跳脫集體思維框架，便會以工程師的盲點

做廣告，反而加大與使用者的落差。 

1.3.2理論上的啟發 

使用者研究利用各種方法及工具、分析使用者的行為，但沒有探討技術人員

如何與使用者互動，及技術人員如何將使用者創新的點子汲取出來。想要從使用

者身上取經，就必須探討技術人員與使用者間的互動方式。此外，技術人員有其

思維框架，框架會在技術人員努力了解使用者需求之時，讓他們的眼睛、耳朵、

腦袋蒙上一層「迷霧」。技術人員必須認知雙方思維的差異及自己的盲點，因為

了解差異，才有機會在互動時捕捉到對方真正的想法，而不被「迷霧」迷惑。 

接下來第二章探討使用者創新理論的文獻，思維框架理論及科技意會，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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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使用者與工程師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三章說明這個超過一年的研究之進行方式，

包括蒐集資料、訪談使用者及工程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實驗性質的工作坊及

分析資料。第四章則從智慧型手機之主機性能、相機功能、人機介面與設計之「三

機」構面，分析使用者及工程師間的思維落差，及造成落差的原因。第五章討論

及歸納出學術意涵及實務意涵，並在第六章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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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將討論本研究會運用到的理論背景。本研究是建構在使用者創新的文

獻，接著討論思維的框架理論，進一步分析使用者跟設計者之間的互動，最後以

探討科技意會的文獻，補強現有文獻的不足之處。也藉由文獻探討的過程中，闡

明要如何分析設計者在創新過程中的思考盲點。 

2.1 使用者創新理論 

使用者創新理論雖然是由麻省理工學院 Eric von Hippel 教授提出，但是這個

觀念其實很早就存在(von Hippel, 1986, 1988, 2005)。使用者創新文獻探討的是，

不要以製造商的思維來創新產品，要多聽客戶的聲音。過去在工業革命以來一直

是以製造為導向，生產者做出什麼樣的產品，消費者只要接受就好了。就算有競

爭，生產者也是今天在產品規格上做出差異化，或者是以價格來進行去市場區隔。

在製造導向的時代中，消費者的聲音是聽不見的。無怪乎希望這創新文獻要大力提倡

「民主化」的思維，呼籲製造商要邀請使用者參與創新的過程 (von Hippel, 

2005)。 

在創新的過程中，有兩個當然的主角：設計師以及使用者。設計師不見得只

是涵蓋工業設計的工作，而是更廣泛的包括開發者的工作，也就是研發的過程。

設計師負責的工作，可能會包括產品的外觀設計、硬體規格的指定、軟體程式的

設計、物流運送的規劃等。使用者通常是指產品的消費者，這包括購買產品之前

他們的考量與動機，購買過程中所經歷的服務，以及購買之後對產品的應用方

法。 

過去，設計師有比較大的主導權，使用者對於新產品的認識不多，因此也不

容易有所貢獻。設計師往往不需要去瞭解使用者，就可以展開產品創新。但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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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資訊時代以後，使用者擁有更多的產品知識，甚至於使用者對於產品的應用比

設計師本身更為豐富。更有許多使用者，在對目前已有功能不耐煩的狀況下自己

決定開發產品。von Hippel (2005)指出，有許電子儀器廠商的新產品都是由使用

者所開發出來的，這些使用者多數是科學家，擁有豐富的產品知識，由他們來開

發反而比設計師更能夠貼切真實的使用狀況。 

使用者對新產品採納過程有三個重要的考量：決定要不要買、決定要不要用、

決定用得好不好。使用者可能一看到產品的外觀我決定不購買，因此就不會採納

新產品。使用者也可能購買之後，用了一陣子覺得不好用，決定把產品送給別人，

雖然購買了新產品但是採納時間並不長。使用者也可能用了一陣子之後，沒有放

棄新產品，但是這項新產品總是用不好，最後決定更換另外一種產品。以上這三

種情形在本研究中都是屬於創新不被採納的狀況。 

研究「使用者創新」共有兩個重點。首先要分析使用者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不

會去採用新產品；其次要了解如何由使用者的身上取得創新的靈感。綜觀使用者

創新文獻，可以發現有三個趨勢：包括由使用者下手去找到創新的源頭；由設計

師下手去了解創新的過程；最後分析使用者與設計師之間的互動關係。在這一系

列的研究之中，我們所缺乏的反而不是對使用者的認識，而是對設計師的理解。 

多數使用者創新文獻都提倡要直接跟使用者求教，持續大量的訪查，或者運

用海量資料的分析，去詢問使用者到底要什麼。由使用者提出創新的點子，而後

廠商得以商品化(Baldwin, Hienerth, & von Hippel, 2006; von Hippel, 1988; von 

Hippel & Katz, 2002)。除了一般使用者之外，領先使用者更是求教的對象。倘若

遇到不方便使用或不符合自己需求的產品，一般使用者通常將就使用，或是放棄。

但領先使用者則不然(Schreier et al., 2007; von Hippel, 1986)。領先使用者享受科

技帶來的新鮮感，總是願意搶先購買廠商推出的新產品。新產品難免有技術、功

能、或使用方式不盡完善之處，他們會動手修改產品，以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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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使用者在廠商尚未提出新產品之前，就已經知道尚未被滿足的需求，進

而試著自己動手做出創新的產品。領先使用者期望廠商開發出更符合他們需要的

產品，也樂意和廠商分享他們的經驗。使用者創新理論認為，只要廠商能夠找到

這兩種使用者，跟他們取經，就能找到創新的靈感，開發出新產品(Harhoff, Henkel, 

& von Hippel, 2003; Hienerth, 1987; von Hippel, 2007)。 

另一種方式是將使用者組成社群，透過社群進行共同創新。社群可以是由廠

商組成，邀請使用者參與共創；也可以由一群有共同興趣的使用者自發性組成社

群，分享研究成果及分擔研發風險。例如樂高(Lego)公司將世界各地的樂高粉絲

社群組織起來，成立 Lego Ambassador Network (樂高大使網絡)社群，不斷讓公

司與使用者對話，尋找創新的點子。另一成功的志願性使用者社群，應該算是

Linux 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社群。Linux 作業系統的核心是由 Linus Torvalds 於

1991年由開發而發行(Jeppesen & Frederiksen, 2006)。其他使用者無論是廠商或是

個人使用者，只要遵循社群定義的公共規則及許可，就可以自由使用作業系統的

核心，進而開發更多的應用與產品，並且可以發行。維基百科 Wikipedia也是一

個範例，透過社群進行共創而分享成就。 

也有人主張把模組化的創新相關的工具發給使用者，讓使用者自行研發創新

(von Hippel & Katz, 2002)。例如運動品牌 Nike、手提包品牌 Longchamp 等都有

提供個人化服務，若個人化服務的創新產品獲得好評，廠商也可以考慮生產。法

國香水公司發給使用者調配香水的工具，再從使用者最喜歡的配方中找出可以大

量生產的新產品，這是讓使用者與工具互動後而取經的方式。 

有些研究者也擔心不能夠只是一味聽從使用者的建議，有時候使用者並不能

夠提出正確的創新意見。設計者必須去觀察使用者的行為模式，從其中找到新產

品的設計洞見。例如，要設計一款適合女性的除毛刀，必須要考慮到不同國家女

性的生活脈絡，才不會讓推出的新產品被拒絕(Oudshoorn & Pinch, 2003)。Hsiao et 

al. (2008)研究新加坡計程車司機運用衛星派遣系統，發現設計者所理解的使用者



 

12 

需求，跟實際上使用者的應用有很大的差異。設計者關心的是派遣的功能，計算

派遣的路徑，將派遣效率最大化等功能。但是，使用這套系統最純熟的計程車司

機應用的方式，卻是配合時間與空間的資訊。透過了解計程車司機的工作實務，

讓設計者有了全新的靈感，將這套系統設計的更符合使用者的實際需求。 

2.2 使用者與設計者的互動 

資訊管理文獻也不乏向使用者尋找創新的探討，尤其特別關心使用者與設計

師之間的互動；有的關心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會影響資訊系統的設計品質(Beath 

& Orlikowski, 1994)；有的則是關心使用者如何發展出與系統相互磨合的方式，

因為一套系統是無法滿足各種使用者的需求，所以使用者常在不盡人意的狀況下

為自己找出一條生路，去應付系統不足的地方(Beaudry & Pinsonneault, 2005)。 

不過有時候就算使用者願意配合，設計師也無法向使用者需求學習。設計師

往往會不經意中把一些組織原先的做法或者甚至於某種管理裡面設計到系統功

能裡，這樣的理念往往會跟使用者的實際需求相背離。這就像設計師將甲公司的

一些做法設計到資訊系統之中，但是這套系統如果應用到乙公司的時候，乙公司

現實的做法不見得會跟甲公司一樣。因此，如果硬要把這套系統安裝到乙公司的

時候，往往會格格不入(Lee & Lee, 2000; Newell, Swan, & Galliers, 2000)。 

若是再探討深入一點，我們必須要關心的是設計師到底將什麼樣的觀念內嵌

到資訊系統之中。這以專業術語來說，設計者到底「銘刻」(inscribe)了哪些觀念、

做法，甚至是怎麼樣的政治協商過程到資訊系統裡面(Bloomfield & Vurdubakis, 

1997; Hsiao, Tsai, & Lee, 2006; Spicer, 2005)。Alder and Goldoftas (1999)就發現，

當豐田汽車要轉換生產模式的時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為一套講究效率的生產

模式，要轉移到另一個以彈性為主的生產模式，自然會產生衝突。所以，研究設

計者可以讓我們了解為什麼使用者難以去接受某種創新。在這種情況下，拼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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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去說明他們的需求並沒有用，因為真正的問題是出在設計師的身上。 

這類互動的研究中，也考量使用者對科技所產生的「意會」，也就是使用者

相對陌生的科技是如何進行解讀與理解。在簡單一點的狀況下，使用者對於科技

的解讀會分為喜歡和不喜歡，如果是喜歡的話，使用者就會採納這項科技，如果

是討厭的話，使用者就會排斥這項科技。這樣的研究看起來非常直覺，比較沒有

需要爭議的地方。 

複雜一點的話，使用者會一邊解讀科技，一邊融入自己的應用，同時一邊調

適科技的使用方法。在這個循環中，使用者會根據自己的工作實務與科技漸漸磨

合，同時改變科技的運用方式，也可能局部改變科技的功能，然而也同步地改變

自己的工作方式。一邊改變工作方式，讓工作來配合科技，又一邊改變科技，讓

科技來配合工作，不斷地循環下會慢慢延伸出一個比較合適的創新方法。在這種

狀況下，想從使用者端取得創新的來源就不是那麼直覺。設計者必須要花多一點

時間，去瞭解使用者的工作實務，觀察使用者如何讓工作以及科技進行雙重的磨

合。 

更複雜一點的話，創新的過程牽涉到各種利益團體，包含許多不同類使用者。

這些使用者會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跟設計者進行協商，這樣的結果往往不是我們

能夠預測的。例如，DDT 農藥這項科技在運用的時候便有各種不同的利益團體

產生不同的論述，這樣複雜的意義建構過程中，使得這項科技一下子變成英雄，

一下子變成狗熊(Maguire, 2004)。助聽器也是一樣，有時候最好的技術功能並不

見得會被使用者所接受，使用者在多方的政治角力之下，往往會協商出一套技術

上不完美，但卻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產品(Garud & Rappa, 1994)。所以新產品

的產生往往不是因為設計者對於技術優化的考量，而是使用者對於這項科技的多

樣貌解讀(Bartel & Garud, 2009; Dunbar & Garu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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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思維框架與意會落差 

「意會」通常處理的是一個陌生、或者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議題。技術人員

從專業知識、環境背景、被賦予的責任與目標等面向，抽絲剝繭地解讀某個議題。

要解決思維落差，可以探討相關人員對於同一件事的「意會」，是基於哪些專業

知識與背景。透過對話的方式，解讀是那些「陌生」的因素，而造成了不同的意

會。看清楚雙方的落差，及造成不同意會的原因，就有機會判斷出真正的價值，

進而淬煉出創新的點子(Faraj, Kwon, & Watts, 2004; Griffith, 1999; Weick, 1990)。 

綜觀當今文獻，以認知為主的分析延伸了使用者創新理論，由過去純粹只是

了解使用者的表面需求，漸漸地轉向了解使用者對於科技的意會。這些研究又分

為針對使用者以及針對設計者兩個方面來探討，但重點其實都在了解兩邊的期望。

觀察使用者對科技的期望，可以知道使用者為何不採納科技，或者是使用者為什

麼無法發揮科技的潛力；觀察設計者對於科技的期望，則可以知道科技始終隱含

的那些設計者預先埋入的組織作為，由此可以知道為什麼科技會跟導入組織顯得

格格不入。 

產品開發人員參與了過程，看見了使用者的痛點，但是為何沒有看懂？為何

無法成功創新？Orlikowski and Gash (1994)提出的思維框架理論，可以回應這個

問題思維框架理論探討使用者與技術人員的互動與衝突。技術人員基於他們的專

業，想為企業導入具前瞻性、能使組織工作效率提高的應用軟體；他們單純的認

為，只要軟體的技術領先、功能強大、能夠增進使用者的工作效率，使用者就能

得到利益，也就會欣然採納新科技，這是技術人員的科技意會。然而，對使用這

些軟體的顧問而言，他們只看到原本的工作習慣必須改變，例如原本用手寫的工

作備忘錄要改成輸入電腦系統；工作流程變複雜了，還要花很多時間學習新軟體，

他們也不想花時間學習，使用者完全不理解這個所謂「前瞻性的軟體」能帶給他

們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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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研究探討一家顧問公司的資訊部門跟顧問之間的衝突。這家顧問公司為

了想要做好知識管理導入一套當時最先進的群組軟體。資訊部門是導入者，管理

顧問是使用者，兩者之間對於科技本質、科技策略以及科技應用方式有著截然不

同的假設。例如，導入者認為這套系統可以增進知識管理的效率，但是使用者卻

認為這套系統會剝奪他們的智慧財產而且還容易被別人嫁禍；導入者認為這套系

統將會帶來服務創新，跟其他競爭者拉出龐大的距離；可是使用者卻覺得這套系

統只不過是一套相對方便的打字機。 

思維框架理論說明技術人員及使用者原本就擁有不同的專業背景，有著不同

的思維框架，因此對於導入新技術、新軟體的認知有極大的落差。思維框架理論

突顯了技術人員及使用者間「雞同鴨講」的狀況，但是卻沒有研究如何解決兩者

「雞同鴨講」的方法，也就是解決思維落差的方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是

不為，而是不能，思維框架制約了技術人員對於科技的理解，因此他們雖然看見

使用者的痛，卻給錯解藥；以為聽到使用者的悲鳴，卻用錯安慰的方式。若要解

決思維框架的制約，首先必須探討造成制約的因素，才有機會彌補使用者及技術

人員間的思維落差，而後創新。思維框架理論僅突顯了不同立場人員的思維落差，

但並未研究解決思維落差的方法。 

認知端的文獻進一步探討思維框架，認為使用者以及設計者期望值的差異不

只是對科技的認知不同而已，有時候認知的背後還隱藏了一連串的假設，如果不

特別注意的話，不知道為什麼設計者與使用者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由於

不了解雙方對於科技意會背後的假設，使得系統的導入一直停滯難行。這一類研

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發：當我們要從使用者身上獲得創新的來源時候，千萬不

能夠只聽使用者的話，也不能夠片面理解設計者對科技的期望，我們必須要去了

解兩者之間對科技意義認知的落差。 

了解這樣的落差除了可以知道衝突背後有那些假設外，我們更能夠知道為什

麼這些衝突總是難以克服而且曠日廢時。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中，我們也發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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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缺口─似乎在當今的文獻中，對於使用者以及設計者之間的期望落差並沒

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對於這樣的期望落差到底會再帶來那些思考盲點也著墨不

多。 

過去，當我們在探討思考盲點的時候我們通常會注意三件事情。第一，思考

盲點往往來自於不理性的邏輯推理，例如誘餌效應，當人在面對比較的時候就容

易失去理性，與周邊的同事比較薪資的時候就會忿忿不平，只看到薪資的差異卻

沒有看到自己跟同事之間做努力的比較(Ariely, 2008; Brunsson, 1982)。此外，有

許多餐廳都會以免費來作為招攬客戶的廣告，等到進去餐廳之後才發覺天下沒有

白吃的午餐；這道理雖然大家都懂，但是免費的成本其實是最大的，人類面臨這

一類誘惑時，思考就容易盲目。又例如，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是建築在錯誤的資

訊上，因為提供資訊的人說謊，雖有時候這樣的謊言是善意的；但是由於缺乏解

讀的能力，所以也就造成的思考盲點。 

第二，人有時候在壓力的狀況下，會因為資訊爆炸而無法理性的判斷，最後

反而選擇了最糟糕的解決方案，在組織學上稱之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會使人陷入一連串的惡性循環(March, 1978; Simon, 1990)。或者由系統動力學的

角度來看，因為人身在局部之中，不注意往往無法看見全局，因此產生盲點並且

局勢誤判，使得解決方案成為造成問題的來源(Edmondson, 2002; Senge, 1990)。 

第三，擁有知識反而成為蒙蔽自己的元兇。許多專家透過某些專業訓練的過

程取得了某個領域的專業知識，但是這樣的專業知識卻造成的偏見而使得自己沒

有辦法吸收其他的知識。這種習而不察，之後變成剛愎自用，也是思考盲點產生

的原因。 

由此看來，分析意會的落差是很重要的，因為由這些落差中我們不僅可以看

到科技不被採納的原因，更可以理解這些溝通問題背後存在著那些假設。特別在

當今文獻還未能夠探討到設計者的偏見：設計者如何由自己的觀點去看問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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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溝通障礙？設計者為什麼不願意去聽別人的意見，或者聽不進去別人的意

見？是否設計者偏好某種解讀或者某種解決方案，由於他們的偏好而使真相被蒙

蔽。本研究嘗試由認知上的落差來分析設計者思考盲點，進而去了解為什麼使用

者提出明顯而有力的創新意見，但設計師卻充耳不聞。分析這樣的問題相較於僅

了解使用者需求更為重要，因為接收端（設計師）被阻礙的時候，任憑傳達端（使

用者）再怎麼樣的努力也沒有用。 

由文獻歸納可得出：當今使用者相關理論缺口主要來自於缺乏對設計者的研

究。使用者創新理論談創新的來源，討論如何找到對的使用者，如領先使用者；

如何組成使用者社群，讓社群進行共創；如何利用各種創新的工具，讓使用者自

行實驗等，從使用者身上找到創新的來源。然而，使用者創新理論未探討生產者

及使用者間的互動，例如研發技術人員如何從參與使用者創新的過程中，淬鍊出

創新的點子而開發產品。為了探討使用者與技術人員的互動，採用思維框架理論，

理解雙方互動時產生的思維落差，乃因不同專業背景與知識所形成的思維框架。

思維框架理論凸顯使用者與技術人員的衝突，及造成思維落差的原因，但是並未

探討解決思維落差的方法。由落差去分析設計者的溝通障礙，是使用者創新的嶄

新議題，也是本研究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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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共分為四個部分，從方法論、案例選擇原則、分析架構、資料收集與

分析等面向說明研究進行的方式。第一節說明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原因；第二節

說明選擇華碩 Zenfone 智慧型手機為個案的理論抽樣原則；第三節說明分析的架

構；第四節說明資料收集及分析的步驟，以使用者與工程師之思維落差，進而呈

現研究發現。 

3.1 方法論 

本研究的重點在分析「意會」，這牽涉到使用者與開發者如何認識與解讀科

技。用量化的方式發放問卷或進行實驗，很難分析出認知的過程。採用質性研究

較為合適，原因有三。第一，透過質性研究，本研究可以分析使用者及開發者的

認知。本研究探討使用者與開發者(工程師)之間對科技解讀的差異，使用者與工

程師代表的是不同族群的行為，他們對科技的理解必須由其認知的脈絡下手，方

可了解兩者對「什麼是好的手機」為何存在截然不同的定義。 

第二，透過質性研究，本研究可以分析開發者的次文化脈絡。例如，本研究

以華碩智慧型手機 Zenfone 為個案標的。智慧型手機儼然是一台掌上型的電腦，

而華碩過去就是做個人電腦起家，過去的背景與能力，如何影響Zenfone的開發？

研發過程中，開發者面臨挑戰的時候，是如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開發者如何

了解使用者需求，與過去的經驗又有何關係？這些議題都很難透過問卷釐清其錯

綜複雜的關係。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透過實際參與、觀察去理解工程師次文

化，讓我們能夠理解為何工程師雖然聽到使用者的反饋，但卻漠視他們的建議。

了解工程師的次文化，才能夠幫助我們深入分析開發者為何遲遲不能將使用者的

意見融入他們的設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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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透過質性研究，本研究可以分析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境，了解使用者

運用科技的行為。若從量化的方式研究使用者、開發者及其意會的落差，容易陷

入分析靜態的資料，而僅看到點狀的、局部的事實。用質性研究訪談使用者的使

用情境，方合適由自然的過程中理解使用者的應用行為。分析行為可以讓我們理

解使用者在實際的狀況下如何運用手機、對於手機速度的要求、對於相機功能的

期望，以及對於人機界面的需求。 

運用質性研究通常是為了由自然的過程中了解脈絡，找出迷思所在，並且由

此提煉洞見。本研究由研發工程師的工作實務了解他們對於科技的信仰，以及由

這樣的信仰所衍生出來的設計，此分析方式可以協助研究者理解使用者創新的迷

思。一般使用者研究都以為，工程師大量的採訪使用者便可以理解使用者，做出

使用者需要的科技產品。然而卻忽略工程師不一定能夠理解使用者在想什麼，且

會造成更大量的資料收集導致更嚴重的設計偏見。為什麼工程師不能夠理解使用

者？為什麼工程師所想的所關心的都不是使用者所期望的？這樣的迷思存在於

大多數的科技廠商中，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方法正可以由分析意會過程中去了解

這樣的迷思。 

3.2 案例選擇原則 

本研究的重點在分析認知的差異，其中包含認知偏見。這是探討兩種不同的

「信仰」之前的溝通問題，例如工程師擁有特定的技術文化，使得他們無法理解

使用者最基本的應用需求。又例如，親子之前可能存在著「代溝」，而造成溝通

不良的狀況。也因此，本研究選擇案例時遵循三個原則，以便使得案例具備代表

性。本研究選擇華碩電腦的 Zenfone 智慧型手機產品系列為個案標的有三個原

因： 

原則一：工程師自認為了解使用者。這家公司宣稱進行了大量的使用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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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做出的產品卻仍然偏重於技術，使用者對該公司所開發出的領先技術多不領

情。Zenfone 產品在工程技術上擁有一定的績效表現，但是使用者卻普遍對這些

技術功能沒有太大的正面回饋。這指出使用者與工程師之前有「代溝」的證據。

這樣的「代溝」更展現在視而不見的溝通過程。當使用者的反饋呈現到工程師面

前時，工程師不僅無法理解，而且反過來責備使用者，對於科技意會的落差形成

代表性。 

原則二：高接受度卻低滿意度。華碩 Zenfone 智慧型手機在推出後受到市場

廣大的歡迎，也如預期攻入了低價市場。但是，當初使用者由於價格以及對台灣

品牌的支持購買此款手機，使用不久之後卻「叛逃」，轉向購買其他手機，而多

數人更把華碩的手機當做「孝親機」送給使用需求比較不高的長輩。更有使用者

認為，拿這款手機會讓人覺得沒有面子，在社交場合上並不光榮，這與華碩原先

設計講求簡單華麗，認為使用者一定會引以為傲的期望背道而馳。因此，研究這

一類的使用者可以協助我們知道期望值之間的差距。 

原則三：無法維持持續購買率。使用者在購買 Zenfone智慧型手機之後，九

成以上表示不會推薦別人去買，支出對該手機品牌不具信心，而且對工程師大力

推薦的技術表示不感興趣。第一次的使用經驗使得多數使用者不再繼續採用

Zenfone 智慧型手機，這凸顯出使用者與工程師之間有龐大的期望值差異，正因

為如此，這樣的案例對於研究意會的落差具有理論的代表性。 

本研究探討的並非開發者的技術能力有多強，及開發出來的產品有多厲害，

而是探討開發者與使用者間的意會融合問題。若開發者以及使用者兩者之間溝通

有困難；用過之後，使用者就「變節」轉向購買別的品牌的手機；使用者購買之

後也不願意再向別人推薦，這些都是顯示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期望值隱含龐大落

差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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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析架構與資料分析 

智慧型手機為本研究標的物件，而使用者與開發者為本研究的關鍵角色。華

碩一直是以技術為導向的企業，當進入智慧型手機這樣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

如何了解消費者是轉型之際面臨的問題。本研究著眼於華碩新推出的 Zenfone

智慧型手機，從主機、相機、人機介面與設計三大主要功能，首先分析工程師之

對於這「三機」的科技意會，而後分析使用者對於這「三機」之使用情境意會；

而後分析工程師與使用者間科技意會的落差，並探討造成落差的原因。最後提出

在理論上及實務上的相關建議。 

如表 1所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可以由兩個層面說明。第一個層面是分析的

構面，包含手機的主機、相機、人機，此三項為智慧型手機的設計關鍵要素。主

機有兩項關鍵零件，中央處理器以及圖形處理器，這兩項零件牽涉到一台手機是

否能夠高效率的運行。相機的重點則是影像處理以及解析度。人機界面牽涉到手

機跟使用者之間的介面是否能夠很容易的客製化。工程師在這三個元素的比較都

是以小米機為比較對象，因為研發中心認為，如果每一項技術表現都能夠超越小

米機的功能，這樣當產品的價格相差不大的時候，消費者自然會選擇華碩的產

品。 

表 3-1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分析 

構面 
使用者的期望 工程師的期望 落差之原因 

主機 例如：滑動順暢度 例如：CPU速度  

相機 例如：拍攝方便度 例如：鏡頭解析度  

人機 例如：介面簡易度 例如：介面豐富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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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層面是比較工程師以及使用者之間的期望。這裡面分為三個分析步驟，

首先，分析工程師對於主機、相機、人機三面向之「意會」，牽涉到工程師對於

這三個技術層面的定義，以及工程師對於什麼是「使用者覺得最好的」的理解與

「什麼才是一台好的手機」的解讀。不過工程師覺得什麼是最好的，並不一定代

表使用者會認同。其次，分析使用者的期望，了解使用者對於主機、相機、人機

的期望值，分析他們是如何理解「什麼才是一台好的手機」，這部分是要與工程

師的期望值作比較。最後，分析工程師與使用者之間的期望值有哪一些落差，這

些落差會產生的原因又是什麼。 

根據分析架構也形成第四章研究時所運用的分析架構。第一節會先說明華碩

電腦的背景以及該公司如何建立生產手機的供應鏈，在這此背景中，會說明

Zenfone 產生的構想以及製作的過程，了解華碩電腦如何具備成本壓縮以及供應

鏈快速反應的能力。第二節說明工程師的意會，分析工程師如何以技術為導向去

理解手機應該怎麼製作，工程師又如何以技術解讀「最棒的手機」應該長什麼樣

的風貌。第三節更換到使用者的層面，去分析使用者的意會，了解使用者對於手

機的期望值。第四節則說明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落差，這樣的落差又是如

何產生的。 

3.4 資料收集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包括工程師訪談、使用者訪談、使用者焦點團體訪談，

使用者工作坊開放式討論，參與華碩 Zenfone 智慧型手機上市相關活動近距離觀

察，及相關新聞、網站、網路論壇等次級資料蒐集與整理。利用這些資料進行比

對、分析、驗證，而導出第四章研究發現。 

華碩 Zenfone智慧型手機於 2014年 1月正式於美國 CES 電腦展亮相。本研

究開始於 2014 年 4 月，一直進行到 2015 年 6 月，共歷時 15 個月。研究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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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主要透過三種方式蒐集資料: 第一，透過訪談 Zenfone 相關開發人員，

了解工程師的思維；第二，參與 Zenfone上市記者會與體驗會，近距離觀察開發

人員與使用者間的互動；第三，採訪使用者對 Zenfone的反饋。 

本研究的第二階段從 2014年 7月至 12月，著重於使用者的使用行為與情境

意會研究。使用者訪談分為三種類別: 第一，華碩 Zenfone使用者個別訪談；第

二，其他品牌平價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個別訪談；第三，華碩 Zenfone 及他牌平價

手機使用者共同焦點訪談。第三階段的研究從 2015 年 1 月至 5 月，發展出研究

發現的架構，再用工作坊的方式邀請使用者開放討論，以驗證並強化研究發現。 

除了人員訪談外，透過相關報導、資訊來修正訪談可能會產生的偏差，本研

究還透過企業的官方網站、網路社群以及部落客等的報導，將網路資訊加入參考

的依據。在官方網站上，可以獲得正確的產品規格，有助於產品間的比較，網路

社群可以了解企業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方式，從中判斷使用者的回饋情況，網路

部落客，屬於使用者與工程師之間的媒介，從他們的文章中，找出當工程師要與

使用者溝通時，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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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相關資料蒐集方法及田野調查記錄 

蒐集期間 蒐集方法 蒐集對象 蒐集時數 

第一階段 

2014 4月 ~ 

2014 6 月 

參與活動與觀察 
華碩 Zenfone上市記者會暨體驗會 

(2014/4/8) 
6小時 

參與活動與觀察 華碩 Zenfone道歉記者會 (2014/4/17) 4小時 

人員訪談 產品開發主管及工程師 3小時 

人員訪談 產品銷售規劃主管 3小時 

人員訪談 設計師 1小時 

人員訪談 行銷主管及專員 3小時 

第二階段 

2014 7月 ~ 

2014 12 月 

人員訪談 
他牌平價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訪談 

 (10 人) 
10小時 

人員訪談 華碩 Zenfone使用者訪談 (15 人) 15小時 

焦點團體訪談 
使用者焦點訪談(一) 

(2014/10/23 6位) 
4小時 

焦點團體訪談 
使用者焦點訪談(二) 

(2014/10/24 5位) 
4小時 

第三階段 

2015 1 月~ 

2015 5 月 

討論工作坊 
討論工作坊 (一) 

(2014/3/22  40位) 
6小時 

討論工作坊 
討論工作坊 (二) 

(2014/4/16  30位) 
6小時 

討論工作坊 
討論工作坊 (三) 

(2014/5/7  40位) 
6小時 

資料收集的過程分為三個主要步驟。第一個步驟，首先採訪工程師，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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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硬體規格以及軟體應用的看法。採訪的對象包括專案工程師、研發工程師、

使用者調查部門以及行銷部門，歸納為主機、相機、人機三個方向的期望。在採

訪的過程中會詢問工程師對於技術上的要求，了解他們為什麼要針對小米機的規

格來比較。他們的比較方法是什麼？他們如何評判在這三個技術層面到底華碩與

小米之間的差異為何？工程師又是如何認為自己在哪些層面獲勝？在分析工程

師對於以上問題的理解之後，會向他們提問使用者的看法，並且試探工程師對於

使用者看法的回應。 

第二個步驟是著重在使用者，但是這並不是與第一個步驟依照順序進行，而

是兩個步驟交叉前進。在使用者的分析上分為四輪來處理。第一輪分析的是一般

的使用者（general users），以學生為主，因為他們是低價手機使用者。本研究之

後也採訪小米手機的使用者，詢問他們更換到華碩手機的可能性，以便進行對比。

第二輪分析的是非使用者（non-users），受訪者多為企業中的中高階主管，他們

不是華碩的使用者，詢問他們是否願意使用可以理解 Zenfone手機不受歡迎的原

因。第三輪分析的是叛逃使用者（renegade users），這些使用者用了 Zenfone 手

機後為什麼要換手機，他們通常是把手機轉交給父母親或者是直接換掉。重點在

了解使用者對於硬體規格上的不滿以及應用上的需求，研究重點特別讓使用者反

饋，工程師的技術成就為何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第四輪分析的是被充分告知的

使用者（informed users），在這一個階段採訪的對象是亞太與大陸高階主管。他

們對於小米機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們會先接受一小時的說明研習，然後才根據受

訪問題將兩個手機的規格做一個比較，並且由這些使用者評論是否會由其他手機

更換到華碩。 

這樣的採訪設計目的是，透過不同層面的使用者，去了解使用者對於手機的

期望，讓使用者的反饋更加的豐富。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地將最新的使用者反

饋分享給工程師，並且了解工程師對於使用者期望的反應。這樣不斷的比較可以

幫助本研究了解工程師為何遲遲不能夠解讀使用者的期望。而且，往往將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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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整理好之後給工程師，工程師還是不能夠理解，這其中似乎存在著難以突破

的隔閡。這樣的溝通問題正是本研究希望做出的貢獻。了解工程師及使用者意會

的落差，其實就是了解工程師及使用者之間的代溝。這樣的認知疆界是本研究的

分析重點，而不只是單單比較兩者期望值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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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節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分別是案例背景、工程師的技術意會、使用者的

情境意會與落差意會，在案例背景，先探索華碩發展歷史，特別會提到華碩面臨

的幾次危機中，如何進行突圍，包含主機板獲利劇降龍頭地位不保、代工客戶抽

單，因此代工品牌事業分家，筆記型電腦規模不足，以「易電腦」(Eee PC) 破

壞式創新搶攻大廠市占率，和蘋果 iPad 推出造成小筆電市場萎縮，因而華碩推

出變形平板(Transformer)另闢市場等。觀察一間企業的發展及創新的歷程，不僅

了解華碩的核心能耐，更清楚華碩在產品開發上的思維脈絡。 

其次在工程師技術意會部分，華碩用「美、聲、觸、感、雲」五個向面定義

Zenfone的硬體規格，進而發展出「價格、性能、照相、外觀、介面、其他服務」

六大賣點，並以「夠強、才敢嗆！」的標語在台灣市場行銷。本研究將其歸納成

三項賣點，分別是主機效能、相機性能、外觀與介面這三個最重要的賣點，深入

進行探討工程師的科技意會。本章同時將深入分析，使用者最關心的雖也同樣是

主機效能、相機、外觀與介面，但使用者對於這三項功能的科技意會，卻和工程

師的認知大不相同。最後，本研究會分析造成科技意會差異的原因。 

4.1案例背景：禪風對上小米 

4.1.1 華碩電腦的供應鏈實力 

1980 年代，IBM 打敗競爭對手蘋果電腦，確立個人電腦的標準，眾多 IBM

相容電腦競相推出，康柏電腦(Compaq)及戴爾公司(Dell) 也在同時期成立。1989

年，華碩創辦人童子賢、謝偉琦、徐世昌和廖敏雄當年是剛滿 30 歲的工程師，

在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上的一間小車庫中，成立弘碩電腦(華碩電腦前身)，他們

鼓起勇氣，帶著第一個作品 486主機板，拜訪英特爾（Intel）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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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益。 

(1) 由主機板起家 

不巧，Intel 內部測試 486 微處理器的主機板發生故障，華碩創辦人徐世昌和

廖敏雄展現高明的技術實力，當場解決了故障；之後經過現場測試，他們所製作

的主機板的確可以運作，因此順利地爭取到和科技巨人英特爾技術合作的機會。

至此之後，華碩不僅優先取得最新微處理器的規格、優先拿到雛型版本進行研發、

也得以掌握市場先機，領先同業推出新一代主機板。 

1990 年代國際品牌所銷售的個人電腦價格昂貴，市場上盛行本土品牌(白牌)

個人電腦、及自行組裝(DIY)個人電腦。華碩以主機板研發及技術為基石，建立

生產線，並靠著山汶電腦的訂單，踏入主機板代工領域。另一方面，自行組裝(DIY)

個人電腦之市場也正蓬勃發展，華碩積極與全球各地的電腦零組件零售經銷商接

洽，建立主機板銷售通路。 

白牌組裝廠及 DIY 消費者選購各類零組件，包括主機板、中央處理器、顯

示卡、記憶體、光碟機、軟硬碟、機殼、電源，而組裝成一台個人電腦，在過程

中，常常面臨相容性問題而造成無法順利組裝，或機器不穩定。華碩洞察到這個

問題，設定目標要提供相容性(Compatibility)及穩定度最好的主機板，減低客戶

的困擾。有別於其他主機板製造商在工廠生產階段設立品質管理(Quality Control)

部門， 華碩則是在研發部門內設置品質技術(Quality Technology)團隊，在研發過

程中、投產之前，品質技術部人員必須與研發人員合作，確保相容性及穩定度。 

四位創辦人都是工程師出身，難免有「技術偏執」的性格；產品若是未盡完

美，絕不輕易出手，即使推掉了數千萬元的大訂單，也在所不惜，讓最大客戶山

汶電腦經常氣得火冒三丈。默默無名的華碩主機板，採取「高技術、高品質、中

價位」的策略與市場中其他的品牌區隔。領先的研發技術、與英特爾緊密的合作

關係，得以優先於競爭對手推出新品(Time to Market)、對品質的堅持使產品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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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穩定度優於競品，再加上對於B2B代工客戶及通路商的技術服務反應快速，

逐漸打開了市場，也塑造了「華碩品質、堅若磐石」的口碑。 

技術領先及產品領先，讓剛進入市場的華碩很快地的打開銷售量；從無到有

的挑戰已經突破，但是要將銷售量再提高，則遇到了瓶頸。1993 年，華碩銷售

量突然停滯不前，四位創辦人雖然技術高明，但不知道該如何持續推動業務。1994

年四月，童子賢等人邀請過去的老長官，原本在宏碁電腦擔任總經理的施崇棠出

任華碩總經理，負責推動業務。此時，公司更取希臘神話中象徵成功、靈感、復

興等意象的飛馬「Pegasus」，將華碩品牌命名為「ASUS」。1994 年六月八日公司

更名為現在的「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ASUS Computer Inc.」。 

剛上任不久，施崇棠對企業經營思路進行了全面調整，為了讓全球消費者知

曉華碩，不被眾多品牌所淹沒，唯一的路，就是成為「世界第一」。施崇棠對內

部宣示要成為世界第一的決心，至今仍可從華碩內部訓練中常提到的小故事可略

見端倪：「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瑪峰，但很少人知道第二高峰為喬戈裏峰

(K2/Qogir); 第一個登陸月球的太空人是阿姆斯壯，但第二個人大部分人不知道」。

1994 年華碩參加德國漢諾威電腦展(CeBIT Show)，為會場中唯一成功發表 Dual 

Pentium 雙處理器主機板廠商，再次證明其研發技術能力；1995 年初，Asian 

Sources 雜誌評比 1994 年台灣十大主機板廠，華碩榮獲品質第一名與技術創新第

一名。 

(2) 巨獅論逼出生產及供應鏈能力(1995-2003 年） 

隨著電腦硬體技術的倍速演進，及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個人電腦需求急速

上升，而價格也逐步下降。在通路及商業模式方面，美商戴爾（Dell）電腦建立

直銷模式，百客貝爾恩益禧（Packard Bell/NEC）電腦拓展量販通路等，造成全

球電腦配銷之「雙爾效應」，並引發了更精細的產業分工；主機板設計、製造、

配銷，演變成為一個個別的產業。產業規模形成，華碩及其他主機板廠商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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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走高，引來大廠的覬覦。1995 年，英特爾突然宣布大舉進軍中高階主機板市

場，震驚當時全球主機板市占率達 70%的台灣企業。 

面對上游廠商的逼迫與市場的衝擊，台灣主機板廠商利用每年向英特爾採購

量達到該公司總出貨量的 70%作為籌碼，進行協商，並同時與英特爾的競爭對手

美商超微半導體公司(AMD)合作，大量推出 AMD平台的主機板。此外，主機板

廠商亦開始採用更多台灣本土晶片公司威盛電子（VIA Technologies）及揚智科

技(Ali Technologies)的解決方案，扶植台灣本土晶片廠力抗英特爾。只要英特爾

一有動作，台籍企業就增加其他陣營晶片組及微處理器之採購數量，與之抗衡。

英特爾與客戶爭利的策略，讓長久以來佔據主機板龍頭的 Micronics 公司元氣大

傷。而強調高品質跟高效率的華碩異軍突起，受到國際大廠青睞，搶得更多品牌

大廠如惠普電腦的訂單，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主機板廠商。台灣企業的群起反擊

讓英特爾不得不打消進軍主機板市場的念頭。  

站上龍頭的華碩，逐漸將觸角延伸至其他產品，包括了顯示卡、光碟機等電

腦周邊零組件。華碩承接惠普、Sony 等大廠的代工訂單，乃基於本身的研發能

力；但另外一方面，與國際大廠合作也帶給華碩更多學習成長的機會，琢磨研發

與品質控管的實力。同時期，華碩開始發展伺服器產品；伺服器產品要求高品質

及高穩定度，並且必須具備系統整合能力，華碩希望藉由伺服器事業強化本身研

發與經營體質。成立之初原本只想經營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因應環境變化而急速

擴張。1996 年 11 月 14 日華碩公開發行股票，在台灣正式掛牌上市。資金充裕

的華碩加速擴張事業版圖，積極建置生產設備，除了原本位於北投的台北廠外，

另增設蘆竹廠、南崁廠、龜山廠，並於 1998 年底宣布到大陸蘇州投資設廠；1995

年營收新台幣 78.7 億元，直至 2002年營收首次突破新台幣千億元，達到新台幣

1,147億元。八年間，營收成長將近十四倍。 

2002 年，華碩主機板事業遭遇創業以來最嚴苛的挑戰。次年，技嘉、微星、

精英等主機板廠商削價競爭，試圖奪取更多的市占率。華碩由於技術領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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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及獲利考量，不願意削價競爭。另一方面，主機板的規格日益標準化，領

先的技術能力體現到產品之後，消費者並無法感受到很大的差異，因此願意付出

的溢價也不若以往這麼多。精英電腦以低價策略異軍突起，出貨量直逼華碩，兩

家廠商當年度結算之出貨量皆在 1,780萬片上下，伯仲之間。自上市以來獲利表

現優異的股市績優生華碩，獲利也從 2001 年 161.89 億台幣大幅滑落至 2002 年

的 100.27 億元台幣，下滑比例將近 40%。 

2003 年施崇棠董事長提出「巨獅策略」力抗日益流失的市佔率。「巨」表示

數量要大、要有經濟規模；「獅」代表領導的地位。透過巨獅論，明確宣示「量」

的優先順序高於獲利率，但如何同時兼顧領導的地位，則是另一個挑戰。這也是

組織內部典型的「難行門」案例。參考資訊產業的上游龍頭業者如英特爾、微軟，

市占率皆大幅領先第二名的競爭對手；汽車產業龍頭 Toyota、及手機產業龍頭

Nokia皆如此。華碩學習龍頭廠商的策略，下定決心不僅要搶回市佔率、重回第

一名寶座，還要遠遠贏過第二名競爭對手，將差距拉的愈大愈好。 

對應的策略因而產生，包括成立子公司華擎科技，以副品牌「華擎 AsRock」

直搗被精英佔據的低價主機板市場，並牽制競爭對手無暇向上發展高階主機板產

品；原本高價路線的華碩品牌主機板，除繼續保持高端競爭優勢，同時也推出

65 美元以下的 X 系列主機板；因應低價策略，大量採取海運整櫃運輸取代原本

小量多樣的空運配送，以降低運輸成本；大量運輸卻又要符合經銷商小量多樣的

訂單模式，因此在歐洲設立發貨倉、卡車運輸體系、更改交易條件從港邊交貨改

成客戶倉庫交貨等。 

巨獅策略延伸出的因應措施及商業模式改變，使得華碩主機板重新站回龍頭

寶座；資本額僅華碩 1%的華擎科技，主機板銷售量佔華碩合併出貨量的 20%，

2003 年華碩主機板合併出貨量達 2,950 萬片，佔台灣前四大主機板廠總出貨量 

7598 萬片的 39%，一舉擊潰精英、微星、技嘉等廠商。華碩也設定目標，期望

建立更多「巨獅」型產品線，分散經營風險同時也強化公司競爭力。短時間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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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巨獅」的產品則採取「銀豹」策略。「銀豹」策略意旨森林廣大，百獸之

王獅子仍有較少涉足的地盤，銀豹得以靈活、敏捷的方式，主攻利基市場，迴避

主流市場，以取得立足之地。 

華碩雖然瀕臨失敗，卻扭轉這次危機成為轉機，在日益龐大的事業體內強化

生產製造能力，建立供應鏈管理能力，創造整個集團的綜效。在短短一年內，藉

著巨獅策略，重新站穩腳步。 

(3) 開創筆記型電腦，磨鍊機構設計能力（1997-2003年） 

華碩於 1997 年成立筆記型電腦事業部，同業並不看好。筆記型電腦需要高

度系統整合能力，加上要在較小的空間中處理散熱、機構、穩定度等問題，複雜

程度遠高過主機板研發。當時的宏碁電腦在全球品牌電腦的排名，也不過在第七

到第九名之間，華碩為市場的後進者，品牌知名度也僅限於主機板，困難重重。 

董事長施崇棠先生，與當時的副董事長童子賢先生，展望未來筆記型電腦之成長

空間與潛力，在外部不看好、內部眾多雜音的情況下，仍堅持踏入筆記型電腦研

發、設計、與製造的領域。 

華碩基於研發技術及品質控管能力，結合主機板代工的客戶關係與「自行組

裝 DIY」市場的歷練，決定代工及品牌雙管齊下的方式開啟筆記型電腦事業。華

碩經營理念強調「崇本務實」，代工是務實的做法，可以確保基本的生產量與經

濟規模，並可從合作過程中吸收學習品牌廠的經驗與優點；一邊發展自有品牌則

是崇本的決定，因為若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廠，自有品牌則是必走之路。當時，全

球前幾名的筆記型電腦大廠例如戴爾、康柏、惠普的代工訂單，早已釋出給專業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華碩要搶得訂單不易，因此鎖定全球前十大廠商排名中間的

品牌為目標，爭取代工訂單。此外，全球各過充斥著各地「本土品牌」，華碩也

為這些「地頭蛇」品牌小量多樣代工，並且以模組化的服務，為他們客製化規格，

或是出「裸機 Barebone」給地頭蛇品牌廠，由他們自己組裝中央處理器(CPU)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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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Memory)，儼然複製主機板 DIY市場的商業模式。 

自 1997 年起一年發表一台筆記型電腦，漸漸擴充筆記型電腦產品線。除此

之外，有感於外觀設計成為競爭籌碼之一，2000 年正式成立工業設計部門。工

業設計部門成立之初，由於人力精簡，採取和歐美設計公司合作的模式，合作設

計筆記型電腦之機構與外觀。2000 年華碩以「禪」為設計概念，推出 M1 輕薄

型筆記型電腦，2002 年 S1 系列榮獲日本工業設計大賞 G-Mark (Good Design 

Award)，此期間也大膽嘗試各種領先於當時市場需求的筆電概念，例如關機時仍

可播放音樂的 A1 系列；配備可拆卸MP3 隨聲聽的 T9系列；S8 系列採用從來沒

有人用過的艷黃色及紫色設計、並大膽拿掉當時必備的光碟機，強調輕薄、方便

攜帶。2000 年代初期，工業設計部門演變成華碩設計中心，工作範圍包括機構

設計、外觀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研究中心（含材質研究、趨勢研究、色彩研究）、

消費者行為研究等，並廣邀全球頂尖設計學院畢業好手加入。 

華碩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雖然技術規格及品質口碑佳，銷量卻一直打不開。

2000年底召開的全球業務會議，設定2001年筆記型電腦總出貨量挑戰100萬台，

最後僅銷售 75 萬台；2002 年再度挑戰，仍然只銷售了 90 萬台。無法突破百萬

大關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通路。筆記型電腦代理商已經經營多個筆記型電腦品牌，

包括國際大廠及台灣本土品牌，因此不願意多花力氣經營一個新進的、不好賣的

小品牌。華碩只好選擇跳過代理商，直接和光華商場中的經銷商合作；經銷商進

貨量不大，但是華碩讓經銷商享有較高的利潤，用「推力 Push」銷售華碩筆電。 

雖然事業開始之初並不順利，華碩企業文化中存在一種凡事追根究底、找「真

因 Root Cause」的特質，並鼓勵創新實驗。透過產品設計、行銷、通路策略上

各種大膽嘗試，根據市場調查機構 IDC 統計，2003 年第四季，華碩筆記型電腦

全球出貨量首次擠進前十名。自此，筆記型電腦開始成為華碩重要的產品線，帶

動集團營收向上成長。同年，「巨獅策略」奏效，主機板合併出貨量達 2950萬片，

以當時全球主機板市場總量預估約一億兩千萬片計算，全球每四片主機板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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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是華碩生產製造的；筆記型電腦全年出貨量 170 萬台；公司營收達新台幣

2,003.78億元，年增率 77%。2003年為華碩逆轉勝的一年。 

(4) Eee PC 開啟軟硬整合 

2003 年因為遭遇挫折而努力調整體質的華碩，也藉由這次的危機體悟到，

若沒有產品研發、設計、服務、通路等各方面紮實的基本功，將無法與國際一流

大廠競爭。施崇棠董事長把「巨獅理論」運用在流程管理，全面提升華碩的管理

能力。為了要求各部門互相信任以創造最大綜效，提出「常山蛇理論」。常山蛇

典故出自於孫子兵法第十一篇九地，原文寫道「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

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傳說中的常

山之蛇，當敵人打他的頭，尾巴就來救援，打他的尾巴，頭就來救援，打他身體

中間部位，頭尾皆來救援。利用簡明易懂的故事及古人的智慧，向員工宣示組織

愈大、反應要快、一定要有協同作戰的決心。同時期，積極調整人力資源、制度、

產品、價格，廣設各地子公司調整銷售網路，導入 Lean Six Sigma (LSS)六個標

準差，並透過創建、參股等方式加速佈局垂直整合，並啟動多起策略聯盟合作。 

2005 年，華碩設計的筆記型電腦在全球三大設計獎--德國工業論壇 iF 設計

獎、德國紅點 RedDot 設計獎、與美國 IDEA 設計獎中出盡鋒頭。蕭銘凱設計師

以碳纖維材質設計的W1筆記型電腦，榮獲設計界奧斯卡獎的德國 iF設計金獎，

贏得工業設計領域中最高榮譽，成為 iF 設計獎舉辦五十一年來，第一位拿到金

獎的台灣設計師，為台灣設計界及台灣品牌創下紀錄。W1 筆記型電腦由「禪」

延伸出「Comfort」的設計概念，並結合「Mobility & Power」，成為 W1筆記型

電腦的價值主張。華碩認為，筆記型電腦對消費者而言不再只是工具，也是使用

者本身品味的表徵。氣勢如虹的華碩，營收從 2003 年新台幣 2,003.78 億元，急

速成長到 2006年新台幣 5,419億元。筆記型電腦出貨量從 2003 年 170萬台，成

長到 2006 年 560 萬台。內部強化組織與管理，積累研發技術、生產製造與供應

鏈管理能力、精進設計能力與深化通路經營，但是筆記型電腦事業全球市佔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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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超過 5%，前幾大品牌穩穩地佔住市場，不動如山。 

2006 年底，施崇棠找開放平台事業群總經理沈振來聊天，討論到當時筆記

型電腦開機時間長達二至三分鐘，記憶體用到 2G、硬碟規格容量用到很大，但

大部分的消費者並沒有需要，這對消費者而言是一種浪費，付出高價買了一堆不

需要的規格，對產業而言也是一種浪費。為什麼我們不做一台「剛好夠用，Just 

Enough」的筆電呢？沈振來總經理立刻請研發團隊展開工作。「剛好夠用，Just 

Enough」代表捨棄不需要的軟硬體規格，同時可讓價格更便宜。公司有別以往

地先設定 Eee PC 市場售價 199美金，而後回推需要提供什麼產品規格符合消費

者需要，用減法原則減去不需要的，在合理獲利範圍內選擇最好的規格。華碩定

位 Eee PC 不是低價，而是夠用；強調 Eee PC 簡單，但不是簡陋。 

考量期望售價 199 美金、又要輕巧方便攜帶、還要價格平易近人，第一台

Eee PC 捨棄需要付高額授權金的微軟作業系統，改採用免費開放的 Linux 作業

系統；為了方便攜帶，採用七吋面板，並且捨棄傳統厚重又怕摔的硬碟，而採用

穩定性較高不怕摔的固態硬碟(Solid-State Drive)。硬體設計上的各種規格要求，

對於華碩研發工程師而言，雖為不小的挑戰，但他們習於接受挑戰，並且樂於征

服挑戰。相較於當時一般筆記型電腦需要 12-18 個月的開發期，Eee PC 僅花了

10個月。  

除了硬體架構設計不易，最難克服的是軟體開發的挑戰。由於採用 Linux 開

放作業系統，沒有微軟設計好整套遊戲規則的方便性，軟體工程師必須自行在

Linux 開放原始碼上，開發、整合、客製化軟體與界面；並且要確保軟硬體溝通

無礙、消費者能容易上手。對於從硬體研發與製造代工起家的華碩，這是一個艱

鉅的任務。會議中，常常是好不容易克服了軟硬體整合的問題而找出解決方案，

卻被專案經理批評太「工程師」，消費者不會使用。研發人員不斷被要求把「工

程師思維」降到最低，想辦法模擬「消費者思維」。Eee PC 以「易學、易玩、易

攜帶，Easy to Learn, Work and Play」為價值主張，期望能讓更多消費者享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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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來的便利性，鎖定小孩、老人、婦女及開發中國家的第一台電腦購買者為目

標客群。 

Eee PC 量產前一個月，內部仍然有極大的不確定感，這樣革命性的產品，

到底會不會賣？生產備料會不會成為呆滯庫存？消費者到底會不會使用？會不

會喜歡？ 華碩索性試產一千台 Eee PC，舉辦「千人試用會」，邀請員工把 Eee PC 

帶回家給家人使用，一起找問題，回饋使用心得，試圖在量產前做最後的修正。

2007年 10月 Eee PC 上市，上市第一週，立刻在美國亞馬遜書店網站上擠入排

行榜，更被資訊專業網站 CNET 評選為「20 個最想要的聖誕禮物」排行榜第一

名。在歐洲市場，除了傳統通路商與零售商大量進貨，電信公司也藉由 Eee PC

搭配插拔式「3G Dongle」順勢大推 3G 服務。Eee PC 儼然成為當時行動裝置的

最佳選擇，成功地開闢出小筆電(Netbook)成為新的區隔市場，介於傳統筆記型

電腦與手持裝置之間。 

 

圖 4-1 ASUS 推出 Ee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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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變形平板觸發軟體開發 

2010 年 1月 27日，蘋果電腦發表 iPad，創新的使用經驗配合整體服務，消

費者為之風靡。全球個人電腦業者面對 iPad 新創造的市場看得到吃不到，面對

iPAD 漸漸侵蝕的小筆電市場束手無策。受到金融海嘯重擊的華碩，在沉寂了一

年半之後，於 2010 年六月台北電腦展期間發表「Eee Pad Transformer 變形平板」

原型(Prototype)。平板加鍵盤基座兩件一組的產品，可拆成平板電腦單獨使用、

亦可將平板與鍵盤合體成小筆電使用，兼具平板及小筆電的功能，並提供雙倍電

池時間，發表之後全球為之驚艷，成為當時市場上唯一挑戰 iPAD的產品，同時

也算是間接挽救了 EeePC 小筆電市場衰退的頹勢。從研發的角度，亦代表了華

碩從軟硬整合，發展到軟體開放層面。 

平板電腦其實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兩千年初期微軟也一度積極推廣，但大

部分的消費者並沒有購買的動機，主要因為平板電腦的價值主張相較於桌上型電

腦，並無太大差異，甚至要付出更高的價錢購買。當 iPAD推出之後，成功地定

義平板電腦不只是一個硬體的裝置，同時結合了各種軟體服務，讓消費者聽音樂、

看影片、玩遊戲、閱讀電子書、分享照片、收發電子郵件、上網瀏覽、甚至打發

時間的隨身物品，「平板電腦」並不是拿來做「傳統電腦會做的事」，而是用來做

「人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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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ASUS 推出變形平板 

自有品牌事業經營得愈成功，代工客戶感受到的威脅愈大。華碩進入全球筆

記型電腦前十大品牌，直接威脅當時的主力代工客戶，全球筆電排名第九名的蘋

果電腦(Apple)及第八名的新力(Sony)電腦，引發客戶疑慮。2006 至 2007 年間，

Apple 及 Sony 陸續將主要訂單轉移至其他代工廠，讓華碩決定啟動品牌與代工

分家計畫。 

2008 年 1 月 1 日，華碩將代工事業切割成立和碩聯合科技公司，華碩由施

崇棠董事長繼續掌舵品牌事業，而代工事業新成立和碩聯合科技，由童子賢董事

長負責。2008年 9 月 15日，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而在同一天美林

證券宣布被美國銀行收購。面對市場需求突如其來地緊縮，銷售預測完全失準，

導致庫存飆高，再加上歐元匯率貶值，華碩於 2008 年第四季遭遇成立以來首次

虧損，單季虧損約 8224 萬美元。2010年 2月召開的華碩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營

業分割案，將代工業務之資產與營業分割讓與和碩聯合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6月 24日，和碩股票上市，華碩分割減資換發新股，完成品牌代工分割

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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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華碩歷年營收(代工品牌分割前) 

 

圖 4-4 華碩歷年營收 (代工分割後，僅華碩品牌營收) 

(6) 邁入行動通訊時代 

品牌代工分家之後，華碩於 2011年推動「追尋無與倫比 In Search of In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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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新精神。2011 年 4 月，結合平板與多功能鍵盤基座的「變形平板 EeePad 

Transformer」正式上市，掀起市場旋風，並獲得國際媒體的讚譽；筆記型電腦也

在各區隔市場推出領先市場的產品，包括在大中華區與金曲創作歌王周杰倫合作

限量版多媒體影音N系列，與英特爾攜手發表Ultrabook輕薄低電壓筆電Zenbook

系列，並首次到美國紐約舉辦產品發表會暨記者會，除了將技術傾注於外型與輕

薄的表現，更刻畫出智慧型筆電隨開即用、綠色高效的新時代價值。 

在平板電腦市場，除了已推出的變形平板外，亦谷歌(Google)合作推出 Nexus 

7 平板電腦，以高性價比吸引消費者目光，同時藉由 Google 知名打開華碩本身

的品牌知名度。至於多年未見起色的手機事業，趁機延伸「 變形」的概念，於

6 月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推出結合手機與平板於一身的 PadFone 原型機，

把手機裝進平板裡，用戶可以單獨使用智慧型手機，也可將手機與平板合體，便

成為十吋的平板電腦。 

 

圖 4-5 華碩推出第一款手機 MyPal A600 

早在 2000 年初，華碩即投入資源研發行動通訊裝置。當時市場上流行的掌

上型電腦 Palm Pilot，主要功能為個人電子助理，使用者可以將體積小的裝置隨



 

43 

身攜帶放在襯衫口袋中，拿出來即可簡單的操作行事曆、記事等功能，並且可以

資料同步到個人電腦。2002 年，華碩基於與英特爾的合作關係，推出第一台支

援 Intel 中央處理器的行動裝置 MyPal A600(圖 4-5)，2003年推出三頻折疊式彩

色手機 J100，2004 年推出大螢幕的小手機 J101，2006 年與台灣賓士汽車合作推

出 P526 「C-Class 限量專屬手機」。 

2009 年華碩與導航系統(GPS)領導品牌 Garmin 宣布成立策略聯盟，推出

Garmin-ASUS 雙品牌智慧手機，並於六月份台北電腦展中發表 Garmin-ASUS 

Nüvifone G60導航智慧手機，2010 年推出 Garmin-ASUS M10 Windows 智慧型手

機，2012 年 Padfone 正式上市，2013 年推出具備通話功能的七吋平板電腦

Fonepad。 

表 4-1華碩手持裝置及手機歷年型號 

年份 型號 

2002 ASUS MyPal A600 Pocket PC 

2003 ASUS J100 三頻折疊式彩色手機 

2004 ASUS J101 

2006 ASUS P526 台灣賓士 C-Class 限量專屬手機 

ASUS P535 首支內建 GPS (Tom Tom NAVIGATOR 6) 智慧型手機 

2007 Asus P526 (Windows 作業系統智慧型手機) 

Asus P735 (P535 的接續機種) 

Asus P750 (3.5G 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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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Asus M530 (搭載Windows Mobile 6 軟體，超薄 QWERTY 商務智慧手

機，支援 Push Mail 及電郵黑莓系統) 

Asus P320 (輕巧多彩 GPS PDA 手機) 

Asus P527 (搭載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 

Asus P550 (3.5 吋大螢幕智慧型手機，金屬髮絲紋設計) 

Asus P565 (仿皮革材質 PDA手機，採用業界最高規格 800MHz 處理器) 

2009 Garmin-ASUS 宣布策略聯盟 

Garmin-ASUS Nüvifone G60導航智慧手機 (內建 Garmin 導航系統) 

2010 Garmin-ASUS M10 (Windows 智慧型手機) 

Asus A50 (Android 智慧型手機) 

2012 ASUS PadFone (結合 4.3 手機，及十吋平板之變形手機) 

2013 ASUS Fonepad (具備通話功能的七吋平板電腦) 

2014 Zenfone (採用 Intel CPU之平價智慧型手機系列) 

經營手持裝置及手機事業多年，期間與上游廠商包括微軟、英特爾，及異業

廠商例如導航系統龍頭品牌 Garmin 策略聯盟，但是手機事業卻一直沒有起色。

反觀個人電腦(PC)事業，一路走來雖遇到多次的危機與挑戰，卻是屢戰屢勝，所

向披靡，從主機板代工廠，轉型成為筆記型電腦品牌；透過 Eee PC 之破壞式創

新提高筆電市佔率並建立經濟規模，也為行動裝置之研發實力奠下基礎；接著藉

由變形平板及與 Google 合作推出 Nexsu7 高性價比平板電腦，提高品牌知名度

並再次強化行動裝置之研發技術。 

4.1.2 小米崛起，禪風也要「破壞」小米 

智慧型手機一直以來主要銷售對象為商務人士、及願意採納新科技的早期使

用者，原因之一是電信市場以 2G 通話服務為主流，僅商務人士較能夠負擔 3G 

資料傳輸的基本費用，而通信軟體應用，也只有為商務人士需求而設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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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Push Mail (從手機連結公司伺服器下載、處理電子郵件)。因此，智慧型手

機品牌廠皆聚焦於設計頂級規格、價格高貴的「旗艦機」。隨著 3G 電信服務日

益普及，各種即時通訊、社群媒體等應用軟體如 WeChat、LINE、Facebook 等

日益流行，愈來愈多消費者需要智慧型手機。消費者想要買到價格親民的智慧型

手機，只能選擇過時的機種或是二手機。 

2011年小米公司推出第一代小米手機 M1，規格功能完整，售價人民幣 1999

元(約美金 310元)，在大陸市場立刻引起關注，並掀起銷售熱潮。然而，小米並

不認為自己是手機製造公司，而是一個互聯網公司，以經營用戶為其目標，智慧

型手機僅為載具。小米公司創立於 2010年，創立之初僅推出 MI UI (中文可稱為

「米UI」或「米柚」)，是架在Android原生作業系統上的使用介面(User Interface)。

米柚推出一年之後，小米才推出智慧型手機，由於以軟體起家，對於硬體製造及

供應鏈管理不甚熟悉，小米讓消費者先上網預購，而後接單生產供貨，卻也因此

激發消費者討論、搶購的熱潮，而被媒體及輿論稱為「飢餓行銷」手法。在這樣

的狀況下進入智慧型手機市場，破壞了原本的市場規則，開創了平價智慧型手機

市場，侵蝕品牌大廠「旗艦機」的市場。 

小米以低價搶攻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跟華碩當年以 Eee PC 搶攻筆記型電

腦市場，有異曲同工之妙。華碩自 2002 年起持續投入手機研發資源，開發過各

式各樣的智慧型手機，但是在手機市場上一直沒有斬獲，反觀筆記型電腦及平板

事業，逐漸進入穩定成長的狀態。在後 PC 時代，行動裝置絕對是華碩策略布局

重要的一環。受到小米手機崛起的影響，華碩開始思考，如何進一步在智慧型手

機市場突圍；而平價智慧型手機，或許是一個好的機會點。 

2014 年四月，華碩在台灣、大陸、東南亞推出全新 Zenfone智慧型手機系列，

隨之在全球選定之市場陸續上市。四月八日由董事長施崇棠、代言人蕭敬騰、英

特爾、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威寶與神腦國際等電信合作夥伴假台大體

育館舉行上市發表會暨千人體驗會。初期推出的 Zenfone5 及 Zenfone6 智慧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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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裸機價格在台幣 4,490 至 6,990 間，搭配電信公司指定資費方案從新台幣 0 元

起，犀利的價格引起市場高度好評，開賣後缺貨的狀況維持了大約一季才宣告解

除。董事長施崇棠於記者會中表示： 

「回到台灣發表產品心情特別激動，因為這裡是華碩的家!在開發、設

計 Zenfone系列的過程中，華碩祭出世界級的設計師、最頂尖的工程師

團隊以及最嚴厲的品質把關，重啟『華碩品質，堅若磐石』的『精實六

標準差』品質運動，不斷挑戰『難行門』，從美、聲、觸、感的每個層

面，務求達成消費者最極致的快樂體驗，絕不輕易妥協。」 

Zenfone主打的四大賣點為 ASUS PixelMaster 特攝大師、ASUS ZenUI使用

介面、採用 IntelAtom 處理器及 Intel XMM 6360 通訊平台之運算效能、以及設

計美學，配合 Zenfone上市，華碩同步推出MyASUS App、ZenTalk論壇與 ZenCare 

24小時行動管家加值服務(見表 4-2及表 4-3)。 

表 4-2 ASUS Zenfone 5 五吋螢幕智慧型手機產品規格表 

元件 規格 

處理器 
(A501CG) Intel®  Atom™ 處理器 Z2560 1.6GHz內建 Intel®超執行緒技術 

(A500CG) Intel®  Atom™ 處理器 Z2580 2.0GHz內建 Intel®超執行緒技術 

記憶體 1GB LPDDR2 RAM 

作業系統 Android 4.3 JellyBean 搭載 ASUS ZenUI (可升級至 4.4 KitKat) 

儲存空間 

8GB 內嵌式記憶體 

Micro SD 記憶卡插槽 (支援至 64GB) 

終生免費 ASUS WebStorage 5GB 雲端儲存空間 

網路系統 

GSM / GPRS/EDGE ; WCDMA / HSPA+ 

DC-HSPA+ (下載/上傳) : 42 / 5.76 Mbps  

GSM 850 / 900 / 1800 / 1900 ; UMTS 850 / 900 / 1900 /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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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通訊

技術 

Integrated 802.11 b/g/n ; WiFi-Direct  

藍牙 V 4.0 ( EDR + A2DP ) 

螢幕 

5" 吋 1280 x 720 HD IPS 螢幕增亮技術/400nits 

第三代康寧強化玻璃 

支援手套觸控 

後鏡頭 800萬畫素, f/2.0 大光圈 

前鏡頭 200萬畫素 

電池 2110mAh 內建充電式鋰電池 

I/O界面 耳機/麥克風 / Micro USB /雙 Micro SIM 卡插槽 

顏色 傲世黑/冷冽白/嗆辣紅 

尺寸/重量 148.2 ( 長 ) x 72.8 ( 寬 ) x 5.5-10.34 ( 高 ) 公厘 / 145g 

 

表 4-3 ASUS Zenfone 6 六吋螢幕智慧型手機產品規格表 

元件 規格 

處理器 Intel®  Atom™ Z2580 ( 2.0 GHz ) 處理器內建 Intel®超執行緒技術 

記憶體 2GB LPDDR2 RAM 

作業系統 Android JellyBean 4.3 搭載 ASUS ZenUI (可升級至 4.4 KitKat) 

儲存空間 

8GB 內嵌式記憶體 

Micro SD 記憶卡插槽 (支援至 64GB) 

終生免費 ASUS WebStorage 5GB 雲端儲存空間 

網路系統 

GSM / GPRS / EDGE ; WCDMA / HSPA+ 

DC-HSPA+ ( 下載/上傳 ): 42 / 5.76 Mbps 

GSM 850 / 900 / 1800 / 1900 ; UMTS 850 / 900 / 1900 / 2100 ; 

無線通訊

技術 

Integrated 802.11 b/g/n ; WiFi-Direct 

藍牙 V 4.0 ( EDR + A2D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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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 

6" 吋 1280 x 720 HD IPS 螢幕增亮技術/400nits 

第三代康寧強化玻璃 

支援手套觸控 

後鏡頭 1300萬畫素, f/2.0 大光圈 

前鏡頭 200萬畫素 

電池 3300mAh 內建充電式鋰電池 

I/O界面 耳機/麥克風 / Micro USB / 雙 Micro SIM 卡插槽 

顏色 傲世黑/冷冽白/嗆辣紅 

尺寸/重量 166.9 ( 長 ) x 84.3 ( 寬 ) x 5.5-9.9 ( 高 ) 公厘 / 196g 

上市新聞稿是這麼介紹 Zenfone的主要功能與賣點： 

「華碩 Zenfone 智慧型手機系列，搭載 Intel®  Atom 處理器，內建 Intel® 超

執行緒技術，時尚黑、白、紅多彩可拆式背蓋設計，使用者可自由搭配，同時採

用康寧®  Gorilla®  Glass 3 螢幕上蓋，畫面表現精彩更抗刮耐久。Zenfone 5 配備

5吋HD IPS+螢幕增亮技術，螢幕觸控感應力強力提升，即使配戴手套進行觸控，

亦可快速回應指令；搭配 800 萬畫素 PixelMaster 相機，日拍清晰細膩、夜拍 4

倍感光色彩鮮明，愜意記錄美好時光。Zenfone 6 則透過 6 吋 HD 螢幕為使用者

放大視界，搭配 1300 萬畫素 PixelMaster相機，為生活營造無限可能，更內建華

碩獨家 SonicMaster聲籟技術，讓使用者享受無與倫比的行動影音娛樂體驗。」 

一位華碩產品工程師提到關於 Zenfone的設計理念： 

「我們常常問自己，好手機一定要很貴嗎？平價的手機一定不能很美嗎？為

什麼手機不能像時尚成衣品牌 Zara 或 Uniqlo，讓大多數的人都能享受到它的時

尚奢華，但價位卻很平易近人？我們要讓一般大眾都能享有最美最棒的智慧型手

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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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華碩產品經理說明 Zenfone系列的策略定位及產品定位： 

「這次推出 Zenfone 的目標，不只有在手機市場搶攻市占率，同時也要搶攻

心占率。在品質、效能、使用者經驗這些面向，我們以蘋果(Apple)及三星(Samsung)

為標竿；而價格方面，我們以聯想(Lenovo)及華為(Huawei)為標竿。同時，我們

也很重視全面的消費者體驗，在規劃 Zenfone 賣點時，特別從美、聲、觸、感，

四個方面檢視使用者經驗的完美程度。」 

從訪談資料及次級資料中歸納，華碩在設計這款手機時，從「美、聲、觸、

感」四個方向規劃相關的規格。以下進一步說明工程師們在這四個項面做了什麼

樣的努力，及想要帶給使用者怎麼樣的體驗。 

美(Beauty)，意指從外觀設計、使用介面、甚至到包裝彩盒、網站都要具有

水準之上的美感；同時為了帶給使用者視覺上的極致享受，選用 IPS HD 1280x800 

高解析度螢幕，搭配康寧 Gorila大猩猩第三代防摔、耐刮螢幕玻璃，採用全貼合

螢幕解決方案搭配華碩 TruVivid 技術，帶給消費者更亮、更生動的視覺經驗；

由於每個人對於色彩的喜好不一，華碩 SPLENDID 軟體可讓消費者依據個人需

要輕鬆調整色溫及色彩飽和度。 

聲(Sound)，Zenfone 的聲音設計，由華碩「金耳朵」研發團隊負責。首先，

喇叭用料不能省，才能讓聲音有足夠的力道和空間可以演繹出最棒的音質；搭配

華碩獨家 SonicMaster 聲籟技術，確保聲音大聲、圓潤、平衡、卻不會破音，低

頻更厚實；並有「音頻嚮導針」應用軟體，讓此用者輕鬆選擇在不同情境所需打

造的不同音場，絕對不失真! 

觸(Touch)，60 毫秒的螢幕反應時間，高於頂級手機的水準；防指紋滑順塗

料降低 25%的摩擦力；另加上特殊塗料，不只是指紋，所有的水漬、髒汙，船過

不留痕；再加上冬天不需要脫手套就可以滑手機的設計，讓使用者不費吹灰之力，

彈指間完成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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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Responsiveness)，意指 Zenfone最終還是要感動消費者，因此用中央處理

器 CPU效能、繪圖處理器 GPU效能、及內存記憶體的傳輸速度三項指標，證明

Zenfone 與競爭對手的產品相比，主機效能皆勝。談到這件事的時候，產品經理

拿出多張比較圖表，及各種 Benchmarking 數據，證明 Zenfone 上述三種指標的

表現比競品多 1.47 倍, 1.76 倍, 1.82 倍, 2.17 倍, 2.12 倍……。因此玩手機遊戲，

根據GFXBench3.0 T-Rex Gaming GraphicPerformance Test，Zenfone比競品好 1.13

倍；上網的順暢度，根據 Sunspider Web Browser Performance Test 比競品好 1.36

倍，若根據WebXPRT Web Browser Performance Test 則好 1.19倍；用 2G通話時

間比競品多 7.2小時，用 3G通話時間比競品多 7.6小時。 

Zenfone 內建華碩原創的使用者介面 ASUS ZenUI。華碩開發人員認為這個

獨家的人機介面，具備現代風格的平面圖示、生動繽紛的主題設定與動畫，清晰

呈現資訊。也開發了各種方便使用者的小工具，例如「What’s Next」聰明提醒即

將到來的生活大小事，重要訊息會依時間先後順序顯示於螢幕，包括最新訊息、

未接來電、生日、紀念日等相關資訊；「Do It Later」功能則與多項手機內建應用

程式無縫串連，當需要在通話、訊息、閱讀、處理不同事務間忙碌穿梭時，可以

將待辦事項簡單地置入 Do It Later 這個應用程式中，可稍後處理不怕忘記。 

另外， Zenfone 最重要的賣點是 PixelMaster 特攝大師，也就是在台灣市場

俗稱的「暗光鳥」技術。這是結合硬體、軟體、演算法的調校經驗的一項技術，

可以讓使用者更簡單方便地在夜晚拍出清楚細緻的照片。PixelMaster的獨家感光

技術，在夜拍時，能調整畫素大小，提升 4倍感光能力，超越他牌旗艦機種的夜

拍效果。內建 9種特效及 18種照相攝影模式，除了一般常見拍人像的美肌模式、

拍近物的景深模式、濾鏡特效等等之外，比較特別的是時光回溯模式，會將拍照

前兩秒到後一秒共三秒的時間記錄下來，方便用戶透過畫面上的時間環，挑選自

己最喜歡的畫面；還有微縮模型模式，不須透過其他軟體，瞬間可把現實生活中

的場景變成玩具模型；更特別的是後鏡頭自拍模式，一般而言後鏡頭的畫素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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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高，因此若想拍出細緻的照片，建議後鏡頭拍攝品質更好，因此我們特別設

計了後鏡頭自拍模式，可以聰明偵測人臉數量，利用聲音提示倒數，輕鬆享受超

高畫素自拍。 

從上述的介紹說明，可以看出華碩工程師下足了功夫，花很多心力將每個

集數功能做到極致。從「美、聲、觸、感」四個方向規畫規格，聚焦於三大賣點: 

主機效能、PixelMaster攝影技術、及外觀設計與 ZenUI使用介面。 

4.1.3 產品開發的過程與決策 

以上的介紹，令人不禁好奇，華碩是如何開發設計一個新的產品呢? Zenfone

的規格及全新的服務，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呢? 藉由訪談產品開發相關人員，希望

找出決策如的蛛絲馬跡。 

資深產品經理跟我們說明，研發工程師及產品經理，通常都是從目前既有的

產品開始檢討。例如，我們目前的產品有些什麼功能？是否需要改進？又或者是

市場上現有的產品，缺少了那些功能？我可不可以做得比競爭對手的競品更好? 

例如功能更強、價格更便宜? 研發工程師不會是憑空想像一個產品，有許多相

關的資訊會進入到研發流程中。資訊的來源有以下幾種:： 

(1) 上游廠商 

上游大廠如英特爾(Intel)、微軟(Microsft)、谷歌(Google)，通常都會有設計

黃皮書。很多年前是真的有一本「書」，告訴廠商如何設計電路圖等，甚至有些

主機板及顯示卡廠商，直接拿上游供應商的黃皮書就可以生產製造「公版」販售。

而其他上游零組件廠商如相機鏡頭、面板、觸控板、鍵盤、材質、模具等廠商，

也都會提出他們最新的功能技術。產品經理會參考上游廠商制定的規格建議書，

或是漸進式的改良技術，思考設計產品規格、是否要導入某個新的功能。工程師

提到了一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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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上游廠商提供一個可以持續散發出芬多精香味的模組給筆記型

電腦產品經理，因此我們在筆記型電腦，靠近螢幕與鍵盤的連接處，將

香味模組與筆電結合，推出了香水機，讓在城市生活的消費者在使用筆

電時可以同時享受森林浴。或是塗佈材料廠商，介紹新一代的防指紋、

防手汗塗料，也就是塗在產品的最外層、與使用者觸感直接感覺到的，

我們會請研發人員進行研究、測試、並考量其價值與成本的關聯度，才

決定是否要導入該技術。」 

(2) 競爭對手的產品規格 

「畢竟我們是一個技術研發導向的公司，競爭對手只要推出新產品，我

們一定會馬上買回最新的競品研究，不只把玩了解其規格、使用經驗，

也會拆解機台剖析其研發、技術、製造能力，及成本結構。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藉由了解競品，我們會不斷地設定更高的標準、挑戰自己。」 

對於工程師而言，挑戰技術障礙帶來的成就感，一直是華碩不斷創新的動力。

例如，規格要做得比競品更好，但是價格和競品一樣；或是規格跟競品一樣好，

但是售價要做到少競品 20-30%，也就是成本要更低；或是效能比競品更好，但

是電池使用時間要比競品多 20%，也可以是效能及散熱不能被犧牲，但是體積及

重量要比競品更輕、更薄。這些比較與對話，是工程師提及他們在決定產品規格

時必然的討論話題。工程師認為，這樣具挑戰性的規格設定，讓華碩的技術能力

因此不斷精進。 

(3) 客戶的建議 

此外，華碩業務團隊也會不定期的回饋客戶的建議給產品開發團隊。華碩的

客戶都是通路市場的老手，什麼樣的規格消費者會買單、價格在多少能賣，他們

都有幾十年的經驗值，畢竟這些通路客戶天天得面對消費者與使用者。他們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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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會不會賣、能不能給他們帶來利潤，或是相反的，帶給他們庫存壓力及虧損。 

「通路商是我們緊密的夥伴，有些大客戶甚至內部有制定「價值商數」

衡量公式，用以評估產品規格及價格的相對關係。白話地說，我們開出

產品規格，客戶就算得出消費者願意購買的價格，你可以說通路客戶用

這種方式殺價，但是也有大客戶用這樣的方法積極建議我們規格、價格、

甚至外觀設計。因此，我們通常非常尊重客戶的聲音，無論是針對現行

或是下一代的產品規劃。」 

 

圖 4-6產品開發的過程與決策 

華碩產品工程師的責任是定義產品的規格與價格，而後由研發工程師進行於

軟硬體技術開發。產品工程師同時要為銷售結果負責，因此要周旋於軟體、硬體、

機構工程師與設計師之間找到產品規格的最適點、也要權衡上游技術能力之限制，

及下游通路客戶的接受度，才能做出最好的決策。 

簡言之，工程師在決策產品規格時，資訊來源有三。第一，競爭對手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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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與價格；第二，下游廠商的回饋與取向；第三，上游廠商的規格定義與限制。

而工程師在決策時的考量點有二。第一是技術的考量，包括是否能突破限制，以

更新、更厲害的技術創造出新的規格；第二，價格競爭力，無論採用什麼新規格，

最終的價格必須具競爭力、客戶願意買單。由此可以了解華碩工程師規劃產品的

思維，及軟硬體規格開發與決策的主要考量。 

了解工程師研發與創新思維，以下章節從主機、相機，人機介面三個角度切

入分析使用者的科技意會、工程師的科技意會、最後比對使用者與工程師之科技

意會落差。 

4.2 「主機效能」為智慧型手機的基本條件 

當我們提問「何謂一隻好手機」，使用者與工程師不約而同都先談「主機」

效能。本節將介紹使用者對於智慧型手機「主機」的期待，而後探討工程師是如

何設計並確保「主機」效能，最後比對使用者與工程師間對於智慧型手機「主機」

之意會落差。我們發現使用者通常是從使用情境來意會「主機效能」，而工程師

則是從技術的角度來意會「主機效能」。 

4.2.1使用者要主機「快、順暢、穩定 」 

談到智慧型手機的效能好不好，使用者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要快。但是當我們

進一步解讀使用者對於「快」的要求，其實並不是追求極致的規格與速度，而是

使用時的順暢與穩定度；不是大容量的記憶體或內存，而是貼心的設計可簡便儲

存與備份；還有電力持久也被視為效能的指標。 

(1) 順暢即是效能：除了打電話的功能之外，使用者和工程師一樣，最關心

的也是智慧型手機的效能。效能的好壞，產品的 CUP、GUP、DRAM影響最大，

然而使用者卻有不同的說法。一位很熟悉手機的使用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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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手機產品規格，比如說中央處理器是採用 INTEL、聯發科、還是

高通，我完全不瞭解這些 CPU 之間的差異，也無法感受出來。或許我

根本沒用到這麼強大的效能。反正手機用一兩年後，就會開始變慢，讓

人感到很無奈。」 

讓人好奇的是，如果消費者在看待主機效能時不在意產品的規格，那麼他們

如何判斷產品在效能上的優劣？又是從那些地方看出智慧型手機的效能呢？一

位使用者解釋關心的重點是要順暢的運作： 

「我最討厭使用手機時卡卡的感覺。手機本身一定要運作順暢、不當機、

不遲緩。開啟 APP、上網、速度要快，不要慢吞吞地讓我等很久，要讓

我可以輕鬆順手的滑來滑去。」 

使用者直覺地認為速度快的手機就是效能好，然而所謂「速度快」，包括了

應用程式的開啟速度，應用程式及使用是介面的順長度、主機本身的速度與組理

效能、網路連線的速度，及電信業者基礎建設的覆蓋度等。與其談硬體規格的效

能，使用者更在意的是使用情境下的整體速度及穩定度，例如能快速開啟應用程

式上網，並且能順暢使用，不要常常當機或一直被踢出應用程式。 

關於穩定度，使用者同時很關心手機故障的頻率。試想，若是個人電腦壞掉

了，我們大概還可以忍耐一兩天，用手機、平板、家裡或公司的另一台電腦等替

代方案來進行工作。但是若手機壞掉了，我們通常會處於極度焦慮的狀況，並且

擔心會遺漏重要的規劃或約會。因此，可以理解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為什麼很在意

手機會不會故障，及故障次數頻繁與否？  

除了順暢與穩定性，根據不同的使用情境，使用者對於主機效能還有以下兩

種意會。大量拍照、用相片記錄生活的使用者，認為貼心的儲存及備份機制，也

是一種主機效能好的證明；長時間在外奔波的使用者，則認為電池續航力是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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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很重要的一項指標。 

 (2) 貼心即是效能：「你能不能多為我做一點？那我就會覺得你很棒!」在一

次訪談過程中，使用者提到他的手機已經完全取代了他的相機，每次出去玩，他

都會帶著他的相機到處拍照。由於總是獨自一個人，所以音樂可以幫他分擔寂寞，

手機雖然滿足他所需要的要求，但是對他來說，效能不只是規格上的成績單，更

可能是它提供了什麼樣的服務。這位使用者提到： 

「我很喜歡拍照，走到哪拍到哪，還有大量的音樂，這些都會佔記憶體

很大的空間。我需要手機能夠立刻備份照片到雲端，而且需要更大的免

費雲端儲存空間。另外，上傳檔案、照片要有方便的介面，跟電腦、電

視互動的介面要容易操作。」 

對於照片、影像、音樂有大量需求的使用者，夠用的內存空間是基本要求，

重點並非要把智慧型手機的內存要加到無限大，這些使用者更在乎如何把創作出

來的照片及影像簡便的備份到雲端儲存空間。這樣，才不怕作品不小心不見了，

或是內存的記憶空間爆滿了，讓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走到哪、拍到哪，還要擔心

甚麼時候又該坐在電腦前把照片備份出來。  

 (3)持久即是效能：現在的手機提供的功能越來越多，代表著使用者在使用

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將大幅提升，產品的耗電量當然也就跟著變大。奇妙的是目前

大部份的智慧型手機並沒有拆卸式的電池，導致使用者必須多帶充電線、行動電

源等，大大影響使用者對產品性能的信心。這位使用者提到持續的電力對他使用

手機的重要性： 

「雖然帶行動電源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但總希望電池更強、更久。現在

無時不刻都在上網狀態，無論用 3G 還是 Wifi, 都很耗電。希望能夠攜

帶一整天，不需要一直調暗螢幕或是關 Wifi 來節省電力，也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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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沒有電。」 

電池續航力不夠，也就等於無法暢快地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各種功能。反之，

為了保留電池續航力，只好調暗螢幕、關 Wifi、關 GPS 定位系統，利用各種節

電小撇步來節省電力，卻讓使用者無法得到最好的體驗，也就代表了手機效能不

好。這是使用者在使用情境下的意會。 

總結來說，使用者期望智慧型手機能快速開啟應用程式，使用時順暢、不遲

緩；同時還要有免費雲端儲存空間，方便儲存照片及音樂檔案。當然電力是愈持

久愈好，能在開啟不管是 3G、4G 或者是 WI-FI 時，煩惱沒電的問題，且在不

調整螢幕亮度的狀況下，能使用一整天不需要充電。 

4.2.2 工程師說主機以「規格與速度」致勝  

工程師們認為「主機效能」是智慧型手機最基本的要求。而要確保「主機效

能」好，就要從最基本會影響手機速度的中央處理器(CPU)、繪圖處理器(GPU)、

內存記憶體傳輸速率三方面強化效能。中央處理器(CPU)是整支手機的核心，為

影響手機整體效能最重要的因素。為了提高 CPU 運算效能，技術上又分為兩種

做法，其一是以提高每個核心的運算效能為主，核心數為輔，蘋果 iphone的 CPU 

A6、A7都是雙核心，但運算效能相當好，就是典型的代表。另一種作法是以提

高核心數為主，而較不注重單核的運算效能，例如市面上標榜四核心中央處理器

的智慧型手機。 

考慮手機的主要應用，使用者不外乎是拿智慧型手機來講電話、下載郵件、

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如 LINE)、瀏覽社群媒體(如 Facebook)、流覽網頁、聽音樂、

看影片、玩遊戲等等。任何一個時間，縱然使用者會同時打開多個應用程式，但

實際上需要 CPU處理的工作(Task or Thread)，大部分只有一至二個，超過四個

Tasks 相當少，並且 CPU的使用率，通常不會超過 50%。一位華碩工程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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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有許多應用程式工具，讓使用者瞭解 CPU 的使用狀況。若 

CPU的核心運算能力強，在需要用到 CPU 運算時，立即處理，快速完

成，可得到最好的效果；若 CPU 單核運算能力較弱，當需要 CPU 處

理時，因 CPU 核心的運算能力不夠強，反而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處理

完，使用者的體驗反而較差。換言之，使用手機時感到流暢與否的關鍵，

是每個核心的運算能力是否夠強，而不是核心數是否夠多。有些廠商標

榜 CPU 有四核或八核，重點也是一樣若每一核不夠強，反而造成反效

果。」 

圖 4-7 及圖 4-8 顯示幾個不同的評測軟體，可以證明雙核心的 CPU 效能比

四核心的競品還要好。某些CPU的測試程式只是讓每個CPU跑很小的一段程式，

完全不需要用到 DRAM 及繪圖，這樣的測試，八核心的 CPU自然會得到高分，

但是這分數和實際使用手機時的效能沒有必然的關係。我們選擇的評測軟體，都

是仿真實使用情境的測試軟體。 

 

圖 4-7 AndEBench CPU Benchmark 仿真實使用情境的評測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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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MobileXPRT System Performance Test 

跑 3D 必備的 GPU：除了 CPU 效能，GPU 圖形處理器的效能，也很重要。

Zenfone採用 PowerVR SGX 544 MP2 GPU，繪圖運算能力強大，使用者觀賞高

畫質圖片與影片，或是玩 3D遊戲，都能享受無與倫比的流暢感。根據 3DMark 

測試，3D 效能分數一路領先。GLBench 也是測試繪圖運算能力的指標，Zenfone 

5 及 Zenfone 6 也有較好的表現。 

圖 4-9 及圖 4-10 是 3DMark 的測試結果。它評測了繪圖運算能力。Zenfone

採用的 544 MP2，其繪圖運算能力，比四核及八核都要好。GLBench 是另一個測

試繪圖運算能力的評測軟體，Zenfone 5 及 Zenfone 6 也有較好的運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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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3DMark 測試結果 

 

圖 4-10 GLBench 測試結果 

記憶幫手 DRAM：此外，手機的使用介面(UI，User Interface)及大部份的應

用程式(App, Applications)，都需要處理大量的圖像；不只需要高效能的繪圖能力，

還需要快速的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 內存)，才能快速運算。Zenfone 採用 64 bit

内存(RAM)，比起競品的 32bit RAM，傳輸速度快兩倍。大容量的 RAM 配合上

高效率的 CPM 核心，能帶改使用者最好的體驗與感受。 

工程師關心用什麼技術規格可以比競爭對手更快、更好；CPU, GPU, RAM

的效能如何做到極致強悍，並用各種測試報告及數據證明。工程師認為，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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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做到極致，就能帶來極致的使用經驗。工程師認為主機效能體現於各種技術

規格。只要把 CPU、GPU、RAM的規格拉高，並確保其運算速度能做到最極致，

那麼這些電腦硬體就能快速開啟手機上的各種軟體及應用，並使之流暢運作。因

此，使用者就一定可以感受到速度感及流暢感，而享有極致的體驗。 

4.2.3 比較使用者與工程師對「主機」之科技意會落差  

使用者期望主機的效能要「快、順暢、穩定 」。效能不只局限於硬體速度快，

而是在使用各種應用軟體，在拍照時，在一整天的各種使用狀況下，都能順暢、

無後顧之憂。因此順暢、貼心、電力持久，也都被使用者定義於「效能」的範疇

中。 

工程師對智慧型手機主機效能的理解與期望，則是很具體化的轉換成硬體規

格；工程師認為在可行範圍內，把中央處理器 CPU、繪圖處理器 GPU、記憶體 

Memory調到最高規格，就能帶給使用者美好的主機效能體驗。 

硬體規格是帶給使用者談「快」感的基本條件，但卻不是全部的條件，使用

者談的快，也包括了應用軟體、網路連線、及軟硬體搭配後最終的使用者經驗；

甚至可以是心理上的感受，包括我想要的應用軟體都預載在手機上，不要讓我浪

費時間另外裝。使用者是從各種使用情境，表述他對智慧型手機主機的期望；而

工程師則是直接用硬體規格來解讀。雙方對於主機效能，尤其是「快」的定義，

不完全相同。 

4.3 「相機功能」為智慧型手機的次要條件 

智慧型手機除了講電話、處理資料之外，另一個使用者最常使用的功能就是

相機功能。有些人用照相記錄生活，有些人則是用來記錄工作；照相除了記錄，

也要容易分享。工程師也非常看重相機的功能，他們認為最好的硬體規格，配合



 

62 

上特別設計的演算法，能讓夜拍清楚是很重要的；夜拍功能強的相機，在一般場

合也能拍出完美的相片。 

4.3.1使用者要拍出「好照片」紀錄並分享 

打電話及主機效能已經被使用者視為智慧型手機之基本條件。除此之外，使

用者最常拿智慧型手機做的事情，就是拍照。且拍照不只是拍照，還必須提供多

元全方位的相關功能，然而讓我們來看看使用者是怎麼說的呢？以下分成三個部

分來進行說明。 

(1) 快門的瞬間：一個好的相機功能，它不只要畫素清楚，能把影像拍的美

麗，最重要的是怎麼讓使用者容易拍出美麗的照片，因此快門的速度很重要，對

焦要快、快門要快、快點照影像才不會糊掉，否則再好的景，照不清楚也沒用。

某使用者就說到，快門的快慢，在某些場合需要合影時就顯得格外重要，你總不

希望讓拍照的人等太久，臉都笑僵了吧。 

防手震可能是成功拍出美麗照片的第二項成功要素，尤其當使用者是女生時，

手沒力拿久了會晃動，照片當然也就拍不美，然而這些在產品介紹上，都沒有詳

細且具的的說明，只告訴了我們提供了多種功能(9種特效、18種照相攝影模式)。

一位使用者提到其實多數 Zenfone的功能她都不知道： 

「有時候我覺得我買電子產品，就像是買 SOGO 福袋一樣，我知道福

袋裡面可能有什麼，價值是多少，但卻我不知道我到底買到的是什麼，

一定要我拆開來使用過後，我才能確實感受到產品能帶給我的價值到底

有多少，結果常常是付出的比期望的多，很多功能我從來也沒用過。」 

使用者雖然說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對焦要快、快門要快，其實他們關心的是

能不能拍出抓住剎那間的好照片，記錄下生活中美好的那一瞬間。對焦、快門、

相機模組的品質、各種隨選功能模式雖然都很重要，但卻無法保證他們能拍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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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反之，因為講了很多硬體規格、或是多種特效功能及隨選模式，反而讓使

用者感到困惑，不知道花錢買了這麼多功能，到底有沒有對等的價值。而所謂拍

出一張「抓住剎那間」的好照片，同時代表了相機操作要快速簡便，才有機會抓

住那瞬間，若拍照前還要做很多設定，或是選擇適合的模式，反而浪費了時間。 

 

圖 4-11左圖為臉笑僵，右圖為晃到的照片 

拍照時常常會遇到兩種狀況，其一是被拍照的人都已經笑僵了，但攝影師卻

還沒拍好；或是攝影師拍好照片讓被拍照的人檢視，發現照得不夠好又一次次重

拍（參見圖 4-11）。其二，拍照時若一不小心，手沒拿穩或光線不對，就會造成

照片模糊不清楚。這應該是使用者最常遇到的頭痛問題。由於使用者多數拍照的

時間都是在白天，所以當提到華碩的手機具備有夜晚拍攝能力的時候，使用者的

反應多數很冷淡。 

(2) 廣角鏡頭：在許多公共場合或觀光景點，隨處都可以看到有人高舉手機

面對自己進行自拍，把自己生活的點滴，記錄在網路上，希望得到親朋好友的關

注與共鳴、相互分享生或。自拍成為一種流行，而自拍如何拍的美麗，就是一大

學問。自拍要拍得好，前鏡頭十分重要。前鏡頭的畫素規格是基本需求，有無廣

角功能才是決勝點。由於自拍有距離上的限制，若是沒有廣角鏡頭將影像拉遠的

話，影像會因為太過接近鏡頭而導致臉部過大，使用者如過不是特別消瘦，看到

臉圓的自己，當然只能怪罪無辜的相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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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使用者提到她在自拍時候的考量： 

「最近去夜市常看到一種前鏡頭的廣角鏡，我一發現就立刻購買了，因

為當時我在選手機時，沒有注意到前鏡頭沒有廣角，搞得我每次自拍都

只好用自拍神棍，外接式廣角鏡真是我的救星。」 

「團體自拍時一定要有廣角設計，這樣才不會變成大家拼命擠在一起的

肉團照，或是有人被切掉的靈異照，而且在自拍的時候大家一定都會拍

很多張，有時候我常想，如果相機能幫我挑出一張最完美的照片，其他

不要的全部刪除該有多好，可惜目前好像未有專攻「自拍」功能的相機，

有出我一定買。」 

 

圖 4-12 相機有無廣角鏡頭之差異 

自拍通常又分為個人自拍及團體自拍兩種情境。個人自拍因為本人即是主角，

使用者通常會更在意拍起來好不好看，尤其忌諱把臉拍得太大太圓，臉上瑕疵拍

得太清楚、臉色拍得不好看。團體自拍人數眾多，使用者通常站在最前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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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所有的朋友都能入鏡頭，並且自己雖然站在最前方的位置，也希望不要被拍成

大餅臉。因此，對於喜歡自拍的使用者而言，手機的相機必須具備廣角鏡頭。圖

4-12比對廣角鏡頭相機與一般鏡頭相機拍出的照片，有明顯的差異。弱勢團體自

拍時，廣角鏡頭可以容納更多的人數，拍出效果更好的團體自拍照片。 

(3) 微整形功能：現在市面上其實有很手機板的修圖軟體，像是 Line 相機、

美圖秀秀等應用軟體，提供給使用者像是美白、去痘疤、瘦臉瘦身、眼睛放大、

調膚色等等的功能。有些使用者幾乎每張照片都要修到完美才儲存或是分享；有

些使用者是當照片拍得不夠完美時才修圖補救。無論對前述哪一種的使用者而言，

修圖軟體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修圖軟體的缺點是要另外開啟應用軟體，多

好幾個步驟，且還要多耗手機容量。 

 

圖 4-13 美肌前後的比較 

圖 4-13 是原本拍的照片，上圖右是使用修圖軟體的美肌功能後，能讓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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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亮，眼睛更有神。一位使用者提高修照片的重要：「我希望用手機拍照時，能

夠一併將所需要修圖的部分一併處理完畢，不需要另外再開修圖軟體調整照片，

這樣就那就太棒了! 」使用者認為相機最好是一次就能拍好拍美，但真的有失誤

時也要有簡易方便的修圖功能調整相片。最重要的是能即時、輕鬆地分享或備份

到雲端儲存。總而言之，使用者期望手機的相機要能快速、容易地拍出畫質令人

驚豔、整體感好的照片。 

4.3.2工程師視「細節清楚」為「好照片」的條件 

Zenfone 雖然是平價智慧型手機，但華碩工程師們非常自豪 Zenfone 的相機

性優於同等級的競品，甚至與萬元以上的「旗艦型智慧手機」的相機性能不相上

下。工程師主要從以下三個觀點切入相機性能。 

(1) 高性能相機模組：要拍出一張出色的照片，光線是最重要的要素之，攝

影鏡頭的感光元件與像素愈大，就可收集愈多光線讓照片更鮮明，並減少雜訊的

產生。Zenfone採用 Sony及 Panasonic 感光元件(Sensors)，具備高感光能力及高

分辨率； 5P Largan 高透光镜片、將五片稜鏡片融入輕薄的機身，F2.0 超大光

圈，都是為了提升入光量，讓使用者拍出好照片。所有的用料，都媲美頂級手機。 

(2) 華碩 PixelMaster 感光技術：華碩推出 PixelMaster 感光技術，是硬體、

軟體、演算法的結合，可以動態調整像素，提升四倍感光能力。夜拍時，以低光

源模式拍照或錄影，不需開閃光燈，就可拍出清晰的場景及物件，且暗處雜訊減

少；日拍時，因相機動態範圍增加，照片對比度也會增加，色彩更鮮豔，背光拍

照時，陰影處的細節也能拍得到，性能媲美旗艦型手機。 

為證明 Zenfone的夜拍能力，工程師設計製作了一個盒子，盒內設定為小於

1照度(1 lux)的環境，用其他品牌的旗艦型智慧手機拍照，拍不出任何東西，只

有用 Zenfone能拍出盒內放置的蝴蝶（參考圖 4-14說明）。一位工程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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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這個「見所未見」 (See What Others Can’t See)的行銷活動推廣

到通路，讓消費者眼見為憑、體驗過再買。」 

 

圖 4-14 黑箱測試手機的高感光度 

(3) 內建 9種特效、18種照相攝影模式：使用者可以隨自己的需要，輕鬆選

擇需要的拍照及攝影模式（參見圖 4-15說明）。例如，景深效果模式，拍攝花朵

靜物效果媲美專業單眼相機；微縮模型模式，瞬間把現實生活場景變成玩具模型、

創造自己的小人國，不需要再透過任何軟體後製；時光回溯模式，自動幫你紀錄

按下快門前 2秒及後 1秒共 31張照片選擇，再也不用追著小孩寵物怕照不好。 

工程師展示一張由 Zenfone拍攝的海岸邊的照片，並說明： 

「我們一位同事是攝影達人，用 Zenfone拍攝的作品。拍攝當天是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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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透過 HDR 增加動態平衡，色彩增加，天空的雲層變得很有層次，石

頭的紋理與海浪的水波都很明顯，快門迅速所以可以瞬間捕捉浪打上來

那一瞬間的水花細節。」 

另一位工程師解釋鏡頭的設計構想，研發出後鏡頭自拍模式：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一般的手機都是用前鏡頭自拍，但是前鏡

頭通常僅配備 200萬畫素左右的鏡頭。後鏡頭是當成相機使用的主要鏡

頭，廠商都一定會配備較高規格的鏡頭，例如 Zenfone 5 配備 800萬畫

素後鏡頭，而 Zenfone 6 配備 1300 萬畫素後鏡頭。為了讓使用者能夠

享用高解析度的後鏡頭自拍，我們特別設計了『後鏡頭自拍模式』。當

使用者選取該模式，設定自拍人數，Zenfone 便會聰明偵測人臉數量，

利用提示聲倒數，即可拍出解析度高、畫質清晰的自拍照片。」 

 

圖 4-15  9種特效、18種照相攝影模式 

工程師認為，相機性能好，就能拍出好照片。因此致力於將相機模組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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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並開發獨家 PixelMaster 感光技術，調和硬體、軟體、同時配合演算法，

為了拍出解析度更清晰、細節更明顯的照片。此外，工程師還設計多種照相模式，

讓使用者可依據不同需求自選最好的拍照模式。工程師認為，消費者可以依自己

的需要選取不同的功能，才能配合拍照的情境，拍出最清晰的照片。 

4.3.3比較使用者與工程師對「相機」之科技意會落差 

使用者要拍出「好照片」紀錄並分享，因此期望快門要快、自拍要美、最好

還要內建軟體方便調校與美肌。工程師也想要開發出能幫使用者拍出「好照片」

的相機，然而他們認為「細節清楚」的照片，就是一張好照片。為了拍出「細節

清楚」的照片，要把相機模組的規格做到極致，並開發出特殊的演算法 PixelMaster

感光技術，使夜拍及陰影處能更清楚；甚至想出有別於他人用前鏡頭自拍，研發

出用後鏡頭自拍模式，並搭配自動偵測人臉與倒數讀秒的軟體。 

顯然使用者與工程師對於「好照片」的定義不太一致。工程師基於他的技

術專業，再次從硬體規格切入，並配合開發相關使用軟體，以期能讓消費者拍出

「好照片」。或許這些硬體軟體的設計，的確是拍出「好照片」的一些元素，但

似乎與使用者心目中的「好照片」隔了層紗，不那麼直接。 

4.4 「人機介面與外觀設計」為智慧型手機的第一印象 

4.4.1使用者要「直覺使用、代表個人」 

消費者對於外觀與介面設計，有什麼看法，以下一樣分三個部分進行說明。 

(1) 設計感及品牌：智慧型手機已經成為使用者的貼身用品，代表著個人的

品味與喜好。外觀設計一直是使用者購買智慧型手機的關鍵因素，而賣得好的手

機，其外觀設計一定有迷人之處，吸引欣賞它的消費者購買。像是蘋果的設計採

極簡風，htc蝴蝶機首用鮮明的配色，小米的紅米機也是以色彩做為訴求，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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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獨特的方正設計等。一位使用者看到為什麼他要把剛買來的華碩手機送出

去： 

「我覺得 Zenfone 的金屬質感及顏色都滿漂亮的，尤其是下面這塊金屬

同心圓設計，看起來就很高級；我想要支持本土品牌，所以就買了一隻

Zenfone 5，使用上也很順手。但是工作上大家都用 iPhone, 我又換回

iPhone,  Zenfone 送給爸爸使用，這是他第一支智慧手機，他用得很開

心，還天天跟我 LINE 呢!」 

美感是屬於個人的感覺，每個人對於美及設計感，皆有不同的解讀。華碩

Zenfone 的金屬質感及同心圓設計，也有其愛好者。但是只有好的設計似乎還不

夠，設計與品牌是相輔相成的。若沒有品牌加持，再好的設計也很難彰顯其價值；

反之，有時候大家覺得不怎麼樣的設計，卻因為是某品牌出品而身價不凡，就算

很多人不怎麼喜歡，卻也沒有人敢說那個設計不怎麼樣。另一方面，手機的品牌

也象徵了個人的品味與地位。類似背景或是同一生活圈的使用者，他們的手機品

牌相似度非常高。 一位使用者談到手機在朋友之間的社會認同感： 

「我選擇手機時除了看價格、性能、功能，手機本身好不好看、順不順

眼也很重要，因為手機代表我的品味；我用什麼品牌的手機，也關乎到

朋友怎麼看我的品味。華碩 Zenfone 設計感不錯，性價比很高，但是我

的朋友都用 iPhone, 或是萬元以上的旗艦機種，我從 htc 蝴蝶機換成

Zenfone時，大家覺得我很奇怪。」 

另一位使用者選擇手機的時候似乎有同儕的壓力，他說到：「我的朋友們都

是用 Samsung手機，我也是用 Samsung, 我覺得不錯。下次換手機，我應該還是

會用 Samsung的，習慣了嘛! 」華碩 Zenfone 設計感不錯，也得了國際設計大獎；

然而，華碩品牌象徵什麼？Zenfone 的定位又是什麼呢？在訪談的過程中，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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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使用者提問，為什麼 Zenfone 要取名叫 Zenfone 呢？ Zen 的意義又是甚麼？ 

Zen聽起來好像很老派，與 Zenfone這樣有設計感的手機似乎不太符合。設計與

品牌是唇齒相依的。 

 (2) 介面與個人化：除了產品外觀，第二個和使用者接觸的部分就是介面。

介面好不好看，影響到使用者的第一印象；介面好不好用，直接影響他們的使用

經驗。，使用者除了會幫手機裝上各式各樣有趣的機殼外，也會將個性化的圖片

當成手機桌布，或是更換自己喜歡的應用軟體小圖示(icon)，來展現自我風格。

一位使用者提到他是怎麼樣客製化手機的桌面，他喜歡多采多姿的畫面： 

「我常常會隨著心情更換桌面圖片，有時候我會下載一些漂亮的桌面圖

片，有時候我會換上自己拍的照片。另外，我很喜歡 Line Deco 這個應

用軟體，它可以客製化手機的介面及軟體小圖示，讓我的手機與眾不同。」 

另一位使用者這是比較喜歡簡單的設計，過於豐富的介面反而不是他喜歡

的： 

「我個人是喜歡簡潔的 icon。一般手機介面設計的都太多顏色了，很雜

亂，我覺得太多色彩的介面及圖示很幼稚。我最欣賞的是 Prada 幫 LG 

設計的應用軟體小圖示(icon)，黑白兩色配上簡潔的線條，是我認為最

經典、設計感最好的介面圖示。另外，我也不喜歡我的桌面有一大堆的

icon，只需要最基本、最常用的就好，其他的有需要在叫出應用程式即

可」 

不同的使用者對於使用介面有不同的喜好與要求。第一位使用者喜歡可愛多

變的風格，所以 LINE Deco 符合他的口味；然而第二位使用者喜歡簡潔的使用

介面，不只是對於應用軟體圖示有其偏好，對於桌面上要出線多少個圖示(icon)

也很有想法。兩者之間唯一的共通性就是，使用介面要有個性，要自己看得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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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得順手。不管工程師給他各式各樣個選擇，最終是使用者要自己調出一個屬

於自己的介面。介面不是由開發者(工程師)設計好了就沒事了，最重要的是要讓

使用者能夠輕易簡便的進行「介面個人化。」 

 

圖 4-16 Line Deco 應用軟體實際圖 

圖 4-16 顯示 Line Deco 應用軟體的各種選擇。使用者選定主題後，除了背

景變更為自己喜愛的樣式，連主要應用程式小圖示(icon)也會隨之改變。但缺點

是，站記憶體容量，且應用程式小圖示也只有幾個主要的功能如打電話、簡訊、

時鐘等會隨之改變，若是自己下載的其他應用程式，還是原本的樣式無法搭配。 

(3) 直覺才是好用：首次購買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難免會對這樣的科技產

品有陌生感，年紀稍長的首購使用者，在找不到需要的功能時，甚至會有恐懼感 。

已經有智慧型手機使用經驗的換機使用者，會受到過去使用習慣的影響，而覺得

新手機不好用。因此，當使用者開啟新的手機操作時，使用介面是否直覺、容易

操作，立刻讓使用者產生了第一印象。若是不能直覺地找到他想要使用的功能，

就算經過一段時間的熟悉，使用者仍然會覺得手機介面設計不好。一位使用者提

到他操作上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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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使用 Zenfone，最令我沮喪的是找不到截圖(Print Screen) 的功

能，上網查詢後，發現要同時壓住電源鍵及音量下鍵。老實說，這非常

不好施力！你必須同時用雙手，才有辦法儲存螢幕畫面。後來才發現還

有第二種設定方式，是到『華碩個人化設定』中，設定長按右下方的鍵

就可截圖。但很不好找到設定的地方。」 

每支手機的構造不同，截圖時要按什麼按鍵也大不相同，的確令使用者感到

困惑。截圖已經是一個很基本的使用功能，介面設計應該要能夠讓使用者直覺地

找到該功能，且操作要容易方便。另一位使用者抱怨華碩設計出來的功能，認為

跟平常拍照片的行為完全違背： 

「Zenfone 最令我感到困惑的是相機自拍功能，不像我們習慣的自拍功

能，可以從螢幕中看到自己的表情，或是團體自拍時，大家的臉是否都

在螢幕內；Zenfone 出場設定的自拍是反過來用的，看似很先進，會自

動偵測有幾個人要自拍，但看不到自己的表情及姿勢美不美，怎麼叫自

拍呢？ 我還要多一道手續把鏡頭轉回來才能拍，很奇怪! 」 

個人自拍時使用者最在意的是自己的表情、姿勢、服裝儀容是否有整理妥當，

團體自拍時最在意朋友們是否都有入鏡。因此，前鏡頭加上螢幕不只是相機的功

能，還有充當鏡子的目的。華碩工程師為了讓使用者享用高畫素的後鏡頭拍自拍

照，但卻忽略了使用者對於「鏡子」的重視程度；因此，雖然設計了一個很厲害

的功能，用高畫素的後鏡頭自拍，並配合自動偵測人臉數倒數讀秒拍照，對使用

者而言卻成為一個不夠直覺的自拍功能。 

4.4.2工程師認為「多彩設計方便管理」 

在人機界面的方面，華碩工程師特別引以為傲的有三個設計重點：外觀設計、

操作介面設計以及小工具。工程師認為這三項設計都是根據使用者的喜好調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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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推出這些設計完全是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使得平價的手機卻能夠擁有高品質

的感覺，絕對不會輸給高價格的智慧型手機。 

(1) 獲得設計大獎的外觀設計：華碩從 2000年正式成立工業設計部門以來，

不斷磨練其設計及工藝能力，多次贏得國際設計大獎包括德國的 iF Award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國際設計論壇大獎)，Red Dot Award (紅點設計

大獎)，及日本 G-Mark Award (Good Design Award)。華碩 Zenbook 超輕薄筆記型

電腦於 2011 年上市時，便挑戰當時難以突破的工法，設計同心圓髮絲紋金屬材

質的筆記型電腦背蓋。而同心圓也成為華碩「Zen」的設計語彙（圖 4-17）。 

 

圖 4-17同心圓設計 

華碩設計師介紹這次 Zenfone的外觀設計理念： 

「Zenfone外型簡約大方，同心圓金屬鋁板，使用航太等級鋁合金材質，

透過 0.13 毫米鑽石切割研磨技術，七道製程的金屬鍍膜技術，賦予銘

板表面細膩的光澤，同時提供最好的保護。同心圓下巴與按鈕的細節設

計，傳達華碩工藝精神。完美比例調製的特殊塗料，搭配精密塗佈技術，

展現出如陶瓷般的質感。Zenfone極致輕薄的 5.5mm 側壁設計，是設計

團隊經過上百次原型試做後得到的最佳黃金比例。我們特別設計可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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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蓋，使用者可依心情變換手機色彩。」 

(2) ZenUI 多彩使用介面：原創的設計介面，與 Android 原廠設計不同，希

望讓使用者在使用的過程中，感受到與眾不同的感覺，直覺化的設計也使得使用

者用起來更加方便，步驟劇減更省時間（參見圖 4-18）。一位華碩軟體工程師興

奮地解釋： 

「我們獨家設計的 ZenUI 介面讓手機畫面更有設計感、內建應用軟體

多彩，讓你一眼就能識別不同應用。包裝彩盒，外觀設計，到螢幕鎖定

與桌布的設計，由外而內色彩搭配一致，用心在每個設計細節。」 

 

圖 4-18 Zenfone 的人機操作介面設計 

(3)多樣化的小工具：「What’s Next」幫使用者管理與新增行程、倒數計時提

醒下一個約會、顯示已取消的事件、優先提醒 VIP 聯絡人來電與生日等，甚至

透過人工智能來學習你的常態行程。「Do It Later」可以與手機內建應用程式無縫

串連。當使用者在通話、訊息、閱讀等不同事務間忙碌時，可以隨時將影片、網

頁、郵件、來電放入「Do It Later」這個應用程式中，有空再處理，再也不必擔

心被龐大資訊淹沒而忘了待辦事項（參見圖 4-19）。 



 

76 

 

圖 4-19 What’s Next 和 Do It Later 

「ASUS ZenLink」讓你傳遞資料更加方便，包括 PC Link、Share Link、Remote 

Link、Party Link。華碩設計師關心，用什麼樣的設計與工法，能將細緻的工藝

精神展現於外觀設計。工程師認為，多彩的介面設計，能協助管理各式各樣的應

用，並自行開發各種小工具軟體，方便使用者。設計師執著與產品設計的本質，

不斷思考要挑戰什麼工法，才能展現工藝設計的功力與精神。軟體工程師設計各

種小工具、小軟體、甚至用色彩來管理使用介面，他們認為這樣貼心的設計可以

方便消費者使用。 

4.4.3比較使用者與工程師對「人機」之科技意會落差 

使用者希望手機的人機介面要「直覺」，而手機本身要能「代表個人」，這點

也關乎手機的品牌定位，及該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感知價值。工程師認知到「代

表個人」這點，因此除了精心打造工藝設計的外觀，也讓使用者能夠隨著自己的

心情輕鬆更換不同顏色的外殼。然而，工程師過度著墨於工藝設計地介紹，卻鮮

少提到可以換殼這個功能。 

在人機介面上，工程師設計了多彩的軟體介面，並內建各種好用的管理小工

具，他們認為這樣的設計，可以幫助使用者共容易管理他的智慧型手機，也更容

易管理自己的生活。但是，這些工程師認為方便、貼心、好用的人機介面與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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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消費者似乎不瞭解，甚至因為不夠直覺，根本沒有察覺到這些介面功能與

軟體。由此可見工程師與使用者對於「人機」及外觀設計之意會落差。 

4.5造成意會落差的原因 

從主機、相機、人機介面三個構面對比分析中發現，工程師並非沒有真正看

到使用者的需求。工程師也想帶給使用者更好的體驗，然而工程師與使用者對於

智慧型手機之科技意會，存在著認知落差。工程師費盡心力、挑戰硬體規格極限，

設計出各種優異的功能。使用者卻冷冷地回應，認為沒有對到他們的「胃口」。

就好像是一個年輕人買了一大束鮮花，熱情地追求一位窈窕淑女，淑女卻冷冷地

說，她對鮮花過敏。 

這樣的問題乍看之下好像只是工程師誤會了使用者的需求，只要工程師不斷

的去拜訪使用者，多做溝通便可以減少這一類的誤會。但其實不然，這樣的誤會

存在於雙方之間對於一些基本的假設，有完全不同的認知。而且，由於這樣的認

知使得工程師無論花費再多力氣也無法理解使用者的需求。這是一種認知框架的

問題，也就是工程師對於技術性問題的理解存在著某一種框架，而無法理解這個

框架以外的知識。更嚴重的是，因為工程師被這樣的技術思維「框」住了，也因

此被這樣的思考模式給綁「架」了。 

如果進一步探究使用者與工程師之間的科技意會落差，可以發現工程師的兩

類思考盲點。其一，工程師的認知罩上了一層魔咒，讓他聽而不聞；其二，工程

師高估了使用者脈絡。以下兩個小節分別探討這兩個思考盲點之內涵。 

4.5.1思考盲點一：工程師認知魔咒，讓人聽而不聞 

華碩由最高管理階層一直到最前線研發工程師，都是具有很強的技術背景。

華碩電腦過去的成功也都是依靠著這樣的技術能力，使得他們能夠在特定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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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之下控制成本，有效掌握供應鏈。不過，這樣的技術能力卻使得華碩電腦由

上到下都是用技術腦在思考。儘管公司舉辦過許多使用者的分析，但是這些分析

只不過是工程師為了驗證技術上的功能。工程師對於使用者的需求並非不關心；

透過使用者，工程師只是想知道還有哪些技術功能需要被加進去。 

對於使用者在應用上強烈的需求，工程師的認知似乎蒙上了一層謎霧，讓他

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根據訪談，可以推測工程師的認知問題可能是來自於過

去經驗的制約，進而造成思考的盲點。這樣的盲點在工程師的社群中並非不知道，

只不過能夠反思的工程師在整個企業中還是占少部分。許多工程師稱這樣的現象

為「技術魔咒」。由於在華碩電腦中有強烈的技術階層，許多基層工程師的想法

無法越級報告，這樣的技術魔咒就難以被高階層主管所重視。 

這樣的技術魔咒可以分為三點來討論。 

(1) 摩爾定律與「微特爾」的速度魔咒：戈登摩爾是英特爾創始人之一，他

於一份 1975年發表的論文中提出，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 24

個月會增加一倍；後有一說，是每 18個月增加一倍1。廠商不斷精進製程技術，

約每隔一年半會推將技術向前推進一世代，成本可降低五成。因此，不斷超越目

前的硬體規格，追求更高的硬體性能，是過去三十多年資訊業所追求的目標與工

作型態。這個對技術不斷超越的崇拜，隱藏著每一個優秀工程師的心中。 

華碩早期開始做 486主機板時，藉著技術實力解決了英特爾主機板的故障問

題，因此成為英特爾研發夥伴，得以優先取得最新微處理器規格，並優先拿到雛

型版本進行研發，甚至幫忙除錯。另一個資訊業的巨擘微軟，幾乎壟斷了個人電

腦作業系統的市場，所有的廠商包括華碩，都必須遵循微軟的軟體規格。英特爾

與微軟兩大巨頭，簡稱「微特爾 Wintel」也受到摩爾定律的影響，不斷追求成本

                                                      

1 Moore, Gordon. “Progress in Digital Integrated Electronics” IEEE, IEDM Tech Digest (1975) 

p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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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便宜、但硬體規格更高、軟體功能更強大的解決方案。 

過去二十多年的合作經驗，華碩早已習慣基於英特爾及微軟制定的規格標準，

進行主機板與筆記型電腦的開發，並在相容性及穩定度上創造出更多的價值。英

特爾與微軟過去只要推出新一代的技術，規格一代高過一代，消費者毫不思索地

買帳；華碩也在這樣的氛圍下，不斷追求更高的規格，更低的成本，落入摩爾定

律與「微特爾」束縛。 

摩爾定律與「微特爾」束縛，使得追求更高規格與更低廉的成本，成為一種

慣性，也成為廠商的終極目標。華碩工程師雖然試著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但卻受

到慣性的制約，使得提出的解決方案通常都落在規格與成本的選項中。華碩工程

師說明 Zenfone的設計理念時提到: 

「Zenfone搭載英特爾 Atom Z2580 2GHz CPU，是雙核心、四執行緒的

高效能中央處理器，這個 CPU 的表現遠遠優於採用聯發科 MT6589T 

1.5GHz 中央處理器的紅米手機。雖然其他競品大多採用高通或聯發科

的處理器，但我們決定和英特爾配合，因為其硬體效能較優，在 200

元美金價位帶的智慧型手機中，我們提供給消費者最高的價值。」 

 (2) 代工與通路品牌的成功魔咒：華碩早期經營主機板及筆記型電腦代工

事業。客戶是個人電腦的品牌大廠，華碩不需要直接面對終端客戶，也就是使用

者。代工廠商的工作目標，是在品牌大廠開出的硬體規格與成本範圍之內，將成

品製造出來。然而，代工廠並不需要了解為什麼品牌廠要開這樣的規格、這樣的

價格帶，代工廠通常也沒有興趣了解消費者到底是為什麼要買這樣的產品，買回

去怎麼使用。 

而後，華碩經營主機板品牌。掛著華碩品牌的主機板，有一部分是賣給自行

組裝電腦的終端消費者，大部分是賣給中小型個人電腦組裝廠商。他們買進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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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及其他零組件如中央處理器、記憶體、硬碟、電源、機殼等，再組裝成為個人

電腦，販售給終端消費者。華碩的筆記型電腦透過大型零售業者，或是代理商及

中小型經銷商販售。這些通路商亦非使用者，而是中間商，以銷售產品獲取利潤

為目標的企業客戶。要獲得這些通路廠商的青睞，重點是要能讓他們獲利；因此，

差異化的硬體規格及利潤空間，才能讓華碩的產品從競品中脫引而出。 

「Best Buy是美國非常重要的大型通路商。我們要將電腦賣進 Best Buy

通路必須通過他們的價值方程式(Value Equation)檢驗。價值方程式是他

們衡量是否要採購該產品的指標，過不了這關，產品就無法上架。Best 

Buy 的採購人員會一一計算每個零組件能帶給消費者多少價值，將每個

價值金額加總，算出這個產品的消費者總價值。至於每一個零件為何值

那個金額的消費者價值，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只能盡量在規格上做

產品差異化，例如我們的店競(Gaming)筆電，就銷售得不錯。」 

品牌大廠及通路商才是面對終端客戶與使用者的單位，華碩靠著技術能力及

供應鏈管理能力，用硬體規格做差異化，用成本控制帶給直接客戶利潤，同時確

保自身的獲利能力，因此得以成功經營代工與通路品牌事業。代工與通路品牌事

業的成功，讓華碩對代工與通路客戶的了解，多過於對消費者的了解；對規格與

成本的掌握度，大過於對消費者價值的掌握度。這對於工程師又是另外一種慣性。

已經習慣根據企業客戶的硬體規格來進行研發與生產，讓華碩漸漸失去對使用者

端的理解。當所有工程師心中所想的都只是硬體規格，整個公司也都是以技術掛

帥，這樣的魔咒便使得工程師不會（也不想）去思考使用者在手機運用情境時會

遭遇到的困難。 

(3) 工程師的驕傲魔咒：工程師起家的華碩，珍視研發人員的價值。在 2008

年分割代工事業時，仍保留了相當規模的研發團隊在品牌事業下。過去二十多年，

華碩的工業設計能力、筆記型電腦研發、EeePC 破壞式創新、變形平板的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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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歸功於工程師的好奇心及勇於實驗的特質。一次次的實驗、創新，成功帶領

公司進入到新的領域，成為一種正向循環，也成為華碩工程師的驕傲。在華碩文

化中，工程師的地位崇高，凌駕於其他功能別部門。華碩的業務人員，名片上印

的頭銜是「業務工程師」，行銷人員的頭銜是「行銷工程師」，由此可略知一斑。 

工程師不斷探索後 PC 時代消費者的需求及聲音，仍然繼續一次次的實驗。

然而，工程師的解決方案，必須量化、科學、理性，必須由一個個規格的再精進

堆砌而成。遇到抽象的、難以量化的品牌、行銷、消費者體驗等議題，工程師們

還是要轉換成具體的目標。在工程師至上及技術導向的文化中，工程師的偏執及

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似乎成為華碩在面對消費者議題時的唯一方法論。也是魔

咒形成的第三個原因。談到 Zenfone的消費者體驗，工程師說： 

「使用者只要有好的產品體驗，就會對品牌留下好印象；我們在設計

Zenfone 時非常注意每一個小細節，為了帶給消費者最好的體驗，搶攻

消費者的心佔率。我們特別從美、聲、觸、感四個方面檢視使用者經驗

的完美程度。 

從這四個向面，再往下展開硬體規格，例如選用 IPS HD 1280x800 高解

析度螢幕、康寧大猩猩第三代螢幕玻璃、全貼合螢幕解決方案搭配

TruVivid 技術、獨家 SonicMaster聲籟技術、60毫秒的螢幕反應時間、

防指紋滑順塗料以降低 25%的摩擦力等，無一不是要確保消費者最佳的

經驗。」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不管使用者的需求是什麼，工程師都會用硬體規格

來思考需求。把使用者的需求簡化為硬體規格，讓工程師覺得可以控制這樣的問

題，也因此就忽略了使用者在運用脈絡時所遭遇的痛點。像是英國文學名著《傲

慢與偏見》小說中所言，「對一個人有成見之後，便無法公正判斷事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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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如此，誰都免不了會因為自認擁有了某項特質而自命不凡。」工程師兢兢業

業的學習各種科技，讓他們擁有了自以為傲的技術能力。然而，也就是這樣令人

驕傲的能力，是的工程師自命不凡，讓使用者的意見在工程師理解之後都變成了

技術「成見」。 

4.5.2思考盲點二：使用者脈絡，工程師總高估 

工程師總是非常理性的認為，消費者也是理性的。工程師認為消費者需要知

道所有規格的細節，他們會比較數據，他們會精打細算付出去的每一毛錢有沒有

對等的價值。我們聽聽使用者怎麼說： 

「產品銷售的對象，有一種是銷售給發燒友，另一種是消費給普通大眾。

無論咖啡、紅酒、樂器、音響、電腦、手機都是這樣。發燒友對於這些

具體的細節非常敏感，他們很理性的去比較。比如說樂器，他會比較音

質的差異，但是普通人是聽不出來的。但其實發燒友是銷售對象很小的

一部分。那麼大眾最關心的是什麼呢？是要他最能感覺到的東西，一種

呢是價格，一種呢是感覺。之於手機，我是個普通的大眾，我不懂或不

能判斷的事情，我就從眾，別人用什麼我用什麼。我的朋友很多人買

iPhone，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買 iPhone，其實裡面的功能，我最多只

用到百分之一，但大家都買了我也去買。」 

消費者承認自己不懂這些技術規格，自己也知道常常花了錢買了一堆規格，

自己大概也不會用到。承認自己不懂這些深奧的規格，那麼要買東西，常常就是

看朋友們買什麼，也就跟著買什麼。真的很懂技術規格，理性思考，分析判斷後

才購買的人，畢竟是少數。手機有時候並不只是一種功能性的產品，也是在社群

中歸屬感的象徵。一位使用者解釋： 

「我的朋友大多都拿三星手機，本來我以為 iPhone6出了很多人就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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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不多，因為三星就代表了那個形象，把他跟他身邊的朋友連在一

起。就像小米就是賣給屌絲的，米粉追求的是性價比，可以參與公司的

營銷，參與手機的設計。米粉要的是歸屬感，是這個族群裡的一份子。」 

消費者對規格的敏感度不高，但對智慧型手機是否帶給他歸屬感的敏感度非

常高。歸屬感、參與感都是無形的一種氛圍及心理狀態。工程師聚焦於具象的規

格價格，但卻低估了這些無形的氛圍與感覺所帶來的影響力。使用者想要知道他

買到的手機背後有什麼樣的核心價值，這種對價值得看重似乎不低於對功能的關

注： 

「買手機時，我比較的不是技術。對我而言，技術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關鍵是在於，你到底是要賣什麼東西？Zen（禪）到底是什麼？Zen 帶

給客戶的品牌核心價值、核心的理念、核心的感受是什麼？我覺得這才

是我想知道的。」 

工程師認真努力的介紹主機、相機、人機設計上的各種特異功能，用數據證

明手機性能效能的表現，卻忽略了最基本的一件事，那就是 Zen 到底代表了什麼

意義？ Zen 帶給使用者什麼樣的生活態度？使用者並非不關心規格，不介意價

格，但除了規格與價格外，價值與意義才是取得他認同的關鍵。  

總而言之，工程師基於他的經驗、背景、與慣性，高估了使用者對於規格、

價格等理性訴求的判斷力，卻又低估了品牌、理念、歸屬感等感性訴求之於使用

者的影響力。再加上工程師因為摩爾定律與「微特爾」束縛、代工與通路品牌成

功的毒蘋果、及工程師的偏執與驕傲所形成的認知魔咒，造成意會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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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分為三個小節，首先分析本研究在觀念上的貢獻，其次在說明本案例對

企業的貢獻，最後點出本研究現階段尚需要改進的地方。本章將有思維的落差來

分析科技意會所可能產生的衝突，以及這樣的衝突所能點出對使用者創新文獻的

貢獻。 

5.1 學術意涵 

本研究指出使用者創新理論，若只是探討如何從使用者身上找創新的靈感，

並沒有辦法真正落實創新，落實創新必須仰賴開發人員的科技意會。了解開發人

員與使用者科技意會的落差，才有機會找到創新的點子並加以實現。使用者創新

理論強調找到領先使用者，因為他們有創意與前瞻的視野，能夠帶給廠商創新的

點子。但領先使用者畢竟是所有使用者的極少數，他們的科技意會，與一般使用

者的科技意會不甚相同。 

一般使用者的科技意會，通常是從使用經驗及使用情境中而來。聚焦於領先

使用者的使用者創新的研究，忽略了一般使用者的科技意會，也忽略了使用者與

開發者間意會的落差。以下從看到使用者脈絡的洞見、理解科技意會的落差及意

會落差如何帶來創新三個觀點分析。 

5.1.1 理解使用者創新的思考盲點 

每個使用者對科技的熟悉與理解程度皆不相同，再加上不同的生活型態，與

不同的使用經驗，因此會產生不同的科技意會。談使用者創新，首先必須深入了

解使用者脈絡。以智慧型手機為例，有從 PDA 時代就一路使用行動裝置至今的

智慧型手機老手，有主要以商務用途為主的使用者，有年輕族群的使用者，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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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第一次購買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背景經驗差異及使用的情境不同，造成

使用者對於智慧型手機的有不同的需求。 

過去使用者創新，強調從領先使用者找到創新靈感。但若只是聚焦領先使用

者，而不去了解其他各種不同類型的使用者，猶如以管窺天，難以看到使用者脈

絡的全貌。充分理解使用者脈絡，才有機會解讀出洞見，而成為淬鍊出創新的點

子。思維框架理論探討使用者與技術人員的互動與衝突。技術人員基於他們的專

業，想為企業導入具前瞻性、能使組織工作效率提高的應用軟體；他們單純的認

為，只要軟體的技術領先、功能強大、能夠增進使用者的工作效率，使用者就能

得到利益，也就會欣然採納新科技(Davidson, 2002; Orlikowski & Gash, 1994; 

Schön & Rein, 1994)。這是技術人員的科技意會。 

然而，對使用這些軟體的顧問而言，他們只看到原本的工作習慣必須改變，

例如原本用手寫的工作備忘錄要改成輸入電腦系統；工作流程變複雜了，還要花

很多時間學習新軟體，他們也不想花時間學習。使用者完全不理解這個所謂「前

瞻性的軟體」能帶給他們什麼好處。思維框架理論說明技術人員及使用者原本就

擁有不同的專業背景，有著不同的思維框架，因此對於導入新技術、新軟體的認

知有極大的落差。思維框架理論突顯了技術人員及使用者間「雞同鴨講」的狀況，

但是卻沒有研究解決兩者「雞同鴨講」的方法。也就是解決思維落差的方法。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是不為，而是不能。思維框架制約了技術人員對於

科技的理解，因此他們雖然看見使用者的痛，卻給錯解藥，聽到使用者的悲鳴，

卻用錯安慰的方式。若要解決思維框架的制約，首先必須探討造成制約的因素，

才有機會彌補使用者及技術人員間的思維落差，而後創新。思維框架理論僅突顯

了不同立場人員的思維落差，但並未研究解決思維落差的方法。 

5.1.2 點出組織學習議題 

分析意會落差同時也點出了組織學習的議題。一個組織當失去學習能力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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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便無法理解自己犯了什麼錯誤，更加難以及時更正自己的錯誤。在這種狀況

下，組織會不斷地犯錯，最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組織不能學習的原因有很多種，

有的是因為次文化相互的衝突(Argyris, 1977)，有的是因為組織內政治角力相互

的牽制(Edmondson, 2002)，有的是因為組織成員看不見系統整體的運作(Forrester, 

1994; Morecroft, 1988; Senge, 1990)，有的是因為理性上線使得決策一直犯錯

(March, 1978)。 

本研究點出了組織學習的另一個面向：由於認知上的障礙使得企業失去了學

習的能力。更具體地說，是因為研發單位失去了向使用者學習的能力。意會落差

問題初步看起來好像只是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不能溝通，但是如果更深一步探討，

我們會發現更嚴重的問題是：一個企業失去了學習的能力，因為負責創新的工程

師失去了跟使用者學習的能力。我們要特別小心，在面對這樣問題的時候，過度

簡化問題，而把解決方案也簡化了。 

5.1.3 落差分析找出創新來源 

本研究所點出的意會落差突顯了工程師的次文化如何影響對使用者需求的

理解。意會落差也點出了工程師在心靈上的頑固，因而造成的思考的盲點。這對

於使用者創新有重大的啟發。過去在分析使用者創新的時候，往往注意到的都是

運用不同的工具去手機使用者的需求，或者運用不同的手法去讓使用者參與研發

過程，像是建立使用者社群，或是提供各種不同的獎勵機制讓使用者樂於貢獻他

們的想法(Baldwin et al., 2006; Hienerth, 1987; von Hippel & Katz, 2002)。 

是我們卻很少去挑戰這些研究背後的假設。難道開發者真的能夠理解使用者

的需求嗎？這個問題並不是探討使用者的需求非常的複雜，需要運用各種不同的

方法與工具去收集，而是我們往往忽略了開發者本身可能具備這某些背景，像是

某些專業知識的訓練，使得他們根本「聽不懂」使用者要什麼。日本設計師原研

哉便提到，設計師需要傾聽使用者的「悲鳴之聲」。他可以強調使用者苦苦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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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告訴設計師他們的需求，但是設計師總是充耳不聞使用者的悲鳴之聲。

為什麼設計師聽見了使用者的需求，卻還是像聾子一般？ 

使用者創新文獻所缺乏的就是去理解為什麼開發者無法進入使用者的世界。

在本研究中點出，讓工程師去瞭解使用者到底在想什麼，他們真正需要什麼，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分析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的意會落差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認知

疆界的重要性，而且這也正是使用者創新文獻最缺乏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下手

的話，我們所要分析的就不是使用者需要什麼，而是為什麼工程師聽不懂使用者

需要什麼。 

這個問題在其他行業也常常發生，例如藝術家拍出具有深度的電影，但是對

一般觀眾而言卻是曲高和寡。如何把一個藝術作品從新的解讀與詮釋，讓一般讀

者也能夠理解，這樣的問題其實根本研究所探討的工程師議題也是一樣的。又例

如，故宮博物院要把古文物以及國寶展示給觀眾看，但是策展的方式往往過於僵

化，也過於學術，讓一般觀眾只能走馬看花，而無法由國寶之中學習歷史的脈絡

以及過往的智慧。這些問題跟本研究的手機意會落差是相似的，都在試著突破認

知上的障礙(Bijker, Hughes, & Pinch, 1987; Fulk, 1993; Lin & Silva, 2005)。把重心

有使用者轉移到開發者，是本研究對使用者創新文獻的一項貢獻。 

5.2實務啟示 

本研究實務上的啟示共分為四部份。第一，工程師的啟發，提醒工程師要誠

實面對思維框架及思考盲點，才能真正聽懂使用者的悲鳴之聲，而後創新。第二，

研發主管必須要扮演教練的角色，協助工程師從魔咒中甦醒，並且放下身段學習

與消費者相關的新能力，才能從彌補工程師與使用者的落差過程中產生創新的點

子。第三，創新的啟發，不應該只著墨於「硬規格」，而應該強化品牌經驗與使

用者經驗等「軟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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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工程師的啟發：傾聽悲鳴之聲 

職業運動選手在他專精的運動項目上，不斷挑戰更高的目標、挑戰自我的極

限，專注於將自己的每一寸肌肉充分施展，確保每一個動作做到完美。工程師的

行為與職業運動選手很相似，在他擅長的研發領域裡，想辦法突破目前技術的限

制，挑戰硬體的極限，追求每一個硬體細節的完美。挑戰愈是困難，工程師卻愈

是投入，沉溺於克服挑戰所帶來的成就感。 

當工程師不顧一切地專注於挑戰技術規格，就很容易忽略身旁的事物，因此

就算使用者發出悲鳴之聲，工程師卻聽而不聞。有個有趣的實驗「看不見的大猩

猩(The Invisible Gorilla)」，恰巧可以說明這樣的現象。紐約聯合學院的查布利斯

(Christopher Chabris) 及伊利諾大學的西蒙斯(Daniel Simons)在哈佛大學時期做

了一個實驗，找三個穿白色衣服及三個穿黑衣服的人互相傳球。受試者的任務是

數算影片中白衣人互相傳了幾次球，而無須理會黑衣人傳了幾次球。實驗進行了

三十秒鐘之後，有一位裝扮成大猩猩模樣的人從鏡頭的右側，走到傳球者的中間，

面對鏡頭招招手、扭扭身體、停留數秒後，再從左側走出鏡頭。超過一半以上的

受試者，因為專注於數算白衣人的傳球次數，完全沒有看到曾經有一隻大猩猩參

與了這個活動。有部分的受試者看到了大猩猩，但卻沒有注意牠到底做了什麼。

這個實驗說明了人的專注力是有限的，當我們過於專注一件事，就會對近在眼前

的其他事情不夠關注，形成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狀況。 

工程師的思維框架，讓他們只會以技術與規格，來解決使用者的悲鳴之聲，

他們無法解讀使用者無形與感性的需求。例如，使用者希望拍出美美的照片，工

程師便將相機模組規格調高、以演算法設計調教軟體讓夜拍細節清楚；使用者喜

歡自拍，工程師設計人臉偵測及倒數讀秒軟體，讓使用者可以用高畫素的後鏡頭

拍攝出解析度更好的照片。這些基於技術規格的解決方案，能理性解決使用者拍

照品質的問題，卻無法滿足使用者感性與歸屬感的需求，例如拍照片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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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和朋友分享、用來經營人際關係。 

工程師唯有面對思維框架及盲點存在的這個事實，才能跳脫框架，避開盲點。

唯有誠實面對自己的不足，才會有好奇心探究使用者悲鳴之聲的真因，了解使用

者真正的需求，進而創新產品。 

5.2.2 研發主管的啟發：破除三大魔咒 

優秀的運動員會不斷挑戰自己體能的極限，以追求更好的成績，但可能會因

為過度訓練、或訓練不當而適得其反。教練不只是要鼓舞運動員追求更高的目標，

更重要的角色是幫助運動員了解自己的盲點與缺點，加以鍛鍊。挑戰並克服現有

技術的限制，帶給工程師極大的成就感，當成就感凌駕於一切之上，會讓一群工

程師形成集體的盲點而不自知。研發主管就像是職業運動員的教練，必須協助工

程師了解自己的盲點與弱點，安排不同向面的訓練與鍛鍊，才能真正超越自我的

極限。 

要破除前述工程師認知的魔咒，首先要認清大環境的改變。英特爾與微軟雖

然仍是資訊產業的龍頭廠商，但「微特爾」的主導力已經大不如前。高通與聯發

科等以 ARM 架構為主的廠商，已經取得行動通訊裝置中央處理器與晶片組的領

導地位，英特爾反而成為行動通訊領域中的小蝦米；個人電腦時代壟斷作業系統

的微軟，也在行動通訊時代吃鱉，智慧型手機的作業系統以蘋果的 iOS 及 Google

主導的安卓(Android)作業系統為首，幾乎不見微軟行動版作業系統(Windows 

Mobile)的蹤影。當上游廠商不再給予制式的規格書，研發主管必須協助工程師

面對環境的改變，提升自主開發及訂定規格的能力。 

此外，邁向品牌之路，代工客戶與通路商不再是守門員，沒有守門員為產品

的規格、價格、與價值把關，企業必須直接面對消費者與使用者。工程師必須從

過去的偏執與驕傲中甦醒，學習消費者心理與行為，學習除了理性規格之外的感

性訴求。研發主管扮演了教練這個重要的角色，要將工程師的弱點補強，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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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使用者間的落差彌補起來，因而產生創新的點子。 

5.2.3 創新的啟發：禪風要如何贏小米？ 

小米首先推出平價手機，引領風潮。華碩推出 Zenfone，期望不只帶給消費

者平價的選擇，還要在平價的基礎上帶給使用者超乎預期的價值。Zenfone 的硬

規格，包括硬體規格、作業系統與介面、應用程式及相關輔助軟體等，的確花了

很多心思，畢竟華碩的技術研發實力與供應鏈管理能力皆優於小米。但若是比較

軟規格(並非軟體規格)，而是感性訴求的規格，小米的「參與感」、與用戶做朋

友、粉絲經營、用戶在哪服務就做到哪，已經超越大部分資訊產業硬體廠商的能

力。 

在消費者至上的時代，資訊廠品廠商若只是從硬體及軟體等理性的「硬規格」

出發，而不考慮感性的「軟規格」如品牌經驗、粉絲經營等，很難創新。同時，

資訊廠商的行銷主管，應該避免用工程師的盲點做廣告。行銷人員應該是公司中

最貼近消費者的一群人，他們應該深入了解消費者與使用者的痛點與需求，並協

助工程師能理解這些洞見，進而開發出創新的產品。 

行銷人員也必須擔任工程師與消費者間的橋梁，將意會的落差盡量拉近。過

去，行銷人員的工作是用消費者容易理解的語言溝通產品特質，這是一種「推式

(Push)」的行銷手法，還是從廠商出發將產品及賣點「推銷」給消費者。現在，

行銷人員更應該思考「拉式(Push)」的行銷手法與策略，加入消費者的行列，跟

他們說一樣的語言，一起行動，才有機會了解落差，進而從拉近落差的過程中找

出創新的契機。行銷人員應該成為創新點子的主要來源。 

回到華碩 Zenfone，不能只聚焦於硬體規格的突破，或是國際市場的突圍，

而是需要行銷人員加入創新研發的行列，從「軟規格」如品牌經驗、及使用者體

驗上下手，幫助工程師跳脫思維框架制約與集體盲點，才有機會在創新上贏過小

米。反之，行銷人員受到工程師集體盲點的影響，無法跳脫集體思維框架，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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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師的盲點做廣告，反而益發加大與使用者的落差，離創新愈來愈遠。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拓展的使用者創新文獻，由認知的落差探討開發者理解使用者的挑戰。

但是這樣的研究發現也必須要考量其限制，我們可以由以下三點來討論本研究目

前的限制，以及未來可以持續努力的方向。 

5.3.1 探索思考盲點如何解決 

本研究由開發者以及使用者對於科技的意會，分析出兩者之間在認知上的隔

閡，由兩者之間認知上的落差點出思考盲點。使用者創新文獻過去一直都認為開

發者只要向使用者就教，就可以有使用者身上取得創新的來源，然後轉換成新的

產品。這樣的假設是認為，開發者只要花時間就可以能夠理解使用者的需求，而

使用者所提出的需求開發者也會謙虛地接納。不過本研究指出這樣的假設不見得

是正確的。 

透過比較開發者以及使用者之間的認知誤差，可以了解開發者的思考盲點。

不過要怎麼樣克服這樣的盲點呢？為什麼開發者不能夠理解使用者單純的需求？

為什麼開發者頑固的堅持技術功能，而看不見使用者在應用上的痛點呢？當所有

的工程師集體的技術文化主導了整個創新的過程，讓使用者的需求被誤解，企業

有應該如何是好？研發主管面對一群技術導向的工程師，聽不見市場的聲音，漠

視使用者的需求，又應該如何讓工程師領悟到自己的思考盲點？ 

這一系列的問題在本研究這個階段還未能夠圓滿的回答。未來的研究可以有

思考的盲點著手，進一步去分析如何去克服工程師所面臨的認知疆界。換句話說，

突破認知疆界可能是未來研究可以處理的重點。當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存在著難

以溝通的認知疆界，使得創新的過程受到阻礙，讓開發者無法有使用者身上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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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靈感，克服這些盲點將會是重要的研究議題。 

過去，Schön and Rein (1994)新探討過這個議題，並且提出必須要有一種雙

重視角（double vision）去看問題，而且真正解開僵局的方法是無法預期的。所

有的解決方案最後都不會是解決方案，但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卻會從這些失敗的解

決方案中以副產品的形式跑出來。這樣的論述固然令人欽佩，但是實務上應該怎

麼樣進行，卻令人難以理解。此外，組織學習理論也探討各種可以解決思考盲點

的方法，但是這些解決方案過度於由組織的層面去分析，而缺乏由個人認知層面

去考量(Argyris & Schon, 1978; Senge, 1990)。未來本研究可以有這些角度去考量

思考盲點的解決方式。 

5.3.2考量不同科技產品的意會落差 

本研究這次所分析的科技是智慧型手機，了解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對科技產

生不同的意會。這樣的分析對科技管理文獻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我們可以透過

這樣的方法，去了解同樣一項科技會怎麼樣被不同的使用者和開發者所理解與解

讀。從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未來這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去分析開發者與使用者

之間的意會落差，但是有不同的科技去理解。過去的研究曾經探討過群組管理軟

體(Orlikowski & Gash, 1994)、法國高鐵訂票系統(Mitev, 1996)、決策支援系統

(Gopal & Prasad, 2000)、醫院服務管理系統(Davidson, 2002)、衛星派遣系統(Hsiao 

et al., 2008)等。未來還有更多的新科技等著我們去探索。 

我們會驚訝的發現，雖然時間經過了數十年，但是人類總是在犯同樣的錯誤。

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認知落差，在十多年來的研究報告中，都不斷的指出思考

盲點的問題，但是不同的科技應用，由不同的科技開發者，卻不斷地重複同樣的

問題。未來的研究應該不斷地最終新科技所產生的認知落差，因而造成的科技採

納和擴散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思路是，去分析同樣的一種科技有不同主開發者與使用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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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思維落差。例如，Zenfone智慧型手機所產生的問題時比較屬於低價市場，

這些使用者追求的是便宜功能好的手機。但是如果高端手機，像是宏達電推出的

系列產品，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思維落差問題呢？同樣是手機，在不同層級的市場

中，會不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思考盲點？在這個行業中一個比較特別例外企業是

蘋果電腦，它的 iPhone 手機是以使用者為導向來做設計。於是我們要提出另一

個問題，為什麼蘋果電腦的工程師就不會有思考的盲點呢？為什麼其他品牌的手

機工程師卻陷入思考盲點而無法自拔呢？這也是未來研究可以考量的方向。 

5.3.3分析如何克服工程師魔咒 

最後，我們也可以考量比較實務面的研究。從華碩電腦的案例研究中，我們

發現工程師不斷的提到技術魔咒這件事情。為什麼技術魔咒會困擾著工程師？在

科技公司中難道沒有非技術人員協助去解開這樣的魔咒嗎？例如，行銷部門能否

扮演一種分庭抗衡的角色，讓工程部不會過度主導整個創新的過程。此外，許多

科技公司在內部也都號稱在進行使用者調查，而且發放大量的問卷，或是運用海

量數據去分析使用者行為，或者採用最流行的設計思考，利用人類學家的方法去

採訪使用者。這些方法琳瑯滿目，但是真正有效的卻乏善可陳。為什麼會發生這

樣的狀況呢？ 

工程師被技術魔咒所套牢，讓自己在創新的過程中無法去進入使用者的世界。

這樣的技術魔咒也套牢了他們去理解使用者的過程。許多研發部門號稱引進各種

新穎的使用者研究方法，找來了國際性的顧問公司協助，花樣百出的收集各種資

料，密集的進行採訪。但是，龐大的採訪資料卻找不出使用者的洞見，說分析出

來的都是平凡無奇的意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研究工程師如何被技術魔咒套牢，了解工程師在被套牢的過程中如何蒙蔽了

對使用者的理解。由此延伸，工程師如何被工具套牢也是魔咒中重要的一環。未

來的研究可以有技術魔咒下手，了解工程師各種被制約的狀況。分析工程師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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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實務，有工作實務中去分析他們如何被自己的思考制約著，也許可以讓我們找

出克服這樣魔咒的方法。由此著手的話，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工程師的

工作實務(Barley & Kunda, 2001; Dougherty, 1992; Suchman, 1987)，也可以了解如

何化解技術導向所帶來對創新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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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台灣廠商因著代工製造與技術能力站上國際舞台，隨著代工產業逐漸移往成

本更低廉的大陸或其他開發中國家，台灣廠商必須思考轉型。轉型經營品牌的廠

商，都必須面對消費者這個既熟悉、卻又陌生的議題，才有機會創新。學理上，

過去談使用者創新聚焦於領先使用者研究，本研究點出創新的來源，其實是從使

用者與開發者間的意會落差而來。實務上，要能彌補開發人員與使用者間的意會

落差，開發人員必須跳脫自身思維框架、突破認知疆界，才有機會正確解讀使用

者的悲鳴之聲，而找到創新的來源。 

開發者與使用者間的落差，又分為對科技產品認知的落差，及資訊傳遞的落

差。以華碩 Zenfone為例，對於主機、相機、人機介面「三機」的認知，工程師

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例如主機，就是該談中央處理器、繪圖處理器、及內存記憶

體容量等規格；然而使用者對於主機的認知，除了機器本身的速度，還包括儲存

備份功能，與電池與續航力；再者，使用者對於速度的定義，也並非從中央處理

器、繪圖處理器、及內存記憶體規格切入，而是談使用時的順暢度。從這個例子

可以看出雙方認知的落差，工程師的認知是基於他的專業背景與思維框架，使用

者的認知則是基於他的使用經驗及需求。 

關於主機，事實上工程師與使用者雙方都認同「快」是重要的。工程師將中

央處理器、繪圖處理器、及記憶體的傳輸規格提高，就是為了讓使用者能享受快

感。然而，使用者所要求的快，是要能快速開啟應用程式，使用時順暢無礙。縱

然硬體規格是影響應用程式是否能順暢使用的主要因素，但我們看到了於資訊傳

遞的落差。工程師的語言中，充滿了硬體規格與數據，這些資訊對消費者而言是

無感的。消費者有感的字眼像是「順暢」、或「滑來滑去很順手」，並不常出現。 

當我們愈是了解使用者，我們就愈看到意會的落差，從意會的落差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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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創新的來源。實務上，華碩 Zenfone要在創新上贏過同價格帶的小米，甚至

未來要和三星、蘋果等國際品牌並駕齊驅，最重要的是要能破除工程師的魔咒，

探究並反思工程師與使用者的意會落差，就有機會不斷創新，帶給使用者真正的

價值。 

從意會落差的研究，得到三個啟發。第一，我們可以從落差看到心靈的頑固。

工程師性格，與藝術家性格有許多雷同之處。藝術家堅持藝術的表現，為追求藝

術的最高境界，絕對不會迎合大眾。對藝術家而言，作品是給知音欣賞的，那些

不了解、不懂的俗人，認他們謾罵批評，藝術家也懶得多加說明。工程師對於技

術的追求亦然，挑戰技術的極限，就像是追求藝術的最高境界一般，不容外人批

評與置喙。但若要將藝術作品及意念傳達給觀眾，就算藝術家再怎麼清高，也不

得不找一位經紀人，找到一種與外界溝通的方式；並且，想要跟對方溝通，必須

先了解對方的背景脈絡。工程師設計出產品，就是要賣給使用者，因此不能像藝

術家一般不食人間煙火；工程師必須以開放的態度面對使用者，或是放手讓更了

解消費者的行銷人員，用適當的方式及語言和大眾溝通。從華碩 Zenfone案例中

工程師與使用者雙方的落差，看出了工程師頑固的心靈。 

第二，意會的落差讓我們體悟到認知疆界很難突破。工程師的認知被過去的

經驗與思維框架，囚在一個侷限範圍之內。就像養在籠中之鳥，關在籠中多年，

當打開門讓它飛，他也不敢飛出去，或是飛不遠。工程師封閉在他的舒適空間中

多年，不太可能僅做幾個使用者研究，或上一些使用者研究的課程，就能在短短

一兩天、甚至一兩年走出去。這是一個長期的鍛鍊過程，工程師必須領悟到自己

的認知疆界，透過反思、反省，才有機會自己突破自己，跨過疆界。華碩這樣一

家成功的企業，又是以工程師為主的企業文化，這樣的認知疆界更是根深蒂固。

唯有反思其工程師文化，釐清認知疆界，才能透過反省反思逐步走出去。 

第三，工程師思維綁架了組織，組織同質性過高，喪失學習能力。工程師強

勢文化主導之下，行銷人員、業務人員、客服人員都受到工程師洗腦，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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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想事情，用一樣的語言溝通，導致整個組織趨同性過高。當一群人再一起，

缺乏異質聲音，會產生集體盲點，也會讓組織喪失學習能力。以華碩案例而言，

行銷人員原本應該代表消費者，在組織中提出不同的觀點。但是當行銷人員也被

技術人員洗腦，就缺乏動力去學習、了解消費者與使用者。蘋果電腦的賈伯斯認

為，他不需要使用者告訴他該創新什麼，也不相信焦點團體訪談使用者研究方法

論，但實際上，賈伯斯人就是使用者，從使用者角度挑剔產品，企圖做出超越使

用者期望的產品。由此可見，創新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要在使用者身上下功夫，

而是要在自身下功夫，並且不斷學習精進。 

那麼要如何創新？為了解決認知疆界的問題，企業應該塑造終身學習與反思

的環境，讓工程師及行銷人員不時地離開舒適圈，直接與使用者互動。與使用者

互動的經驗必須長期累積，才會漸漸提升工程師與行銷人員的能力，真正看到使

用者洞見。也建議企業應該鼓勵工程師學習人文相關科目，並接受藝術的薰陶，

鍛鍊右腦的能力。意會落差才是創新的來源。創新的挑戰，並非技術能力不易突

破，而是在如何處理意會落差；工程師的思維框架，及使用者心理與行為，都是

與意會落差相關的新議題。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所謂

「不知為不知」，說得就是要知道自己有侷限，知道自己的侷限，才能學習補強，

才是真知! 

知名戲劇家蕭伯納曾經說過，任何社會沒有經過一番變革是不可能有所進展

的，然而那些沒有辦法改變自己心靈的人，也就無法改變任何事情（原文是：

Progress is impossible without change, and those who cannot change their minds 

cannot change anything. George Bernard Shaw）。將自己的心靈封閉，便很難成就

任何事情。在使用者創新的過程中，這句話貼切了說明本研究的核心觀念。我們

總是以為自己可以接納各種意見，但是其實在聽取別人的建議時，多數人都是把

自己的心靈封閉，看起來像在傾聽別人的意見，其實只不過是把自己的想法有別

人的嘴巴中扭曲的輸出。研究意會的落差可以幫助我們敏銳的反省自己是否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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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靈，虛心的接受使用者的意見。 

使用者創新這個學派不斷的鼓吹要向使用者學習。開發者應該由領先使用者

身上去找到最新的產品發想觀念，然後將這些觀念商品化。開發者更需要準備各

種工具讓使用者把新產品的需求具象化，找到創新的先機。開發者更應該設計各

種活動，讓使用者參與，當他們有動機貢獻新產品的主意。這些做法都是讓開發

者能夠從使用者身上源源不斷的找到創新的靈感。不過我們卻忽略了，也許使用

者很樂意貢獻他們的想法，問題是開發者心中真的準備好了去接受這些想法嗎？ 

越具備有專業背景，技術越高超的工程師，偏見往往越嚴重。他們的心中存

在的都是硬體的規格以及技術的功能，他們認為使用者應該都跟工程師一樣熱愛

科技，有搞不懂的地方他們會自己想辦法去弄懂。但是，這樣的期望卻與實際相

違背。使用者往往不需要複雜的技術功能，他們需要的可能只是簡單地操作，讓

自己的生活過的更加愜意。使用者不會想要知道那麼多的技術知識，對於手機裡

面到底用的是哪一個零件也不在乎，但是他們卻很在乎電池為什麼一下子就沒電，

他們也在乎為什麼滑動手機的時候，界面反應為什麼那麼慢；他們更在乎為什麼

拍出來的照片讓他們的臉那麼大，皮膚變得那麼黑。 

可以說，工程師與使用者是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人類，雖然說著同樣的語言，

但是卻對科技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這樣的落差使得工程師似乎難以理解使用者

的世界；反過來，使用者似乎也難以理解為什麼他們那麼卑微的需求，工程師卻

永遠聽不懂。西方有一個諺語是這麼說的，你手上有一個榔頭的時候，你看什麼

東西都像是一根釘子，在你的心中唯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用榔頭把釘子打進去。

可是，會不會你所需要的並不是榔頭，而是一支螺絲起子，因為你面對的並不是

釘子而是一顆螺絲。 

面對使用者創新文獻，本研究點出了三個重點。第一，從使用者身上要擷取

創新的來源，重點並不是在使用者，而是在開發者必須要有一顆開放的心靈。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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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者缺乏一顆開放的心時，他所面臨的是一扇接著一扇的封閉之門。第二，了

解使用者與開發者對於同樣一個科技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研發

的缺口。我們不應該讓這樣的認知誤差成為創新的阻力，而是要將這些落差由阻

力變成助力。第三，雖然意會的落差僅是工程師個人對於使用者需求的理解問題，

但是放大而言，不能夠去瞭解使用者，或者誤會了使用者的需求，它所牽涉到的

問題卻是組織層面的。由於意會的落差，一個組織可能會因此失去了學習的能力，

特別是當整個研發單位都被技術導向文化所宰制的時候，企業將會淪入惡性循環，

讓不適合的產品明天不斷地被開發出來，最後與使用者脫節，讓公司陷入困境。 

當工程師全心地擁抱著「技術為王」的核心思想，固然可以讓他們在技術上

不斷的精進能力，但是也可能讓他們完全關閉了他們的心靈。在他們因為擁抱核

心思想而關閉心靈的時候，任何與核心思想不吻和的想法和做法，都將不被接受。

工程師會忽略、合理化或是否決任何與核心思想不融合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在創

新的過程中，真正讓人擔心的並不是工具不夠，或是方法不對，而是工程師因為

崇拜技術文化而使自己再也聽不到使用者悲愴的吶喊。了解意會落差不僅是每一

家企業的研發單位應該要注意的事，更是所有科技公司要跳脫代工命運的重要關

鍵。若是延伸到其他產業別，例如服務業，亦可參考本研究對於意會落差之論述，

在開發產品、服務的創新過程，開發人員要避免思維框架的限制，看清開發者與

使用者的意會落差，並從中找到創新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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