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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風格時尚資訊產品案例分析  

 

消費者對資訊產品要求更具美學、更具人性化的需求已是一種趨

勢，過去多年在資訊業中有許多案例，試圖在高科技的產品中融入更

貼近人性的美學生活及時尚科技，以創造其品牌價值。有些案例成功

有些卻失敗，成功與失敗的原因為何 ? 本章希望藉由案例分析，歸納

出結論。 

 

第一節  何謂風格美學產品？ 
 

如何創立新周邊品牌且融入美學生活及時尚原素，在電腦資訊領

域裡，要了解整個品牌有關  IT 及時尚的狀況，必須先了解全世界品

牌的狀況。 

過去品牌一直是被食品、汽車、時尚的奢侈品所主導，奢侈更成了

品牌的相同形容詞。在近十年，漸漸的品牌的趨勢也走向更一般化，

平民化，在過去整個設計的產業發展過程當中，藝術、曲高和寡、貴

族奢華，不再是這個時代所代表的品牌意義，現代最重要的賣點風格，

「風格美感經濟學」一書中提到幾個重要的新品牌消費重點，全都落

到了所謂的風格，而相對於風格其實就是美感本身。 

在市場競爭空前激烈的量化生產的時代，使各家廠商生產出來的品

質高，價格低的產品已經幾乎無分軒輊，現在的市場已經無法依品質

及售價來分高下，在這樣的市場中，美感成了產品脫穎而出的唯一出

路。 

美感非專指美學，而是我們透過感官來溝通的方式，透过對人地物

的外觀及感覺而引起反應的溝通藝術，美是自然表現出來，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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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立即及情緒層面的，美的效果並非認知出來的。 

人與生俱來就有刻意與眾不同的特質，所謂好的設計不再是完美的

飾物，而是只能幫助各種不同的人建立她們自己持有的形象。新的銷

售價值已從形式聽從功能走到了形式聽從情緒感受。 

美感階級化的瓦解，美感多元化的趨勢，都讓風格成為美感的重要

課題，也讓市場變大，需求多元化及多樣化，因此產品設計及品牌價

值也販賣風格，建立特定的美感溝通語言成為主要的議題。 

以 SWOT 分析時尚風格資訊產品如次： 

（一）、優勢(Strength)：  

時尚風格資訊產品是非常好的話題來炒作品牌，更是目前時代所

需，容易找出不同的定位，偏離價格戰的市場。產品本身的外觀是一

種行銷的工具，有時更可以與設計師ㄧ起做行銷。 

（二）、缺點(Weakness):  

產品價格較高，而風格及美感的喜好又是非常個人導向，不容易

討好所有客戶。產品開發時間較長，風險較高，投資報酬率較難評估，

對品牌的影響常常兩極化。 

（三）、機會(Opportunity)：  

時尚美學的設計較容易產生多銷售通路的可能，對品牌的商業機

會較大，也容易在異業結盟產生效益，走入生活變成個人表達風格的

工具，不再只在意功能或價格。 

（四）、威脅(Threaten)： 

 

時尚在科技產業最難的就是如何真正實現為大量生產產品，因牽扯科

技本身要妥協的生產要素，想要從原創的設計走到真正的量產產品，

往往已無法表達原創，要保有時尚感，不增加太多成本，又能達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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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認同，往往無法一次成功。 

 

 

第二節 Apple iPod 的成功案例 

 

Apple iPod 是個最為成功的選樣， iPod 是蘋果電腦執行長 Steve 

Job 可以一雪前恥的成功商業模式。分析 Apple ipod 的成功因素包括

相當多， iTune 的音樂下載或許是 iPod 真正的成功的重要因素。但

以時尚及美學生活的面像來看， Apple ipod 讓所謂時尚科技真正嘗到

成功的果實；而時尚及美學生活因子，對 Apple 來說並非新的嘗試，

多年來，雖說技術本身通常是阻擋生活美學及時尚因素融入科技產

品，因為要做這些特殊的設技，通常要付出較多的成本及風險。 Apple 

在時尚生活美學設計上早就是不可妥協的堅持，所以對 Apple 來說，

Ipod 的具有時尚感是理所當然的結果。 

ipod 的成功讓市場認識到消費者對於科技生活美學的要求，Apple 

這一產品的成功到底帶給產業多少的不同於以往的 IT 產品的意義

呢？以下就 iPod 的競爭力與產品意涵予以分析。 

 

一、iPod 的競爭力 

蘋果電腦公佈 2006 第三季財報顯示營收為 43 億 7 千萬美

元，獲利 4 億 7 千 2 百萬元，每股稀釋後盈餘 0.54 美元。蘋果電

腦在本季共賣出 1,327,000 台 Macintosh 電腦、 8,111,000 台 

iPod ，與去年同期相比， Mac 銷售量成長了 12% ， iPod 銷售量

成長了 32% ，iPod 在美國市場的佔有率預計擴大到 75% 以上。 這

是蘋果電腦有史以來營收與獲利第二高的一季，同時也讓年度營收比

去年成長了 24% 、獲利成長了 48% 。2006 會計年度第四季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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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預計將在 45 億至 46 億美元之間。  

從所有的數字都可顯示出 iPod 實實在在的讓 Apple  走向不同的

世紀，一個資訊產品可以這樣的享受市場的成長是相當的不容易。 

二、iPod 的美學風格特徵與意涵 

在過去多年 Apple 在作 Desk top or notebook 時其實也已經相當的

注意設計及時尚感， 但當 Mac 及 Power Mac 仍只是造成一群 Mac 

迷無怨無悔的繼續跟隨， 而 Apple 的市場佔有率仍並未造成明顯的

增加。 當然這樣的結果並沒有讓 Apple 改變堅持時尚設計的策略，

當 Apple 要推出第一代的 ipod 時，為求時尚設計理的極簡風，ipod 必

須去掉惱人的按鍵技術，而改以觸摸式選曲，音控這樣的創新為整個

產品的設計一很重要的因素，要有好的設技，就要有新的技術作後頓，

為了要極簡，按鍵要去除，如何找到無按鍵的人機介面變得相當重要。

不妥協於現成技術，勇於嘗試並尋找新技術，使極簡設計的 iPod 成

為極簡設計的登峰之作，而為了要極簡所發展出來的人機觸控，更加

入了生活美學及貼近人性的使用介面。 

美、時尚、人性介面，給了這個產品一個前無古人也可能後繼無人

的歷史大作，雖然 iPod 的成功應為數位音樂的創新業務模式所賜，並

非全然是其時尚介面所導致, 但從整個產品從商業型式、產品的設

計、使用介面、個人化等，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科技產品在

考慮每一個面向的因素時，以人的需求及產品要表達的靈魂為切入的

主軸，不在現成的框架下妥協。這個成功的案例突顯出產業必須同時

面對時尚需求時，如何創造品牌應採的策略：  

（一）堅持策略：Apple 以美、人、生活應用為本的策略在多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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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終於得到回報， 其他 IT 品牌要堅持走這樣的策略也需要經得起時

間的考驗。 

（二）人性為本：所謂風格人性要深入不只產品外觀，更需顧慮使

用習性，進行商業模式創新。ipod, 產品設計時崇尚極簡，觸控轉動介

面貼進人心，上網選擇單曲下載收費，軟體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均

考慮到人性為本。  

（三）價格策略：後來要追上的其它品牌 MP3，雖也重外觀設計，

但消費者心中仍以 ipod 為一真正貼近人心且時尚的產品予以支持。

再低單價的 MP3 已經無法與其競爭，而在後苦苦追上的廠商如

SONY 與 Samsung 等都面臨同樣於 Creative 等二級品牌的窘境。  

同時 ipod 這次為不再犯當初 Apple 電腦的錯誤，為能鞏固市場，

ipod 這次在價格上也相當積極要增加其他的競爭者的進入門檻，不再

用過去 Apple 電腦的高價位政策，反然將 ipod 價格訂的非常的平民

化，有一般人都買得起的定位。這樣的策略讓這一仗雖仍有更多的新

進競爭者，但 iPod 仍穩坐掌上數位娛樂之王。 

 

 

第三節 Nokia、Acer 與 Asus 案例 

一、Nokia 的浮世繪 

Nokia 浮世繪是否能被視為與 iPOD 一樣成功的案例呢？至今仍不

能確定。但成功與否或許不能用單一產品來定論，就單一產品分析，



 

P. 41 

不難看出要一向以 IT 技術為本的公司能成功的生產既有時尚感也得到

市場接受的產品並非易事。 

Nokia 這次的主題叫浮世繪，聽起來像浮世繪(日本的一種畫風) ，

意思是匯集浮世裡多種璀璨風貌，打造不朽經典。這個意思從它平面

廣告上看得到，它的風格是 19 世紀末的新藝術風格，這風格是在 19

世紀末風靡全歐的藝術運動，工業革命後的歐洲氣息是輕鬆的，極度

自由的風氣讓藝術家恣意的發揮創作，新藝術即是當時最蓬勃的藝術

活動。流暢蜿蜒、高低起伏的曲線造型是它最鮮明的特色，創作元素

大量取材自大自然的花草、昆蟲、藤蔓，加上鮮豔又不失調合的色調，

曼妙曲線的人體通常是畫中的主角，再加上綿密的構圖，交織出特有

的浪漫氣氛。在眾多的藝術家中，慕夏(Alphonse Marie Mucha)是公認

最能體驗新藝術精神的代表，他是捷克國寶級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代

表作即是替法國三大名伶─沙拉‧貝娜繪製演出海報。百年後的今天，

英國新生代插畫家 Adam Pointer 再度詮釋他的作品，且在新藝術懷舊

中結合時尚元素。 

Nokia 在不斷挑戰手機設計之外，也以懷舊美感為訴求，推出具新

藝術風格為創作元素的 Nokia L'Amour 時尚手機，這樣的一級大品牌

雖不能說石破天驚的設計也不能說有像 iPOD 般的銷售量。以上所提

到的設計深度及藝術背景，不難看出，要做國際一級品牌，仍要主導

某種新穎且重要的趨勢，同時 NOKIA 也以浮世繪在非 IT 的商場，高

級購物中心開啟專賣店。也就是非以通訊技術為主，而是以時尚設計

為主要商業因素，即使浮世繪或許不算非常成功，但擁有這樣的產品，

讓 NOKIA 開起時尚店時，擁有較有深度的藝術及時尚的內容。 

手機已成為人們的溝通、貼身、且表現品味的必備產品，人們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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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已不再只是應用本身而已，這樣的需求讓所有的一級品牌前撲

後繼的要找尋更具生活美學深度的原素。 最特別的是在要創造出這些

可行的原素時， 要找尋設計的主題必須貼近生活美學，這是很抽象的

一種嘗試， 若非一個國際級的品牌，要不斷做這樣的嘗試不是一件容

易堅持的事。比起 NOKIA 其他機種浮世繪並非相當賺錢的機種，但

為將時尚科技徹底進入消費市場，且讓科技產品不再只是通訊或資訊

通路，這樣的產品意義重於實質的回收。NOKIA 在投入時尚科技這樣

的想法，在其頂尖款品 VERTU 也可以看出其想要將手機打造成美學

時尚的決心。VERTU 儼然變成重科技也時尚的某些頂尖客戶的一種

身分的象徵，VERTU 一般也不在普通的手機通訊行販售， VERTU 有

專賣店。NOKIA 的例子反映出幾個面向: 

（一）顧客對美學風格的需求：人們對科技已不再於只滿足於應用

的需求，而必須將美學風格融入於產品。 

（二）完整的策略：品牌的推出需要前瞻的策略，如時尚設計要有

完整的配套，不是只把高格調產品做出來而已，必須有商業模式、完

整的創新策略與永無止境的要求完美，才能慢慢做出有深度的產品。 

（三）需要時間的考驗：品牌深度的策略是可長可久的堅持，很難

由短期的且單一的 ROI 論成敗，已成名的品牌或許有籌碼，但新品牌

又該如何思考呢? 

 

二、Acer 的 Ferrari 

身為 2006 年法拉利車隊官方指定供應商，宏碁推出鑲有法拉利車

隊烈馬標誌，採用碳纖維外殼的法拉利筆記型電腦，也就不令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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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該公司於 2005 年所推出的前一款法拉利系列筆記型電腦，

也同樣具備上述二項特點，但是除此之外，其他部分的設計皆與一般

筆記型電腦無太大差異，因而招來「除了顏色與 Logo 外，其他都跟

法拉利完全沾不上邊」之譏，宏碁銳意革新，於是在新推出的 Ferrari 

1000 上，導入許多由 F1 賽車所啟發的設計元素. 

素有「車神」之譽，16 個賽季拿下 90 個單站冠軍，在法拉利車

隊時期，為該車隊取得 6 次世界冠軍的舒馬克（Michael 

Schumacher），於日前宣布本季賽事結束後將退休，這對 F1 賽車迷

來說有些感傷，今後或許只能藉由 Acer Ferrari 1000 的流線身

影，回想舒馬克於賽道上，開著法拉利賽車風馳電掣的瞬間。 

一講到賽車，便不自覺的聯想到「風馳電掣」這個詞，而 aAcer 

Ferrari 1000 正是以此為設計概念，不僅開機時的 BIOS 背景圖片

即設定為 1 台法拉利 F1 賽車，進入 Windows 作業系統時，機身揚聲

器還會瞬間發出如同 F1 賽車於直線賽道上高速飆過，與空氣摩擦發

出的高頻聲，「咻！」的一聲響起，真會讓使用者周遭不知情的人們嚇

得從椅子上彈起，紛紛打探聲音來自何處，繼而尋聲發現這台相貌不

凡的筆記型電腦。 

 

三、Asus 的 Lamborghini 

華碩電腦與義大利超豪華跑車藍寶堅尼 (Automobile Lamborghini 

Spa) 合作聯手打造 2006 夢幻經典，以黃黑兩款鏡面鋼琴烤漆，完美演

繹 Lamborghini 經典色澤與光影觸感；低調沉穩的外觀，一脈相承

Lamborghini 帝王般的霸氣基因，上蓋造型沿襲兩側車身風切擾流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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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層次剽悍的 LED 顯示區網片，後置引擎蓋散熱網片；黑色陽極

處理髮線鍵盤手腕放置區，宛如重現 Lamborghini 駕駛座艙內手感表

現。華碩藍寶堅尼 VX 系列筆記型電腦極速限定版，讓品味獨具的消

費者得以一嘗宿願，有機會近距離親炙百聞不如一見的跨界極致工藝

之美。  

 

 

第四節 以行銷架構綜合檢討 

以上有關利用時尚設計做資訊品牌的策略，其行銷的可行性及遇到

的問題，在此利用邱志聖教授的行銷分析架構（課堂講義），來綜合檢

討分析如次:  

 

一、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此部分主要是要討論產品及品牌的外顯效益及對買家產生的成

本。以上面幾個例子，當品牌知名度高時，外顯效益成本較不是很難

面對的成本，唯一會面對的便是主觀意識的問題。科技產品當品牌很

有名氣時，如 Nokia, Acer, Asus, iPod 等知名品牌，當初這種限量

版的機種，其實其規格及功能不見得高於其他機種或品牌，尤其是 

iPod 論功能及方便性，都不是上上之選，但它的崇尚設計及貼近人性

的商業模式造就了非常好的外顯效益，而大大降低了外顯效益成本。

基本上來說，時尚商品當外顯效益成本不高時，品牌價值要高而減少

隱性的其他成本。尤其當時尚科技產品通常價位都較高，如不能一次

就讓消費者心動，進而比較外顯效益，通常會造成理性消費因子的本

質放棄時尚改走實用及外顯效益的價格或規格。在時尚科技產品外顯

效益的高風險就是主觀的判斷，因時尚便是談風格設計，講究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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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是較不在意外顯效益的價格及規格，但一旦較重視風格設計，不

討喜就會造成外顯效益成本高低無法評估。Nokia 的浮世繪就是一個

外顯效益偏高的產品。因此本文要探討要如何做一時尚科技的新品

牌，外顯效益的成本成為一困難的課題。 

 

二、 資訊蒐集成本 

此成本最重要其實是在說明消費者買商品的行為再加上如何找尋

市場定位。前述幾個例子，其實在資訊蒐集成本上都會遇到相同的問

題，在消費者行為中要注意的便是涉入及知覺的程度。科技產品，在

買者的涉入程度分別非常大，有些人一點也不涉入，全憑品牌風潮，

有些人涉入很深，一定要比較透徹才可下手購買，時尚科技的產品，

如遇到涉入很高的買者，資訊蒐集成本偏高。因為有時尚感的產品經

常規格不一定頂級，或價格都較貴，對涉入不高的買家較有利，知覺

程度，時尚風格畢竟仍是較有錢與有閒的人的專利，除 ipod 以外，

Acer 與 Asus 跑車系列的筆記型電腦，對大部分的買家是無意義的，

他們或許看到但不一定覺得需要，所以時尚科技產品的市場定位變得

較具挑戰及風險。要解決此一成本一定要做定位的四個方法，要做好

環境分析、選定市場區隔、選定目標市場、定位、價格、產品、通路

與推廣。以 Nokia 浮世繪，定位，女性，重風格的熟女，主要在高檔

的購物中心有精品方式販賣。這樣的定位其實相當小的區隔市場，要

不是品牌很大，並不容易成功。 

 

三、 道德危機成本 

此項成本主要說明消費者滿意的危機成本。尤其是要做品牌，當要

顧及時尚風格，又要顧及消費者對產品本身的各項應用的滿意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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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討好實在不容易。大品牌要出一款限量版的筆記型電腦，當買家

花大錢買了時尚感設計的科技產品，但一旦回家用了一些時日，卻讓

購買者回到理性的應用比較，很容易對產品的笨拙產生道德危機，進

而造成對品牌的造成危機。品牌大危機的風險較小，當一新時尚品牌

面臨同一挑戰時，如  Acer, Nokia , ipod 不會因一款時尚設計不討

喜造成重大危機，但當要推出一新的時尚科技品牌，就要好好處理道

德危機問題了。 

 

四、 專屬陷入成本 

此一成本主要是說明產品如何建立專屬資產而讓轉換成本加大，更

簡單說便是一種認同及專屬的感覺風格。時尚科技產品，就是要客戶

一個除了科技也有美學風格的體驗，因此時尚科技產品很難討好所有

的人，要能夠找到依品牌的專有陷入，該品牌及產品要能夠提供客戶

更多且源源不斷的創意及設計，要不斷能造成實際的產品及品牌的服

務，更要能造成無形及心理的資產。科技產品要造成科技及應用上的

專屬陷入相當容易，因此轉換成本偏高；要拿時尚設計為唯一的誘因

並不容易，因此要創造一個新的時尚品牌，在面臨轉換成本時，要有

一個更好的對應，如 ipod 讓 SONY 即使推出更具時尚感的音樂播放

器， 仍無法面對 ipod 用戶對 iTune 的依賴，這種成本在一新的時

尚科技品牌形成時是最難面對的課題。 

以上所提到的科技時尚品實例都提到美學風格，但在這些成功的背後要檢視

的是並非使用時尚就一定正確，這些品牌畢竟都已經是大品牌。即使是品牌要走

時尚設計來增加品牌價值及提高品牌的定位，不管是 Nokia 的浮世繪，Asus , Acer 

的跑車系列， 單一產品而言， 並非成功，多半是投資為品牌價值及定位成為一

種市場的投資，真正較成功的屬 ipo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