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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iDesign for Service Innovation Underlying E-QUAL 

 

 

本研究探討對象為一協同式服務市場，雖從數位音樂的例子出發提出論述，

然而在服務業蓬勃的發展下，新的服務隨時可能透過各種創新方法而產生，因此

如何建立一項系統化的服務創新模式便顯得格外重要，此模式必須要有效提昇服

務的生產力，為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面共創價值。在這樣的背景下，董惟鳳(2007)

基於服務科學中跨領域知識整合的原則提出 iDesign 服務創新價值鏈，結合服務

科學、生態學、體驗經濟、以及管理科學，以知識整合的方式達到系統化衡量服

務體驗的目標。iDesign 服務創新價值鏈以服務科學為基礎提出智慧型設計以達

到服務價值創新，再以生態學中的共生關係為延伸提出服務分類架構，並經由管

控服務體驗流程與總體服務績效兩方面為指標評估服務水準，最後透過生態心理

學所探討的「體現(Embodiment)」來審視透過一連串的理論與方法所形成的媒介

經驗，使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雙方都能回應設定的目標，透過這五個部分，形成完

整的系統化服務創新價值鏈，如下 附錄 圖 1. 所示： 

 

附錄 圖1.  iDesign 服務創新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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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強調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雙方所共創之價值(Value Co-Production)，恰與生態

學當中物種之間的「共生(Symbiosis)」關係相似，應用生態學中共生關係衡量理

論(包含 Proximate Response(PR)、Ultimate Response(UR)、Evolved dependence(ED)

等內容)，並結合了體驗經濟中使用者積極參與共創價值的觀點，以及傳統服務

業中服務品質控管的機制，提出本研究中所採用之 EQUAL服務經驗品質評估模

式(Experience Quality)，期望使服務創新衡量方式成為系統化的標準流程。 

第第第第1節節節節     共生關係共生關係共生關係共生關係 

就生態學上共生的定義來說，大致上可分成三種形式： 

1. 單利共生(Commensalism)：此型態的共生關係中，僅有一方得到利益，另一

方雖然沒有得益，但也沒有損害，通常前者被稱之為寄生者，後者則被稱為

寄主，例如：印首魚頭頂上有橢圓形吸盤，時常依附在鯊魚或鯨魚等動物的

腹面隨之游動，此時印首魚可得到無須自行游動以及可撿食鯊魚食物的兩項

利益，然而對鯊魚而言，印首魚並沒有造成任何影響。 

2. 互利共生(Mutualism)：物種間彼此均受益的關係，且原本單獨生存的物種在

共生關係達到後，無法獨自存在，例如：藻類與菌類在「長時間」接觸下產

生地衣，此時菌類提供兩物種所需的水分與礦物質，藻類則提供醣類，當共

生關係建立後，兩者在生態環境中皆無法單獨存在，必須仰賴另一方面提供

所需的養分，缺一不可。 

3. 協同共生(Synergism)：協同共生與互利共生相似，雙方面都必須有彼此受益

的關係，然而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互利共生透過長時間的接觸達到共生

後，便無法單獨生存，然而協同共生中則即使將一物種排除，雙方仍可在原

生的環境下生存，換句話說，共生確實能替雙方帶來好處，但若共生關係消

失也不影響物種的生存能力。例如：若環境中有可以利用的二氧化碳或硫化

氫，則綠菌可以利用光能產生有機物質提供給螺旋菌，而螺旋菌又恰可提供

其所需之二氧化碳及硫化氫，但兩者的關係並非缺一不可，即使沒有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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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綠菌仍可繼續生存，反之亦然。 

從上述三種共生的關係當中，可找出兩個區分共生關係的方向： 

1. 演化相依(Evolved Dependence, ED)是否存在：不論單利共生或是互利共生，

其共生關係皆是透過長期的接觸下所建立，共生的雙方面因此產生適應，對

彼此的存在逐漸習慣，當共生的對象消失時，物種不但無法回歸到共生關係

建立前的狀態，甚至可能因此降低其生存能力，使生存能力較共生關係未建

立前更低。然而協同共生由於雙方並不需要建立互依的關係，當共生對象消

失時也僅僅是回到共生關係建立前的生存能力，並不受其消失的影響。此種

因適應互依而造成失去共生對象時的損害，稱為 Evolved Dependence(ED)，

就前述的例子可以瞭解，ED 並不是兩者共生時獲得的真正利益，而是因為

雙方的密切關係已然建立，無法脫離適應環境而受到的損害，此種損害關係

甚至在非共生狀態亦可能產生，例如：食草者與植物為一獵食的關係，當食

草者消失時，植物本該因失去天敵而增加其生存能力，然而卻也可能因失去

食草者這個達到適應的對象，而失去部份的生存能力。像 ED 這樣不能提供

真正的共生利益，在共生關係消失時所造成的損害，在計算共生利益時常被

計入，因此必須將 ED 從利益中切割清楚，才能找出共生關係中實際的利益。 

2. 單方配合/雙方配合：若將最後所能得到的利益總括來看，協同共生雖然並沒

有建立起長期達至適應的關係，然而共生關係的雙方面的確都有替彼此付出

以創造出最終的成果，互利共生的雙方更是要緊密的互相付出才能獲得讓雙

方持續生存的利益，然而若比較單利共生與互利共生兩者，則單利共生所得

到的效果，完全是由單方面付出所達成；換言之，僅僅一方在為雙方的共生

利益而努力，另一方則被動的獲得共生所帶來的效果，互利共生卻是雙方共

同達成其生存的目標，就實際的共生達成關係而言，單方面或雙方面付出只

是程度上的差別，參與程度不同造成最終效果的不同，若最終利益大部分都

是由某一方的付出而達成，為單方調適而達成的系統；反之，若雙方都能為

共生的利益付出心力，則是雙方調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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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節節節節     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 

生態學中的共生關係並非皆是雙方面都能獲益，然而就算是單方得利的共生

關係，就總體來說，仍舊對生存能力有提供正面的效果。從服務來看，顧客與服

務提供者之所以能夠共同合作共創價值，其目標也在於提昇整體的服務水準：消

費者希望透過服務的提供滿足其需求，服務提供者也期望能提供優良的服務以獲

得利潤，雙方面都有提昇服務水準的相同共識。在這樣的前提下，首先必須要瞭

解的問題是：服務的目標究竟是什麼？一項服務的互動提供過程可能會達到不同

的結果，然而對顧客來說，只有能滿足其目前需求的結果才能提供真實的利益，

其他利益即使再多也不具意義，因此在服務還未開始提供之前，就必須對服務能

提供哪些利益加以定義，同時也要瞭解這些利益要如何達成才能滿足顧客的需

求，如此才能在接下來的步驟對服務績效作量化的計算，並驗證服務是否達成顧

客所需之目標。舉例來說：本研究所提出之數位音樂創作服務，其中一項目標是

讓創作品更加饒富創意，因此創意的多樣性就可能是其中一項服務績效的指標，

然而創意這項利益究竟要提供到何種程度才能被認定為滿足需求，則必須透過顧

客的參與，將對服務期望的目標輸入後才能界定。當整個 iDesign 服務創新鏈執

行完畢後，也將重新回到此步驟調整，若有被遺漏的目標需求可重新加入計算，

而顧客也可以重新調整自己所設定的期望需求，以確實反映真實的期望。 

第第第第3節節節節     iDesign e-Services 分類架構分類架構分類架構分類架構 

服務中所談的共創價值(Co-Production)是指在一項服務的進行中，服務的提

供不僅僅要靠生產者單方面提供，而是要讓消費者也涉入服務價值創造的整個流

程當中，這樣的定義與生態學上共生的觀念極為相似， iDesign 分類架構，將上

述區分共生關係的兩個方向對應到服務業，提出服務的分類架構，(1)演化相依

(Evolved Dependence, ED)是否存在，(2)服務提供的過程，服務雙方相互配合/單

方配合。首先就演化相依而言，在服務中可視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共創價值活

動的不可替代性：由於長期持續的夥伴關係，消費者慣於使用生產者所提供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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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當生產者不再提供服務時，消費者便無法立刻轉而使用其他的服務；反之，

若生產者的服務長久以來皆提供給某類型的消費者，當消費者終止使用服務時，

生產者亦會產生生存上的困難，必須採取另覓客源的措施；更具體來說，可以把

這樣的不可替代性看成雙方簽訂的長期契約，若任何一方毀棄了這個長期互信的

契約，都必須付出極大的損失，例如轉移至其他服務所需付出的轉換成本等，這

些都是在長期適應後合作關係消失下所得到的損害，在生態學上即為 ED 的定

義。從單方面或雙方面配合的方面來看，服務提供過程可分成兩種型態：消費者

與生產者共同投入共創價值，或是由生產者單方面提供服務的方式。傳統的服務

業以生產者單方面提供服務為主，然而目前走向體驗經濟的時代，服務績效的提

昇消費者也必須負擔責任，例如：律師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也積極提供辯護的

服務，然而若委託人不能將事實全盤托出，服務績效就可能大受影響。此處所考

量的單方付出並不考慮消費者方，因為就服務業來說，達成服務績效的主體仍需

以生產者為主，差別只在於消費者是否要積極的參與共創價值。 

根據以上兩個軸度：Continuity of Co-production 與 Mutual Adaptability，可以

將服務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如下 附錄 圖 2. 所示： 

 

附錄 圖2.  iDesign e-Services 分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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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s Service：此類型的服務屬於兩方持續合作關係薄弱，而且由生產者主

動提供服務的類型，由於兩個軸度的強度都不高，服務的提供無法滿足實際

的需求，因此僅僅用來提供雙方互動極少，且消費者無須涉入太多的服務，

例如訂閱服務、線上付款等。 

2. Customized Cooperation Service：此類型服務雖然仍舊由生產者一方單向提供

為主，然而雙方面已經持續進行共創價值的活動並產生互依的關係；換言

之，此時消費者可能與生產者簽訂了長期契約，或者消費者轉移至新服務時

將產生轉換成本，例如手機設計產業，雖然生產者必須迎合手機使用者的需

求去設計，然而當使用者習慣使用某一品牌的手機後，由於鍵盤的配置或是

操作的方式不同，消費者很難轉換使用他牌的手機。 

3. Personalized Relationship Service：與前者相同的地方是，消費者與生產者之

間都有長期的契約存在，然而本類型的消費者必須積極的涉入共創價值的活

動中，並非完全的生產者犧牲，而是消費者與生產者雙方可能透過不斷的溝

通與付出後，共同為服務績效求得一個更好的結果。例如：室內設計產業中，

雖然設計師必須負擔起規劃的責任，然而真正要住在這棟住宅的委託人，也

必須不斷的提供其意見，與設計師磋商，不斷的對規劃做出修正，才能達到

兩方都滿意的效果。 

4. Collaborative Marketplace Service：此類型的服務中最特別的是，雖然是屬於

雙方面都能得益的服務形式，然而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並沒有長期的契約存

在，雙方面的夥伴關係，倚賴市場機制達成，此中的角色關係也較為模糊，

某方在獲取利益時，其角色為消費者，另一方為提供利益的生產者，反之亦

然。例如：線上交友配對服務中，雙方是透過交友市場的過濾與篩選後尋得

夥伴，這個夥伴的關係並不是透過長期的關係獲得，然而雙方仍可能藉此獲

得利益，在市場上不斷累積循環。 

透過 iDesign 分類方法，可以將各產業當中的服務類型加以區分，不同類型的服

務有不同的屬性，也可以搭配不同的衡量方法，系統化驗證各項服務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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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4節節節節     Experience Quality (E-QUAL)：：：： 

iDesign 分類方法將各類型服務清楚區別後，便可針對不同類型的服務以不

同的方式評估。就目前服務業的發展來說，由於服務的異質性與不易量化與標準

化的特性，使得服務效益(Service Performance)的衡量一向十分困難，通常僅能從

特定服務中挑選適當的屬性加以評估，因此得到的結果也僅僅適用於此一服務，

甚至是單次的服務流程作業而已，對於系統化的研究而言，較無法提出一個可以

持續用於服務績效評核的模式。然而若延續 iDesign 系統化的分類方式，可進一

步提出一嶄新的服務評體驗估模式，對 iDesign 所分出的各類服務以不同的衡量

方式加以評估，以系統化方法驗證服務所能共創的價值。由於此模式特別著重在

衡量消費者積極參與，與生產者共同創造價值的服務形式，故稱為經驗品質評估

模式(Experience Quality，E-QUAL)，如 附錄 圖 3. 所示，E-QUAL 將顧客對於服

務品質重視的屬性內容利用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QFD)的方法來改善服

務的流程，同時利用 Service Process Control(SPC)的機制監控使用者在服務提供

流程中所感受到的經驗值，最後衡量服務的績效，如果未達到應有標準，反覆利

用 QFD與 SPC達到 E-QUAL持續改善(Continual Improvement)服務績效的目標。 

 

附錄 圖3.  E-QUAL中 QFD 與 SPC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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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的價值評量標準從前述共生關係的衡量理論延伸至服務的衡量，將

評量準則分成三項，其對應關係如下 附錄 表 1. 所示： 

附錄 表1.  共生評量與互動基礎之服務系統對照表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互利共生的績效矩陣互利共生的績效矩陣互利共生的績效矩陣互利共生的績效矩陣  互動為基礎之服務系統的經驗矩陣互動為基礎之服務系統的經驗矩陣互動為基礎之服務系統的經驗矩陣互動為基礎之服務系統的經驗矩陣 

PR 衡量物種在短期間移除/加

入之前後的績效差異 

 衡量服務流程中，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雙

方互動所產生的服務績效差異 

用來監督服務流程中，互動的適合度

(fitness)的稽核點 

UR 衡量物種經過長期間的適應

後，移除/加入另一物種之前

後的績效差異 

 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雙方互動所累積的

PR，與建立長期關係取得的效益，兩者

彙總後所得到的最終服務績效，稽核點

在於流程結束時 

ED 衡量特定的物種在適應於另

一個物種之後，因為另一物

種的離開所造成的績效損失 

 在雙方建立起長期相依的關係後，將此

關係剝奪所帶來的績效損失 

 

簡言之，一項服務完整的傳遞必須透過多次的互動來以產生服務績效的差異

(PR)，每次互動都將使服務績效逐漸提昇(PR 不斷累積)；同時，雙方也將因為屢

次的互動慢慢建立起長期互依的關係，若此時將這樣的信賴關係剝奪，則會產生

績效上的損失(ED)，例如：長期契約建立後毀棄時所需付出之轉換成本。 

結合多次互動的績效(PR)及相依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ED)，構成服務達成的

最終服務績效(UR)。將三者的關係以公式表達如下式： 

ΣPR + ED = UR                    (1) 

儘管已經提出如何計算出最終服務績效的方法，然而 PR 的計算必須透過服務績

效差異的衡量而得知，ED 的計算也必須衡量放棄此服務所帶來的轉換成本。這

兩項數值都無法直接在服務進行的某一時點測得，因此必須利用生態學上共生關

係所利用的方法，將PR與ED的衡量轉換為以Lifetime Reproductive Success(LRS, 

Mazancourt, et.al., 2005))為基礎的計算方式。LRS 為一物種的終身成功繁殖數

目，常被用來衡量此物種的生存能力，換句話說，此物種一生中能夠繁殖的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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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越多，代表其適於生存的能力越強；若將 LRS 的意義代入服務評估模式當

中，可以用 Interactive Fitness(IF)表示其服務績效，績效越是良好，服務在體驗

互動下能夠生存的能力就越高，LRS 與 IF的類比對照如下 附錄 表 2. 所示： 

附錄 表2.  LRS 與 IF對照表 

 

透過生態學中 LRS 與服務系統中 IF的類比對照，可以將計算共生關係帶來

利益的行量方式應用於服務當中，建立本研究中最核心的 E-QUAL服務績效量

化模式，將 PR、ED、UR 等衡量準則代換至服務衡量中，使原先無法量化評估

的服務績效能確實被衡量，E-QUAL所使用之實際衡量架構如 附錄 圖 4. 所示： 

Lifetime Reproductive 

Success (LRS)  

 Interactive Fitness (IF) 

物種的個體適應值的評估 衡量的目標 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間互動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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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膀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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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生命期限 L L：服務整體流程的投入成本 

每年新成員的平均生育力 

i 表示每年，g為所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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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4.  E-QUAL服務績效量化衡量架構圖 

 

在生態學當中，影響物種 LRS 的因素很多，環境的溫度、土壤、雨量，抑

或是物種本身的體重、毛長等，都有可能影響到物種生存的能力；在服務當中同

樣有許多的因素會影響服務的績效，因此在計算服務中的 IF時就必須找出這些

影響的因素，以及各因素影響 IF的相對權重比率，才能將服務過程中這些因素

的實際測定資料加入運算，影響 IF的相關因素整理如下 附錄 表 3. ： 

附錄 表3.  IF 相關因素定義表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因素的定義因素的定義因素的定義因素的定義 

可靠性(Reliability) 服務結果與期望的一致性 

有回應力(Responsiveness) 由自願或準備好的人員提供服務 

勝任程度(Competence) 擁有必要的技能與知識去提供服務 

使用性(Access) 易接近的與容易接觸 

禮貌程度(Courtesy) 具有禮貌性、尊重、體貼及親切的接觸人員 

溝通(Communication) 維持顧客相當程度的語言能力，可以與他們溝通 

可信度(Credibility) 可信賴的、可相信的程度，誠實 

安全感(Security) 免於危險、風險或是懷疑的情境 

理解/認知(Understanding 

/Knowing) 

因顧客涉入而獲得並了解顧客的需求的成果 

有形資產(Tangibles) 服務實體的結果呈現 

在確實找出 IF相關的影響因素以及其對應權重後，便可將各個因素與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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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帶入上述量化衡量架構中計算 IF，其式如下： 

[ ]nn XXX
eRE

βββ +++= ...2211)(
               (2) 

E( R ):服務績效期望值 

X:各項影響 IF的因素正規化後的實際測定值 

β:各因素的相對權重比率 

藉由各項因素與權重比率所構成的向量值，並透過指數分配將數值範圍調整後，

即可得出服務績效的期望值。 

雖然一項服務的績效可以從 R 的計算測定，然而 E-QUAL不僅要就績效考

量，也必須從服務的生產力(Productivity)思考，服務水準的評估不能光看服務的

績效，在提高服務績效的前提下，也必須相對的要盡量降低投入的成本。因此除

了 R 計算之外，IF的計算還必須針對成本性因素作同樣的測定。 

[ ]nn XXX
eLE

ααα +++= ...2211)(
               (3) 

E(L):服務成本期望值 

X:各項影響 IF的因素正規化後實際測定值 

αααα:各因素的相對權重比率 

將各個影響投入成本的因素代入計算後，即可算出成本方的期望值，此兩者

必須共同考量，才能得出績效與生產力因素共存的 LRS 期望值，由於績效指標

是正向影響 IF，成本指標則是負向的影響，故成本方必須以其倒數作計算，才

能表達出成本越高、生產力越低的狀況，因此可以得到 IF期望值公式： 

)(

)(
)IF(

LE

RE
E =

                     (4) 

在瞭解 IF的計算方式後，便可將 PR 與 ED 的計算以 IF代換，從服務的共

生定義中可得到如下 附錄 圖 5. 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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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5.  IF 評估模擬圖(假設互動情況發生) 

 

在一項服務的進行中，PR 將會是一項不斷進行的作業，每一次雙方面共創

價值時，便會產生新的 PR，此時的 PR 即為雙方互動前後 IFPR的差異，進行第 t

次互動作業時的 PR，即為第 t 項 IFPR的增差： 

PRt =ΔΔΔΔIFPRt = IFt-IFt-1                         (5) 

ED 則需要計算夥伴關係解除後所產生的損失，同樣必須以 IFE來計算，IFE

即為 ED 產生時夥伴關係解除前後 IF的損差，可列式為： 

ED =IFE = IFED-IF0                    (6) 

將 PR 與 ED 利用上述公式計算後，將兩者加總，代入計算 UR 的公式得到

最終的服務績效： 

UR = ΣΣΣΣPR + ED =
)IF(IF)IF(IF 0ED

n

1t

1-tt −+−∑
=

      (7) 

 

透過標準的計算方式，能夠確實將服務績效以量化的方法衡量。 

 



 125 

第第第第5節節節節     E-QUAL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績效改善績效改善績效改善績效改善 

E-QUAL的目的為獲得服務體驗績效的量化指標，但在服務科學中，最終的

目的在於達到服務整體的改善與創新，所以如何透過量化指標的結果來對服務績

效作適當的監控與管控，當服務的績效值不如預期時，能夠透過這些數據回溯至

影響的因素，進而因應產生改善的方法。提供客服人員給顧客時，可依顧客的需

求，能從中提供最符合顧客需求的客服人員提供顧客服務，將可確保顧客的滿意

度在一定的範圍內，這是依據顧客的需求(Customer Input)，利用 QFD 的方法，

確保後續互動過程中服務品質的服務體驗管控；以目前所能提供的服務人員，提

供給顧客，並同時訂立服務品質的指標，若客服人員在一個服務的階段即將結束

時，仍尚未達到該階段服務體驗品質的指標，就必須採用 SPC 的管控方法，督

促客服人員提升服務水準，以降低服務經驗品質的落差。利用這樣一連串的管控

流程，達到服務品質改善，進而控管服務品質的目標。 

服務績效最終量化結果 UR 已經能從 LRS 基礎的 IF計算得到，然而服務的

好壞並不能單從 UR 的大小看出，UR 可用來比較兩次服務相對的績效，但不能

直接由計算獲得的數值判定服務的好壞，因此必須回歸到 iDesign 分類架構中各

類型服務的原始屬性，由於 iDesign 的各服務類型屬性本就是其共生關係成立的

條件，因此利用此條件的績效指標達成度，可驗證服務是否滿足服務與體驗之共

創價值，iDesign 架構中各服務類型績效達成屬性條件如下 附錄 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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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6.  iDesign 各類型績效指標 

每一個服務類型所需滿足的條件皆不同，例如類型 IV 中，UR 必須大於設

定門檻值δ，ED 也必須達到門檻值α，而在前此的每次互動所產生的 PR 也必

須達到門檻值β，門檻值的設定隨著服務的型態而有所差異，端看服務控管者為

服務定下的績效指標，這些指標則是從第一個步驟的目標設定而來，因此顧客與

服務提供者都參與了制定的過程，當所需滿足條件都達到時，才能認定其達到體

驗共生關係，換言之，此次服務是雙方體驗共創價值的良好服務。然而若共生關

係未能達到，表示服務的績效異常，即投入的各項元素未能有效的達到共創價值

的目標，此時便需利用 SPC 回溯至初期計算 IF所使用的各項因素，將影響績效

不佳的因素加以改善，各項因素的增減直接反映出 IF的大小，改善後便能得到

立即性的績效量化值變化，如此反覆的進行此檢核的步驟，透過調整將績效不斷

提昇，直到 PR、ED、UR 三者皆通過門檻值，此次服務才滿足共生關係。透過

這樣不斷檢視的流程，能夠有效且系統化的將過去無法應用在服務品質控管方式

加以運作，達到服務績效改善與服務品質控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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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6節節節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iDesign 服務創新價值鏈以服務科學、生態學、體驗經濟、以及傳統服務管

理學為背景，透過三大步驟：iDesign 架構分類、從生態學借用 LRS 化為 IF作服

務體驗績效的量化計算、並結合 SPC、QFD 的方式，建立 E-QUAL 服務體驗模

式以驗證績效，完成從前服務品質衡量無法達成的系統化量化模式，將服務的創

新價值正確呈現，獲得服務績效的真實利益，並針對績效不良之處不斷改善，成

為服務績效衡量與稽核的標準化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