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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2 使用者研究
Research & Design on User Experience

Week 07

交大 應用藝術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通所

Dr. 莊雅量

本週課程大綱

• 各組報告:
1. 研究問題

2. 初步分析結果與發現

• 創造使用者經驗

• 下週進度

顧客經驗

• 一般的經理人可能以為，公司只要賣產品或服務給消費
者，就算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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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8/blog-post.html 

1. 45% 服務不良
2. 20% 未獲重視
3. 15% 產品價格較貴
4. 15% 產品品質不好
5. 5% 原因不明

• 但競爭激烈的市場上，企業卻常常面臨顧客流失的問題，
美國研究機構發現，流失的原因大致可歸納為：

顧客經驗

• 今日的顧客己厭倦被當成「會走路的錢包」

• 企業應該先深入思考，顧客重視的是「什麼」及
「為什麼」。

• 客戶期望的產品品質及服務品質面向，可分為
三種層次：

• Must 基礎的：50 分

• Needs 客戶要求的：75 分

• Desire 顧客渴望的：9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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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y Ive, Direct Human Interface at Apple
http://yowureport.com/?p=2757

• Q: What are your goals when setting out to 
build a new product?

• A: Our goals are very simple - to design and 
make better products. If we can’t make something 
that is better, we won’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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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standard.co.uk/lifestyle/london-life/sir-jonathan-ive-the-iman-cometh-7562170.html

Jony Ive, Direct Human Interface at Apple

• Q: Why has Apple’s competition struggled to do 
that?

• A: That’s quite unusual, most of our competitors 
are interesting in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or want 
to appear new - I think those are completely the 
wrong goals. A product has to be genuinely 
better. This requires real discipline, and that’s what 
drives us - a sincere, genuine appetite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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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standard.co.uk/lifestyle/london-life/sir-jonathan-ive-the-iman-cometh-7562170.html

Sir Jonathan Ive:

• Q: When you are coming up with product ideas 
such as the iPod, do you try to solve a problem?

• A: There are different approaches - sometimes things 
can irritate you so you become aware of a problem.

• What is more difficult is when you are intrigued 
by an opportunity. That, I think, really exercises the 
skills of a designer. It’s not a problem you’re 
aware of, nobody has articulated a need. But you 
start asking questions, what if we do this, combine it 
with that, would that be useful? This creates 
opportunities that could replace entire categories of 
device, rather than tactically responding to an 
individual problem. That’s the real challenge, and 
that’s what is exc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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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standard.co.uk/lifestyle/london-life/sir-jonathan-ive-the-iman-cometh-7562170.html

Sir Jonathan Ive:

• Q: How do you know consumers will want your 
products?

• A: We don’t do focus groups - that is the job of the 
designer. It’s unfair to ask people who don’t have a 
sens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 tomorrow from the 
context of today t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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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Jobs: Focus on Experience

• Jobs喜歡強調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強調人機界面
(user interface)。這兩點都是蘋果產品的重點。早期使用蘋果我

喜歡的就是人性介面(Human Interface)！人性介面就是使用
者經驗和人機界面的綜和。

• Jobs先幫顧客先設計先使用，你相信他，跟著用就對了？！
Why？
因為以往的經驗：Mac，iPod，iPhone帶來你的信心。
因為他的龜毛要求：完美，精緻，簡單。
因為他知道規格不是重點，“好用”才是目的。
因為他知道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什麼目的，用什麼東西。
因為......
因為......他知道你現在想要或是將來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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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0/04/ipad_05.html

John Sculley對蘋果和Steve Jobs的回顧

John Sculley認為Steve Jobs 25年來做事的方法仍然沒變！：

1. Beautiful product (漂亮的產品)
He always love beautiful product, especially hardware. 
The thing that connected Steve and me was industrial 
design. It's wasn't computing.
他總是喜歡漂亮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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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0/10/john-sculleysteve-jobs.html

John Sculley對蘋果和Steve Jobs的回顧

John Sculley認為Steve Jobs 25年來做事的方法仍然沒變！：

2. Experience of user (使用者或是顧客經驗)
He always looked at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was the user's experience going to be? Steve had this 
perspective that always started with the user's 
experience, and that industrial design wa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that user impression. 
他總是以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產品該走的方向。

以使用者經驗為出發點，而強調工業設計是帶來使用者印
象的無可比擬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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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0/10/john-sculleysteve-jobs.html

John Sculley對蘋果和Steve Jobs的回顧

John Sculley認為Steve Jobs 25年來做事的方法仍然沒變！：

3. Perfectionist (完美主義者)
He was a person of huge vision. He was also a person 
that believed in the precise detail of every step. He was 
methodical and careful about everything, a perfectionist 
to the end. 
他是一個有巨大遠見的人。他注重每一個小步驟、小細節。
他有系統地注意到每一個地方，是個絕對完美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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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0/10/john-sculleysteve-jo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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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culley對蘋果和Steve Jobs的回顧

John Sculley認為Steve Jobs 25年來做事的方法仍然沒變！：

4. Minimalist (極簡主義、精實主義)
I remember going into Steve‘ house ad he had almost no 
furniture in it. He just had a picture of Einstein, whom he 
admired greatly, and he had a Tiffany lamp, a chair and 
a bed. He just didn’t believe in having lots of things 
around but he was incredibly careful in what he selected. 
The same thing was true with Apple.
我記得當我進入Steve家中時，我發現他幾乎沒有家具，只
有他崇拜的愛因斯坦相片，一個Tiffany燈具，一張椅子和一
張床。他不相信他周遭有必要放那樣多東西，但是他對於他
所選用的東西極端謹慎挑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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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0/10/john-sculleysteve-jobs.html

John Sculley對蘋果和Steve Jobs的回顧

John Sculley認為Steve Jobs 25年來做事的方法仍然沒變！：

4. Minimalist (極簡主義、精實主義)
What makes Steve' methodology different from everyone 
else's is that he always believed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you make are not the things you do--but the 
things that you decide not to do. He's a minimalist. 
做事的方法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相信成功的決策在
於決定不做什麼事，而不是做什麼事 (有所不為重於有所為
)。

14

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0/10/john-sculleysteve-jobs.html

About UX: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out UX: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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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X: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out UX: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ollywood電影的特徵

• 左撇子的電影博物館 :: 痞客邦 PIXNET ::
• [本月推薦] 近有什麼好看的電影阿~? 2012 10月
• 施伊粧電影院

19

IDEO：
Redefining Self-Service Banking

Source: http://www.ideo.com/work/redefining-self-service-banking-for-b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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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
Redefining Self-Service Banking

UI與UX 的差異

UI ↑

UX ↓

10/30 Team Home Work：

• 分析所收集到的資料。

• 11/6 報告內容：

• 研究問題

• 使用者研究方法

• 分析結果與發現

• 產品或服務的定位：要給人
什麼樣的“經驗”，請想辦法
精鍊成15～25字左右的故
事。

• 有哪些現有產品或服務？

• 競爭或創新優勢在哪裡？
23

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華碩是台灣IT界 具創意的公司，在2007年6月5日在台
北的COMPUTEX Taipei，華碩發表“ Eee PC”更使它後來
一戰成名，是公司有始以來改變PC界傳統筆電產業中
具創意的產品。

• Apple在2010年推出iPad，一年多後華碩推出Android平
板：Transformer變形金鋼，一個廣告裡美化為是平板也
是筆電的產品。而後沒半年，再度推出Transformer 
Prime至尊變形金剛。

24

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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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但華碩Transformer Prime推出後鍵盤觸控面板不順、鍵
盤和螢幕轉軸閉合不合順、頭(螢幕)重腳(鍵盤座)輕、等
都還算讓擁護的死忠用戶忍耐，

• 但馬上就因GPS問題，引起 更大的注意和抱怨。

• 也因是用Android 3.21版作業系統，升級又慢，讓大家不
滿。

• 華碩至尊變形金剛的預購竟然只有200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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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華碩今年再度推出PadFone，一個是手機，又可變形為平
板，再變形為筆電的產品。是一個比變形金鋼還會變的產
品！

• PadFone的價格：
手機，空機：17,990元。
手機+平板+藍牙耳機筆：24,980元。
手機+平板+藍牙耳機筆+鍵盤底座，
賣27,980元。

• 所以，只要用24,980就能買到手機+
平板，這樣應該很划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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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只花24,980就能買到手機+平板，這樣應該很划算吧！

• 非也，因為離開手機，平板是廢鐵！而平板賣24,980元又
太貴了！

• 若再加300元(27,980)元你可買一支手機、一個平板、一
個筆電？

• 當然也非也，因為離開手機，平板是
廢鐵、鍵盤底座也是廢鐵。而沒筆電
功能的假平板筆電賣27,980元也又
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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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使用者經驗”和裝置的成功有絕對的關係

• 當顧客端的“使用者經驗”差時，將來他不會再買也
不會再建議他人買同樣裝置， 終導致廠商產品賣
不出去。

• 同樣的ㄧ開始就誤會平板地位的廠商，因慨念而導
致設計錯誤，可欺騙一時的顧客，當 終產品還是賣
不出去。

• 以為平板和智慧型手機可用同樣App的Google，就是
患這個錯誤，

• 以為平板不過就是變型傳統電腦的微軟，也就是患
同樣另一端的錯誤，所以讓蘋果iPad所向無敵！

28

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ip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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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為何ASUS這般法拉第級的產品會輸給三星的平板？
兩者同樣是Android平板，缺乏良好的第三方App，但
三星平板有何利害處？

• 簡單而言，GALAXY Note就是更像蘋果iPad！
同樣簡單使用！加上AMOLED的螢幕、S-Pen、尺寸訴求，
簡簡單單地打敗變形金剛。

• 品質不算外，原因就在於產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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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iPad的地位的確和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有重疊處，但想
把iPad當電腦用的人， 終會失望，因為iPad無法取代電
腦，以為智慧型手機可取代iPad的人， 終也會失望，因
為目的用處和UI不同！

• 一但你把手中的裝置當做其他不同類的裝置來操作時，
終你會因為“使用者經驗”的失望而放棄。

• 把鍵盤加入平板，蘋果的第一代就嘗試過；但蘋果後來發
現“買iPad的人不到20%會買鍵盤”。UI的對不對，決定了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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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我們可想像買或使用Transformer Prime至尊變形金剛的
顧客，他絕對不會是老人，也不是小孩，也不是家庭主婦
，一定是專家科技宅男。所以一開始對象已限制。

• 他會幻想他要把 Transformer Prime當筆電使用。當他開
始使用後，突然他會發現，出外時帶著平板，已有人嫌大
，但你卻要另外帶著鍵盤。即使可合起來，再超薄的平板
也變超厚。 於是攜帶性變小了，接著你想它放家中或辦
公室內。但如此一來，你旁邊已電腦或是筆電！

• 更何況，它根本無法取代筆電的功能。

• 而且Android的App會讓平板使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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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想買PadFone的顧客，他也一樣絕對不會是老人，也不是

小孩，也不是家庭主婦，一定是專家科技宅男。而且他一
定沒智慧型手機，或是手機達升級階段。所以一開始對象
也一樣更限制。

• 他一樣也一定會幻想他要把PadFone當筆電使用，更想
省錢買平板。但他將面對用平板時、用假筆電時無手機用
的窘境。也同樣會出現不知同時要帶平板座和鍵盤座的
外出的難題。

• 帶時行動裝置的便利性完全消失，
不帶時又嫌可惜，失去你買它的理由！
所有Transformer Prime的難題一率
帶進來，且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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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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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的創新中所隱藏的問題

• 華碩又已出貨Ultrabook，你可想像一個顧客進入華碩專
賣店時，店員不知如何要介紹他買Transformer Prime、
PadFone、Ultrabook的難題！因為讓顧客以為
Transformer Prime可代替筆電，以為PadFone可代替平
板和筆電，那麼華碩的Ultrabook要幹嘛？

• 如果喪失產品定位，創新就不存在！因為沒有市場就沒
有創新。

• Steve Job: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decide not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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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4/blog-post_09.html

Killer Applications

• iPhone: Internet-http://www.youtube.com/watch?v=0lfmlKYZ-vU

• iPhone 4: Facetime-http://www.youtube.com/watch?v=yatSAEqNL7k

• iPhone 4S: Siri-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b5breW-J0

• iPhone 5: Map- http://www.apple.com/ios/maps/

• iPa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iUs8HQu_1o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RwBpjm2kQE
• iPad 2: Smart Cover- http://youtu.be/pbl_6DmzO4g

• 強調光光技術是不夠的，使用經驗才是重點。技術必須結
合藝術人文，結合人性，才會讓你的內心產生共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2LLSrlKr3c
34

品味與美感

• 其實IT產品的美學的著重點，不只在於硬體，更重要的，
在於軟體 ! 甚至於是公司網頁設計(虛擬店面)，實體店
面，使用說明，產品包裝，等等，缺一就變醜。

• "美"常常是直覺的，但卻不知不覺的進來使用者或是顧
客的腦海，進一步透過使用者經驗，控制你。

• Steve Jobs要所有買蘋果產品的人一開始拿到產品、打
開包裝、的那一刻，就開始有“使用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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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0/05/blog-post_03.html

成功的使用者經驗

36

品牌

產品 服務

人才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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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不會愛你」

• 首先，李大仁從來不忘記程又青生日，記住重要的節日真
的很重要，單身的夥伴啊，不要都挑情人節跟生日那天告
白，其實人家那天人家不一定有心情理你，有但你心儀的
對像一定有某天很需要人陪，只是你們平常都不真正的
關心人家，永遠都不去理解到底是哪一天。

• 再來，李大仁的體貼，是站在對方的角度想的，傾聽多過
說教，你們約人家出去的時候，是不是都忘了傾聽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了呢？然後批哩趴拉的一直說自己的事...重
點就是站在對方的角度想，程又青在李大仁去新加坡之
後，一個人去居酒屋，忘了帶錢，誰知道老闆說：「妳男朋
友幫你先付了2000了」

• 當然，他那時其實還不是她的男友，但他始終站在她的角
度想，想連她自己都沒想到的事。

38

Source: https://www.facebook.com/WonderoaBlogForWonder 10/30

「我可能不會愛你」

• 後，你們一定要提升速度，李大仁的隨Call隨到，在影
片裡面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你們錢包裡一定要多帶
兩百塊，好臨時搭計程車，手機睡覺的時候一定要充電，
沒接到保證你後悔，機車平時一定要加滿油，臨時加油你
會想搥心肝，平常 好多檢查Line，隨Call隨到，而且速
度要夠快，就像我們一起作戰的時候，我一直跟你們強調
Pivot的時候腳步要夠快，提升「轉速」，在這裡，速度也是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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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www.facebook.com/WonderoaBlogForWonder 10/30

10/30 Team Home Work：

• 分析所收集到的資料。

• 11/6 報告內容：

• 研究問題

• 使用者研究方法

• 分析結果與發現

• 產品或服務的定位：要給人
什麼樣的“經驗”，請想辦法
精鍊成15～25字左右的故
事。

• 有哪些現有產品或服務？

• 競爭或創新優勢在哪裡？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