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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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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

•設計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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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

• 設計的流程

創意發想 確立主題 設計細節 行銷上市

(Rampino, L. (2011). The innovation pyramid: A categorization of the innovation phenomenon in the 

product-design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5(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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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

• 設計的流程

創意發想 確立主題 設計細節 發表上市

(Rampino, L. (2011). The innovation pyramid: A categorization of the innovation phenomenon in the 

product-design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5(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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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5)

•尋找 idea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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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5)

• 尋找 idea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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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使用者調查方法。

SAYSAY DODO SAYSAY 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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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曾被訪問，你有什麼樣的經驗?

SAYSAY

DODO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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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表象下，
使用者擁有深刻的知識與想法。

SAY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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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使用者研究方法。

SAYSAY DODO SAYSAY 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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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表象下，
使用者擁有深刻的知識與想法。

Sourc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YIOIM6hH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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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表象下，
使用者擁有深刻的知識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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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Mapping的出發點

• Participatory Design: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邀請使用者參與
產品創新的發想。從中歸納出潛在的需求；並以情境化的方
式，激盪出有趣的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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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Mapping的操作方式

• 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邀請使用者參與產品創新的發想;
藉由提供使用者適當的表達工具，協助設計師了解消費者
的潛在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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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表象下，
使用者擁有深刻的知識與想法。

SAYSAY

DODO

MAKE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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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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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mapping?

一個多角度瞭解研究/
設計對象的生活情境與
生活經驗的方法。

其將能提供設計師
一份有如地圖的指引，
協助其創造成功的
使用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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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mapping: Main principles

• …

21

• Expert of his/her experience
• Make and Say tools
• Rich data

• Users are present in early stage
• Research and Design merge
• Rich Visualizations

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夢想是促進人們成長與前進的驅動力量，
從小到大，
我們每個人都曾有過或大或小的夢想，
引領我們一 步步的學習與成長。
在實現夢想的努力過程中，
我們也因為認識了更多的朋友而使得人生變得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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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夢想是促進人們成長與前進的
驅動力量。

在實現夢想的努力過程中，

我們也因為認識了更多的朋友而
使得人生變得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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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第一階段：探索各自的夢想經驗

從小到大，
我們每個人都曾有過或大或小的夢想，
引領我們一 步步的學習與成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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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第一階段：探索各自的夢想經驗

從前，您可曾有過什麼樣精彩的夢想？
或者對於他人的夢想留下深刻的印象。
後來，你或你的朋友如何實現這些夢想。

上大學後，您可曾有過什麼樣充滿希望的夢想？
或者對於他人的夢想留下深刻的印象。
現在，這些夢想 怎麼了？有哪些實現了嗎？

對於未來，你最津津樂道的夢想或憧憬是什麼？
現在，你手中已擬定什麼樣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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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observation
• 觀察設計對象、瞭解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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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Design the Toolkit
• 收集相關的材料（文字、圖片、插畫等）、製作研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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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Make the collage
• 尋找適合的對象，邀請他們運用所準備的工具，表達出他們的想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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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Understand the Collage
• 當他們完成後，請他們說出其製作與編排的意圖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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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Make the conclusion
• 分析/統合所有受訪者的意見，歸納出整體

的看法，並描繪出設計對象的特徵與屬性
(Persona)，以提供設計師在產品設計過程
中，確實思考如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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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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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 分組、
• 分享各自的夢想經驗
• 挑選出有創意的機會點

11/27
• 分析、綜合各人的經驗
• 挑選出最有賣點的主題
• 發展產品或服務的概念

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第一階段：與成員分享您的夢想經驗

請與同組的同學分享您的夢想經驗，
並在分享的過程中，
寫下三個讓你印象深刻、或你最喜歡的概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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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第二階段：統整出三個最有趣的主題

統合各位同學所挑選的概念，

歸納出三個最有趣、最有賣點、或最有發展性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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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題：夢想經驗
第三階段：篩選出一個主題，並發展產品或服務的概念

評估各選項的優劣，並篩選出一個最佳的主題。

接著開始發展相關的產品或服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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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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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目標使用者對於你們所提設計概念的看法
• 搜尋現有的產品或服務概念
• 評估設計概念的可能性(市場接受度、技術可行性等)
• 擬定具體的設計提案或企劃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