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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創新概念及常用流程與方法 
～葉惠娟，2013服務創新導引師培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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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基本特色 

無實體性 
(intangibility) 

不可分割性 
(inseparability) 

異質性
(heterogeneity) 

易消逝性 
(perishability) 

知識與無形資產的 
規模與範疇經濟 

技術的社會塑造 
(經濟社會context的影響) 
7-11在日本與台灣因為

地狹人稠而成功，成為佔
據街角的便利連鎖店 
在美國則多與加油站
綁在一起 

投入產出不成比例 

生產與消費的互動與共地性 
(co-location)：需要「平台」 
但書：共地性的突破→delivery的
方式與技術 
ICT應用 
人的移動 
異地提供、複製與在地化 
內外組織流程的改變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陳信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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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創新的力道  是長期持續的累積 
供應鏈的關係 

 製造：上下游關係較明確，可形成產業族群 
 服務：相關元素多呈分散化的網狀關係，且無實體性會限制對相

關元素的需求；反向產品生命週期 

創新的型態 
 

3 
資料來源： Thurter, 2005。 

製造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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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導向與服務導向的差異 

產品導向 
 Selling products 
 Competitors 
 Quality 
 Factory 
 Roads & Trucks 
 Systems thinking 
 Outsourced market research 
 Management 
 Big, loud brands 
 Incremental improvement 
 Close innovation 
 Outsourcing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ferings 
 Web 1.0 (free digital 

newspaper) 

服務導向 
 Delivering experiences 
 Customers 
 Personalization、客製化 
 IT 
 Internet 
 Design thinking 
 Internal ethnographic studies 
 Entrepreneurship 

(confidence + uncertainty) 
 Authentic brands 
 Game-changing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Employee engagement 
 Collaborative structures 
 Platforms 
 Web 2.0 (digital 

collabora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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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是一個傳遞價值給客戶的整合流程 

Service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Solution 
Packaging 

Installation 
And  

Execution 

Education 
And 

Comm.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Customer 
Value 

Quality Feedbacks 

Design for Serviceability 

M.o.T touches every process 

Customer Values 

Value 
Confirmation 

資料來源: 緯創軟體副蓊事長, 龍偉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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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就是顧客體驗的旅程 

為了提供使用者最愉悅的體驗，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
檢視客戶在服務體驗旅程的所有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 TNO， 2009 &  Peer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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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是一個客戶體驗旅程   
價值會在每個“MOT”上被傳遞 

Customer Values 

服務介面 (Touch Point) 

關鍵時刻(Moment of Truth, M.O.T) 
北歐航空公司(SAS)的前任董事長
Jan Carizon 在其著作『關鍵時刻』中
提到，任何一位潛在的客戶和提供服
務的組織接觸時，在初接觸的15秒內，
就會對該組織及其服務的整體產生

一個印象，這個觀點會她下一次使否
會繼續購買或接受這家組織及其服
務，並影響他人 

所有服務使用者可能與服務提供者
接觸的介面~產品、人員、人機介面、
設施 等等 

資料來源: 修改自IBM龍偉業顧問, Peer Insight 

服務系統 
 (軟硬體、支援體系) 



8 
本資料為工研院智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襲或複製 

den Hertog的服務創新四個面向 

新服務概念 
(New Service Concept) 

(面向1) 

新客戶介面 
(New Client Interface) 

（面向2） 

新服務遞送系統 
(New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面向3） 

 

技術選項 
(Technological 

Options) 
(面向4) 

實際和潛

在客戶的

特色 

現有與競爭

服務的特色 行銷與配銷 
能耐 

能耐、技能、現有與競爭

服務工作者的態度 
資料來源：翻譯自den Herto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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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的服務創新 

新服務概念 
影片租借 
會員制 

 

新客戶介面 
線上劉覽 
選片 

新服務遞送系統 
郵局宅配傳遞 

線上觀賞 

技術選項 
影片資料庫 
On-line 選片

觀賞介面 
 

資料來源：翻譯自den Herto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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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百視達的DVD 租借服務 

資料來源:  Peer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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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視達的客戶體驗旅程 

資料來源:  Peer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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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創造了新的客戶體驗旅程 

資料來源:  Peer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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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提供了不同的服務體驗旅程 
消費者每月付22美元，就可以不限量的租借DVD 、每次可

租三片 

顧客可以先到Netflix的網站去看DVD的介紹、影評、 其他
人的評分分享，決定是否參加會員及寫租片清單  

 Netflix以郵寄的方式將DVD寄送給顧客，顧客歸還時用事
先付費的同一個信封袋寄回 

 Netflix收到後，再依據租片清單順序，寄出DVD 

由於該公司擁有一萬八千部電影，顧客不必大排長龍，也
不必繳納遲交罰金 

Netflix 解決了消費者上傳統錄影帶出租店的麻煩 

資料來源: EMBA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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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多面向推薦機制讓會員影片選擇75%來自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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