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 焦 臺 北

兩

個銷售釣魚用品的業務員，年齡背景資歷相當，卻有
超過十倍的業績差異，業績差的被主管再三叮囑，說

要不斷對顧客強調自家產品的獨特賣點手感良好、材料與結
構堅韌又耐用、造型高雅不失活潑。這些特點的確讓他們的
產品在市場上具有高競爭力，研發與設計團隊也不斷推陳出
新，但經理人面臨的課題則是，該怎麼讓每個業務員創造高

汪建均

業績？業績優異的成功祕訣是什麼？這些祕訣又該如何導入
企業經營管理面，以持續發揮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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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均／遊石設計UXI Design服務設計暨策略顧問

服務設計

服務設計
激盪中小企業軟實力

聚焦臺北

報導常以「用心」形容卓越的服務業，指

模的企業，甚至是創業家皆不可或缺的重要觀

其協助企業有效地找到自身故事的「根」與讓

點。舉例說明「物件」跟「服務」的觀點轉變

人們感到「心」之間的真實交集，並將「心」

的關係：走進一家高級餐廳，餐桌位置上常見

化做實際行動、深化品牌、開發產品與設計服

折得挺直優雅的餐巾，不再只是注重吸水與環

務體驗，提供顧客覺得「貼心」的整體解決方

保的餐巾「物件」而已，而是貴賓服務體驗的

案，正是服務設計的價值所在。換句話說，對

實體「證據」(Service Evidence)之一。

於前述真實案例的公司而言，服務設計正是能
夠有系統性地、有效地「複製」與「建構」高
績效的成功秘訣。

設計，最令人激賞的就是創意力、實現力、
美學力、商業力四者的結合，設計與創新的緊
密連結不是只有推出新的產品，公司的流程、
運作、商業模式和組織架構，通通都可以是設
計與創新的範圍（注1）。
STARBUCKS是服務與設計強烈連結發揮綜
效的成功範例。公司成立初期對企業價值主

▲ 服務設計的目標：在服務提供者與顧客之間的交集，透過
用心的創意與以人為中心、同理心的設計原則，發揮創新
綜效（圖片來源 遊石設計）

張有了兩派定義：「我們是賣最棒咖啡豆的公
司」與「我們希望讓人們覺得每一刻都很有精
神」，顯而易見的，後者成為了企業的主要精
神指標，STARBUCKS所有的產品、空間、人

服務設計是什麼？為什麼要導入服務
設計？
服務設計…
…的目標是創造有用、好用、人們渴望、效率
好又有效的服務。
…是以人為中心的方法進行開發，聚焦於顧客
體驗與旅程，以提升服務前端的品質。

員、氣味、音樂、視覺、行銷活動等，全部依
循此精神進行設計，每一個與人們接觸的機
會，都具體塑造「讓每一刻都很有精神、很
有價值」的「服務」，有趣的是，在報導與
自傳中，STARBUCKS更闡述自己是服務業
的本質，只不過他們提供的主要產品是咖啡
（注2）。

…是一個需全面性地考量如何整合關於策略、
系統、程序、各種節點的設計決策方法。
…是根基於多元團隊合作，有系統地不斷地循
環、漸進與學習成長的過程指引。
服務，不再只是末端的客戶服務，對所有
使用者、顧客與消費者來說，一家企業、一個
品牌，不管在定位或登記的產業別來看，企業
所擁有與提供的所有人事物，都是人們接受服
務、體驗及品牌的各個緊密環節，這是各種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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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設計
的能力：以
「設計引領
Innovation)的
創 新 」 (D es ig
專業服務能力
n- dr iv en
，能夠有效地
下至上的構築
從上至下、由
服務創新（圖
片來源 遊石
設計）

（如與專業的空間與家具清潔公司聯盟），強

言，在競爭日益激烈與市場上推陳出新的高速

化為滿足顧客需求的整體解決方案，致力達到

變化中，找到一套能夠有效運用的新模式以獲

面面俱到、流暢好用的顧客服務，也延伸了產

致創新的解決方案，是最重要的課題，而這新

品本身的生命週期與應用領域的擴散。

模式，還必須饒富內涵與文化創意，讓以人為
中心的設計與創新及營運管理之間能互相融

計，正是當代最有力與最有效的新方式。

服務經濟時代的到來，反映著不管是B2B、
B2C與新興的C2C的市場上，顧客的轉變，早
已從單一產品與服務的集中使用，轉變為注重

（注4）、Wells Fargo Equipment Finance與GE
Capital合作推出家具的租賃服務，不但價格相
對低廉，也藉著租賃服務的合約與方案，確保
回收週期的循環，以完成回收，並且再製成同
樣高品質，但完全是由材料再生的產品，不僅
降低物料成本，更藉此讓人們更了解到他們對
生態與環境「服務」的承諾，亦提高了品牌的
價值。

整體解決方案，宛如置身於一個生態系統裡，
與各式產品服務系統(Product-Service System)

因此，導入服務設計的第一要點是：企業

之間的串連與循環使用，企業如何透過導入服

必須充分了解產品本身不是萬靈丹，要善用

務設計，設計各種新產品與服務，並能在企業

服務設計與開放式服務創新(Open Services

裡裡外外（前臺與後臺），創建數位與實體之

Innovation)的觀念，來設計新穎的商業模式

間的無縫鏈結，成為服務績效與營運效能的平

(Business Model)（注5），才得以強化產品與

衡關鍵。

各種解決方案之間的聯繫配合，擴大影響力
並建立更健全的獲利結構。

全球知名的辦公家具製造商Herman Miller，
早在多年以前，該產品已達到業界與市場的標
準巔峰，不但高度地符合人體工學與美學的設
計，所有零件與材料幾乎百分之百可以回收再
製，但發現問題在於，看似完美的產品，卻難
以達到原訂目標的永續標準：百分之百可回收
再製的家具，誰回收？如何回收？什麼樣的新
商業模式可以促成這樣的活動（注3）？

第二要點是：企業的成長與發展關乎於能否
快速反應人們需求，愈能無微不至服務客戶的
服務提供者，愈有機會成為最終的贏家，透過
服務設計的協助，服務提供者介入參與服務接
受者欲完成某一任務的整體活動過程，並關注
整體過程中，從使用與接觸到的產品、服務與
系統互動等之前、中、後的脈絡，意即展開時
間軸，以顧客旅程(Customer Journey)的觀點，

Herman Miller除了產品力高以外，亦充分了

彙整與重新檢視顧客在功能性（以釣魚活動為

解服務力更是成長與成功的關鍵，他們提供許

例，功能需求為適合在海邊釣魚的相關用具

多針對不同場域（家庭、辦公、醫療、學校

與裝備，而且容易上手與操作）、情感性（希

等）的服務解決方案，幫助客戶規劃、挑選、

望去海釣時能夠教會兒子釣魚，以後一起去釣

設計最適合的組成，也與許多相關企業合作

魚一定會很有趣）、甚至是社會性需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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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導入服務設計？

幾年前Herman Miller念頭一轉，與CORT

服務設計

合。近年在全球產官學均蓬勃發展的服務設

聚 焦 臺 北

對企業經營者或是第一線「企業戰士」而

聚焦臺北

同事朋友們知道我是個熱愛戶外活動、而且很
有耐心的人）的脈絡交集中每一個服務接觸點
(Touchpoints)，補強服務內容，或是發掘差異
化的設計機會，甚至是新商機，這也是本文一
開頭那位高業績業務員成功的祕訣，他不是賣
釣魚用具給客戶，而是在瞭解客戶的需求與能
力以後，一路協助客戶尋找、挑選、備齊所有
跟釣魚行程有關的資訊、書籍、用具、服裝等
用品，換言之，他陪伴著客戶走完整個旅程，

▲ 服務設計工具集：部分節錄各式各樣的服務設計工
具，如何依照需求量身打造最有效的設計方法，但
能夠不陷入工具與方法的迷思之中，才是最重要的
（圖片來源 Service Design Tools（注7））

讓客戶成為釣魚達人，讓自己成為最了解客戶
與該行業的服務達人，客戶自然絡繹不絕，業

性與可被衡量的方式，持續改善現狀的漸進式

績節節攀升，是為「用心」化做實際行動最佳

設計，提升成為整體服務體驗與解決方案之發

好範例。

展藍圖。
換言之，由於服務的提供需橫跨多重職能的
整體串連，有效的整合與校準(Alignment)企業
策略意圖(Strategic Intent)與實際服務體驗，讓
顧客真實地體驗與瞭解到企業設定的核心價值
是最重要的目標。因此，在服務設計導入的第
一階段，企業內不同職能與多元背景團隊的組

程，
車服務的顧客旅
的服務設計：租
含了人
包
也
，
點
▲ 重視顧客旅程
觸
接
體與數位服務
象深刻的
包含了各種實
人覺得貼心與印
令
造
創
以
助
輔
注6））
（
ity
或是科技的
bil
hta
圖片來源 Delig
（
」
點
亮
務
服
「

建需依循服務設計的目標，透過跨部門運籌團
隊的設立，或是服務設計專家與顧問的協助，
以強調「服務提供者」、「服務接受者」、
「服務設計與創新引導者」三者共同進行設計
的方式，在整體創新或是專案發展的過程中，

怎麼導入服務設計？從哪裡開始做？

不斷地循環檢視，以確保服務設計與創新的成

服務設計伴隨著來自各領域的知識、方法與
數種工具，對欲導入服務設計的各規模企業，
在實際執行上若是對方法不熟悉，可經過服務
設計師、專家或顧問的深入協助，與企業服務
團隊掌握企業與服務特質，方能打造客製化的
服務設計與創新的方式，並更加確保在服務的
設計與創新的過程，多元背景的服務團隊以更
緊密與更有效的方式協助發展，如此一來，服
務設計不但幫助企業洞察先機，更能夠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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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設計導
入模型，注重
在與企業內外
過「共創設計
之間，透
」的方式，營
造一個緊密合
時空，來確保
作的
服務設計能夠
確實地被執行
創意轉變為實
，從
質的創新成效
（圖片來源
Hicks&遊石設
D av id
計）

聚 焦 臺 北

果得以導入市場，對中小企業而言，扁平化的
組織營運與管理方式，確實比大企業科層式的
組織有更多機會進行服務設計創新，因為合作
更緊密、反應更快速，同時具有更多的動能追
逐創新。

服務設計

在我們為一間知名文創公司進行服務設計顧
問服務時，與其企業執行長、高階管理階層在
一開始就組建的服務團隊，其中，更包含各部
門主管與各部門最前線的主力員工，職能範圍

業服務等主要營運部門，我們從品牌價值主張
與顧客體驗之間的落差，尋找更能滿足市場與
顧客的創新服務機會。在此專案過程中，更邀
請了數位與此企業關係緊密的忠實顧客與業界
專家共同參與以創造出新服務。
服務設計透過如此共創方式，能夠確實地
獲得顧客的洞見，而這階段，也是服務設計團
隊組建後，最應當持續深化到企業工作內容與
文化裡的重點，亦即透過有效與系統化的方

▲ 服務藍圖範例：透過服務藍圖的協助，可以清楚的將顧客服務
接觸點背後的支援結構規劃出來，是服務設計中非常好用且重
要的工具（圖片來源 Hyggie（注8））

荷蘭一間名為Insinger de Beaufort的銀行，
近年推出一個名為「鞋盒」(Shoebox)的服
務，他們透過實際的訪查顧客，發現許多人平
時將大量收支出的單據，全部集中在一個抽
屜或盒子裡，但繳費時，往往面臨找不到單據
的窘境。因此他們設計了一個貼心的新服務：
顧客只要把全部單據丟進一個專屬的紙盒子
裡，銀行定期就會有專人彙整，並一併完成
所有帳務相關

式，實際地了解顧客需求與期望。讓企業各階

的事物。

層都有機會親自了解顧客的真實體驗（即所謂
田野調查Field Stndy），一般稱做「使用者研

在顧客體驗

究」。要注意的是，這與傳統埋首於數據與資

端來看，是極

料的研究方式大相逕庭，其注重了解人們真

為簡單、方便

實的服務旅程經驗、體驗與實例的使用者研

又順暢的互動

究，並將此方式深入到企業職能與績效機制的

方式，對銀行

設計目標，亦是導入服務設計最能發揮作用

而言，則是獲

的做法。在工具與方法上，服務藍圖(Service

得更細節的顧

Blueprint)能夠協助企業在導入服務設計時，

客資料，以利

釐清營運模式的設計架構，更能依此對服務提
供者與服務接受者，彼此在營運負擔與實際體
驗中取得滿意度水準之上的總和（右上圖上方
區塊呈現顧客與員工滿意度在顧客旅程中的變

主動提供個人
顧客服務
，清楚的將
▲ S ho eb ox
構規劃出
結
援
支
的
接觸點背後
圖片來
具
計好工 （
來的服務設
t）
or
uf
ea
B
de
源 Insinger

理財規劃，掌
握顧客實質與
心理需求。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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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行銷、業務、管理、教育、數位內容、企

聚焦臺北

打造極簡化的服務接觸點設計，服務團隊前

（二）服務即體驗(Service as Experience)

後臺的設計與銜接是一大挑戰，卻是服務成功

實際顧客的服務體驗，即在五感與品牌元

運行的關鍵，這也正是採用服務藍圖能夠有效

素、文化創意的要素中進行服務接觸點的設

協助企業的原因。

計，服務體驗的接觸點設計可區分為以下四種
類別。

服務設計能為企業做什麼？
「所有產業都是服務業」，直接點出了服務
設計在產業的應用是全面性的，不論是數位服
務、醫療照護、文化創意、產業轉型、能源永
續與教育發展等當代重要發展領域，服務設計
都能夠對企業有顯著的貢獻，這也是我們與許
多國際服務設計公司，甚至在國際論壇上最常
見的專案類型。我們在服務設計中將「服務」

1.透過人，提供服務：通路店員與顧客之間的
互動，是可以被很有味道的被設計，如鼎王
九十度鞠躬的動作、宮原眼科遞上飲料時重
複旋轉地擦拭沾水珠的杯子、STARBUCKS
店員活力十足地向顧客打招呼等，都是可以
被充滿用心與情感元素來進行設計，尤其是
製造業轉型服務業或觀光工廠的企業，從這
方向出發更是重要。

分為四個層次，來清楚界定服務設計的應用範
圍與價值，這四個層次經過設計後達到無縫銜

2.透過產品，提供服務：透過實體產品或是數

接，才是企業執行力的關鍵，足以提供做為任

位介面進行服務，換言之，企業的產品、網

何企業導入服務設計的具體參考。

站，甚至是手機行動應用軟體，不該只是看
成產品或網站，而是提供整體服務體驗的

（一）服務即策略(Service as Strategy)
一個新的服務除了與企業策略息息相關，必
然伴隨著商業模式的設計與創新，透過服務設
計，能夠針對下列四個類別打造商業模式與服
務策略。
1.打造全新服務(New Service Design)：推出全
新服務或新事業體的策略。
2.核心服務改善或創新(Core Service Design)：
去蕪存菁或強化現有服務內容的策略。
3.服務提供的創新(Service Delivery Design)：
改變服務提供呈現與互動方式的發展策略。

「證據」與互動接觸點設計。
3.自 助 式 的 服 務 ： 常 見 的 自 助 式 服 務 ， 如
ATM、販賣機，北歐數家連鎖無人旅館更是
自助式服務的絕佳範例。在導入資訊與互動
科技時，可以準確與適妥地設計了良好的顧
客體驗。
4.透過系統與群體提供服務：新興的群眾募資
(Crowdscouring)網站服務，便是這類的代表
作，透過為社群提供互助的模式與工具，建
立有目的性的服務、專屬會員的服務來鼓勵
會員之間進行交流討論，也是良好的服務
方式。

4.輔 助 與 支 援 服 務 的 創 新 ( S u p p l e m e n t a r y
Service Design)：發展延伸與周邊服務的服
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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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即建築(Service as Architecture)
要構築一個好的服務，不可或缺的是對資源

要考量在各種動態與靜態的因素中，建構一個
可以運行的藍圖，不講求一蹴即成，但講求隨
著時間的演進持續發展的構築，如同一座精密
的智慧綠能建築，每一個環節都透過設計以順
暢銜接，對營運成本更是有顯著的影響，主要

3.培養團隊與訓練的設計：協助企業有效的獲
取知識、引用方法與善用工具。

服務設計，創造比產品還厲害的外銷力
全球市場的現實環境裡，產品不但容易被模
仿複製，更受制於品牌本身的知名度。服務則
不然，因為一個好的服務設計，更好的整體體

們為一個文教業客戶設計了客製化的教務管

驗與完整的解決方案為模仿設立了高門檻，具

理系統（小型企業資源管理系統），以大量

有服務系統的企業，將服務性產品模組化進行

減少日常作業負擔，使該客戶更能專心改善

銷售組合的彈性，相較產品以量為基本銷售策

與開發新服務。我們同時增加許多新的功能

略，更具高接受度與低風險，模仿與複製服務

機制，讓管理階層能夠在自身效能與顧客互

後的難度與成本都遠比產品製造成本高。當年

動上，逐步累積可被衡量的改善依據。

XEROX如果只是靠著印表機，而不是打造整

2.開放式服務創新與資源的機制設計：協助企
業找到能夠強化自身後臺營運與前臺創新的
重要資源與夥伴，以顧客體驗接觸點為設計
指引，設計各種機制導入管理流程，此服務
設計的服務類別與產業轉型更為相關。

（四）服務即能力(Service as Competence)
企業所有獲利與成長的源頭，均源自於人
才。因此，在服務設計的專案裡，如何在有限
人力資源中，定義、規劃、合作甚至是培養企
業服務的實際能力，透過服務設計與其他領域
的融合特性，足以成為所有企業持續提供服務
營運的根基，在此類別裡，有以下幾個常見的
主題。

體影印服務的體驗流程，其產品的銷售量與擴
散力，便難以達到過去幾十年來營業據點林立
的景況。所幸，策略的成功也使得產品因此得
以不斷推陳出新與改善、銷售蓬勃的成就。

文化創意與服務設計交集的火花
儘管近年在國際上，服務設計對企業團體、
政府與公共服務、非營利組織與學校等，在改
善與提出創新服務都有顯著的貢獻，綜觀產業
的需求與趨勢，尤其對臺灣中小企業而言，
2012年可以說是服務設計蓬勃發展的重點元
年，因此，2012年2月我們與全球85個城市、
40個國家同步舉辦的服務設計與創新工作坊
Taipei Service Jam，在48小時之內、九組的團
隊，在我們規劃的快速服務設計的活動中，創

1.職能與組織設計：透過服務設計，協助企業
在人員職能與組織管理上，進行符合創新服
務必要轉變過程的設計與導入。
2.合理化的KPI指標設計：建立可推動企業人

造出了九組創新的服務，有著各式不同的服務
設計原型（注9）。
2月分驚豔的成果，推動了我們更進一步關
注讓服務設計更有價值的主題：「如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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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中小企業軟實力

1.支援系統與工具的設計：2012年年初時，我

服務設計

有下列二大方向需被包含在服務設計裡。

力資源管理持續改善的誘因機制。

聚 焦 臺 北

與程序的優化設計，就跟建築一樣，建築師需

聚焦臺北

能夠激盪企業軟實力的創
新發展策略之一。
注釋
1.翻 譯 引 用 與 參 考 來 源 ：
EMBA網站（2011年7
月）。
2.S TA R B U C K S 的 創 辦 人
與執行長所著的「勇往
直前：我如何拯救星
巴克」，更為清楚與
具體的分享了這幾年
）的
，視覺化與快速原型（樂高
熱鬧的服務設計工作坊一隅
）
設計
遊石
▲ 服務設計原型：2月分
源
片來
（圖
在合作上十分有效
設計與溝通技巧對多元背景

STARBUCKS重新整頓自
己、重新出發，做得更好
的歷程。
3.「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一書與其作者對
Herman Miller在觀念與商
業模式上的創新，具有相

文化創意與服務設計讓服務更動人？」，所以
在4月我們帶領一群由清大學生自組發起「樂
服台」，吸引來自許多不同學校的學生參與的
服務設計工作營活動（注9），從宜蘭在地歷
史、文化與資源出發，以三家在地企業為對象
（百貨公司、Resort型旅館、特色民宿）。在
三天兩夜的行程裡，實際地在宜蘭當地旅遊體

當程度的影響。
4.CORT，http://www.cort.com/。
5.知名著作「開放式服務創新」是非常好的參考
書，將此觀念透過許多實例講述的非常清楚。
6.Delightability，http://www.delightability.com。
7.Service Design Tools，http://www.servicede
signtools.org。

驗並舉行工作坊。其中成果清楚說明了文化創

8.Hygge，http://www.hygge.ie。

意對服務體驗的重要影響：對旅客來說，雨天

9.樂 服 台 「 愛 宜 蘭 」 活 動 成 果 ， h t t p : / / g o o . g l /

是惱人的，但對宜蘭人來說，雨是鄉愁、雨是

3FrQj。

讓宜蘭充滿生機的元素，所以其中一組學生設

10.2012 Taipei Service Jam全球服務設計與創新工

計了一系列有趣的產品與活動，讓旅館業者能

作坊是以48小時之內與全球同步以工作坊的

夠在現行活動體驗服務遇到雨天時，透過活動

方式，打造全新服務設計為目標的活動，由台

性的服務旅程，轉變旅客對雨天的負面認知，
一同實際了解「雨」的宜蘭在地文化。這樣充

灣服務科學學會與遊石設計主辦。活動官網：
http://taipeiservicejam.wordpress.com，台灣服
務科學學會線上雜誌CROSS(Issue 02)有完整

滿情感的故事，才是所有創新的源頭，服務設

的專文報導與成果影片連結：http://issuu.com/

計則是實現動人服務與體驗的絕佳工具。這源

crossmagazine/docs/cross002。

頭，更是可以做為品牌核心價值主張的最動人
精神，服務設計與文化創意的結合，將會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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