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讚辭

『無庸置疑，關於「精實創業」（Lean Startup）理念，這是有史以來最

棒的技術性書籍之一。沒錯，就是這樣。』

— Dan Martell
Clarity.fm的創始人

天使投資者

『在《精實執行》一書中，Ash Maurya 完整地組織了我在開創自身初創

事業之前冀望閱讀到的一切知識。「精實」（Lean）方法論已受到各方大

量關注，然而，確確實實地涵蓋一些案例研究與實務應用的細節，讓這

本書成為值得每一位積極創業家珍藏在書架上的寶貴資源。這本書不只

提供絕佳建言，並且是非常棒的閱讀作品。』

— Rand Fishkin
SEOmoz的執行長兼共同創始人
《The Art of SEO》的共同作者

『顧客驗證（customer validation）始終是避免浪費心力的最佳方法之

一，並且是直指有效解決方案的快速捷徑。Eric Ries 與 Steve Blank 透過

有系統地編纂及歸類所涉及之原則，為初創事業的世界提供了最佳的服

務。更且，Ash Maurya 進一步為網際網路上的創業家們提供一個更清楚

的道路圖，並且是以清晰明快且簡單易懂的寫作風格而完成的。』

— David Skok
作家，For Entrepreneurs部落格

Matrix Partners的合夥人

『針對「精實」（Lean）原則在初創事業的應用，Ash 提供了令人信服且

可據以行動的指導準則。他所擘畫的精實藍圖改變了我對自身初創事業

的思維模式。無論你是創業新手或者經驗老到的連續創業家，本書都是

值得你悉心研讀的寶貴指南。』

— Sean Ellis
CatchFree的創始人兼執行長



『「精實」（Lean）理念振奮人心，但很難理解實際應該做什麼，Ash 不

僅提供建言，並且讓它確切可行—這是第一本闡明如何落實「精實創業」

（Lean Startup）理念的完整指南。』

— Jason Cohen
WP Engine and Smart Bear的創始人

『Ash 提供清楚明確的羅盤，讓任何創業家得以驗證他們的構想，解決實

際的問題，並且開創成功的事業。我推薦這本書給任何試圖讓事業起飛

的人。』

— Noah Kagan
Chief Sumo，AppSumo.com

『你已經知道這項理論—現在，Ash 將它焠煉到實務的層次。「精實執

行」是一套簡明扼要的工具組，將初創事業世界當中偉大心靈的智慧結

晶轉化成千錘百鍊且可據以施行的明確步驟。』

— Dan Shapiro
Sparkbuy and Ontela的創始人兼執行長

『但願我在展開自身的創業旅程之前就已經閱讀過 Ash 的大作，因為它

提供了清楚且簡明的創業「小抄」，裡頭完整地包含我最近四年來透過學

校及痛苦體驗所學到的諸多寶貴經驗。』

— Jason Jacobs
RunKeeper的創始人兼執行長

『《精實執行》所提供的知識與新世代的網際網路創業家息息相關，澄清

許多模糊不明的道理，並且具有非常高的應用性。Ash 描繪了一種思考，

測試，及創造的模式，可以且應該被運用在各種組織（從小型到大型），

部門（從工程到行銷），及模型（從消費者到企業）。』

— Ryan Spoon
投資者，Polaris Venture Partners

作家，RyanSpoon.com



『在《精實執行》中，Ash Maurya 提出清楚、務實的規劃，讓你的初創

事業擁有最好的成功機會。在 Year One Labs，我們將他的方法應用在每

一個初創事業上，這是讓新興公司調整到最佳狀態，闡明其商業模式，

最終大發利市的絕佳路徑。』

— Alistair Croll
Year One Labs的合夥創始人

Solve for Interesting

『這本書是初創事業的「葵花寶典」！ MaRS 的顧問團隊每天使用《精實

執行》裡的工具。過去一年來，我們在數十個初創事業上試驗過這些工

具，並且發現它們在協助創業家從「產品構想」轉化到「產品 / 市場適

配」的過程中，確實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

— Mark Zimmerman
MaRS的資深顧問

『《精實執行》結合「精實創業」，「顧客發展」，「商業模式畫布」

（business model canvas）， 及 敏 捷 ∕ 持 續 整 合（agile/ continuous 
integration）等方法論，是一本讓你能夠一步步跟著做的絕佳指南。任何

涉及初創事業，募集資金，或者幫助他人打造新事業的人，都將從這本

務實且完整的現代化初創事業指南中獲得莫大利益，就像我們西北大學

的學生們一樣。』

— Todd Warren
Divergent Ventures

教學長，NUvention Web，西北大學

『這本書是新進企業家的無價資源，透過合乎邏輯且確切可行的架構，

提供豐富且立即可據以行動的寶貴建言。』

— Dave Chapman
副院長，Enterpris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副主任，Science & Innovation
主任，MSc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



『《精實執行》是理解及實作「精實創業」方法論的「不二」實務指南，

而且撰寫得非常清楚、詳實，且有組織。Ash 不保證「精實」理念必定成

功，或者宣稱它完美無暇（當然不是！），但是他會幫助你避開建立初創

事業時最常見與最痛苦的陷阱。如果你想要有系統且嚴謹地以正直的手

段為你的初創事業付出心血，而不是鋌而走險，盲目地孤注一擲，就應

該好好研讀並且運用「精實執行」。』

— Benjamin Yoskovitz
GoInstant的產品副總

Year One Labs的合夥創始人
instigatorblog.com

『《精實執行》是「精實創業」原則被實際應用在軟體 / 網際網路初創事

業的良好檢驗。幾乎每個人，包括那些非常熟悉其他「精實創業」相關

著作的人，都能夠從中獲得至少一、二個有用的手段。我尤其喜歡書中

關於如何運用顧客發展訪談克服定價異議的討論。』

— Patrick McKenzie
Kalzumeus Software的創始人

@patio11

『《精實執行》是提供給熱情或成功網路創業家的寶貴資源，因為它將初

創事業的最佳思維濃縮在這本實務指南上，避免你犯下一些最常見的早

期錯誤。對我所有的學生和天使投資者管理團隊來說，這絕對是一本必

讀的好書，因為它確實能夠大大提昇初創事業的成功機率。』

— Michael Marasco
主任暨教授，Farley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西北大學

天使投資者

『《精實執行》是「精實」方法論的「九陽真經」，聚焦在幫助你尋找及

診斷網路初創事業之構想的行動方略。如果你正考慮使用「精實」方法

論建造應用程式，不要再浪費時間尋尋覓覓了，就跟著 Ash 的腳步，一

同探索本書所呈現的寶貴經驗。』

— Rob Walling
連續創業家

《Start Small, Stay Small: A Developer’s Guide to Launching a Startup》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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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執行》（Running Lean）是全新推出的《精實系列》（Lean 
Series）的第一本書，繼去年《精實創業》（Lean Startup）一書出版之
後，我有幸接觸到全世界數以千計的企業家與經理人，我喜歡聆聽他

們的故事並且解決他們的問題。特別是，我聽聞各方殷殷企盼一本探

討如何落實「精實創業」原則的實務指南，而 Ash Maurya正是啟動這
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實踐重於理論」，當我初次在 Ash Maurya的部落格上讀到這句話
時，就知道他將為這項剛萌芽的啟蒙運動注入一股強大的力量。從那

時起，他便是「精實創業」運動中一位孜孜不倦的倡導者。他已經嚴

格地試驗過各種技術，將這些想法應用在他自己的初創事業（startup），
並且樂於分享任何可行或不可行的知識。他主導過無數的實戰研習班

（workshop），每一次都是一回嚴峻的考驗，持續發掘出真實創業家會
面對的嚴峻考驗，並且評估出何種解決方案能夠真正奏效。另外，他

也是將這項運動引進其家鄉奧斯汀的領導者，而奧斯汀正是最重要的

初創事業商業中心之一。

所有這些工作的婓然成果就是你現在手上拿的這本書。《精實執行》是

讓想要增加成功機率之創業家隨時可以參考的一本實用指南。這不是

一本哲學性的書籍，或者一本軼事逸聞的概述，相反地，它仔仔細細

地探究了一種建立初創事業的實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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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一個創業的時代。過去幾十年來，全美新工作淨成長的大

部分皆來自高成長的初創事業，我們當中所有人—投資者、經理人、

決策者和普羅大眾—都有興趣創造培養創業家精神的條件，未來的榮

景就靠它了。

由於創業版圖的劇烈變動，現今的企業家人數可能遠超過歷史上的任

何時刻。新興技術，如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讓創業變得更容
易且更便宜。新的管理方法，如「精實創業」，幫助創業者更能夠充分

利用這些能力。對成為一位創業家而言，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好時機。

如果必須將這些改變總結成一句話，那將是︰「生產方法的租賃關

係」（rent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完全顛覆了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的名言。在過去的時代，建立與經營大規模的公司需要
獲得諸多利害關係人的應允，你需要取得資本、機器、工廠、倉儲、

經銷商、大眾市場廣告…等等。

今天，任何有信用卡的人都能夠租用所有這些能力。這項發展的重點

是，它讓更多初創事業的實驗成為可能，勝於以往任何時候。而且，

沒有錯，初創事業就是一項實驗。現今的公司有能力建造他們能夠想

像的任何東西，因此，我們被要求回答的問題基本上就不再是「它能

夠被建造嗎？」，而是「它應該被建造嗎？」

我們比過去更需要這些實驗。由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之類的
二十世紀大型企業所倡導的老舊管理工具高度倚賴計畫和預測，以便

量測進度，評估機會，並且讓經理人負起責任。然而，有誰真正感受

到我們的世界一天比一天變得更穩定？

成功的新產品需要持續的、有紀律的實驗—以科學化的方式進行—以

便發掘獲利成長的新來源。這對於最小型的初創事業與最成熟的公司

都成立。

《精實執行》提供循序漸進的藍圖，讓你一步步地把這些想法付諸行

動。商業計畫倚賴一系列的絕對信念假設（leap-of-faith assumption），
當中每一個都能夠以實驗來測試。顧客想要我們正在建立的產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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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願意付錢購買嗎？提供的服務能夠為我們帶來利潤嗎？以及一旦

找到顧客，我們有辦法擴充成長嗎？「精實執行」利用 Ash所提出的
方法分解這些假設，好讓它們變成可以進行嚴格實驗的對象。

《精實執行》提供行動導向的簡單模板，讓所有發展階段裡的初創事

業都能夠運用這些工具，幫忙建造出突破性、破壞性的新產品和新 
組織。

從我第一次在部落格文章中提出「精實創業」這個詞（當時只有幾十

個讀者）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有三年的時間，從那以後，這些想法已經

發展成一項運動，受到全世界數千名致力於確保其新產品與新初創事

業順利成功的企業家所愛戴。在你閱讀《精實執行》的過程中，希望

你可以將這些想法付諸實現，並且加入我們的社群。你所居住的城市

很可能有機會舉辦 Lean Startup Meetup（精實創業聚會），完整的聚
會清單，以及其他資源的相關連結請參考 Lean Startup的官方主頁︰
http://theleanstartup.com。

歡迎來到創業實務的最前線，希望你能夠分享所學與體驗，包括什麼

可行與什麼不可行。最後，感謝你成為這項實驗的一部分。

Eric Ries
January 20, 2012

San Francisco, CA



前言

《精實執行》第一版（以電子書發行）主要針對像我這樣的人︰建

造Web產品的科技創業人。我當時正在經營我的第一家公司，並且
正在開發我的第五項產品。我深受 Steve Blank所著的《頓悟的四
個 步 驟 》（The Four Steps to the Epiphany，http://www.cafepress.com/
kandsranch）以及 Eric Ries有關「精實創業」方法論的早期工作的啟
發與鼓舞。

該電子書的目標是為其他Web產品創業家提供可據以行動的指南。我
奉行書裡頭所論述的相同方法，以反覆演進、循環發展的方式，撰寫

及自行出版該電子書。

然而，該電子書在 2011年 1月一經出版，所吸引的讀者群便超越了我
原先預定的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1，而且我一而再地接收到兩種

回饋訊息：

zz 「我瞭解這些技術如何在你的事業上發揮作用，但它們並不適合

我的情況，因為我正在建造 X產品。」

zz 「雖然我建造的是 X產品，但只需些許修正，這些技術便能夠對
我的事業產生莫大的幫助。」

（X的範疇從軟體到硬體，從 B2C到 B2B，以及從高科技到傳統 
產業。）

1 請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Early_adopter。



xiv　　前言

我很好奇並且決定進一步探索這個問題。在過去一年裡，我積極尋找

機會，透過經營研習班，為幾間快速成長的初創事業擔任顧問，以及

與其他創業家密切合作的方式，針對五花八門的各種產業揭示及試驗

這些想法。我還記得初次針對滿屋子生技業者開研習班時有多緊張，

但每一次的結果總是帶來非常正面的鼓舞。

《精實執行》第二版的目標為統合我過去一年所學以及擴大讀者群。

即使有許多想法都來自高科技初創事業的世界，我相信書中所體現的

原則乃放諸四海皆準，絕對適用於任何初創事業或產品。

這項事實也反映在本書全新的編排方式上，我們從戰術面（tactics）
開始描述一些根本原則（meta-principle），讓讀者們擁有更完整的實作 
觀念。

我也改用較完整的範例來操作 Lean Canvas（精實畫布）案例研究（之
前有些人對此感到有點困惑），貫穿全書，從發想到完成。另外，我也

利用各種產品的其他較小型案例研究來做文字補充，以便清楚說明這

些原則的實際運作。

最後，自我撰寫第一版之後，Eric Ries也發表了他的著作，《精實創
業》（Crown Business），除了作為「精實創業」方法論的權威指南之
外，本書也引進了幾個威力強大的新觀念，像是已經被納入這一版的

創新審核（Innovation Accounting）與成長引擎（Engines of Growth）
等等。

歸屬與許可

這本書的目的是協助你完成工作。一般而言，如果你在工作或文章

裡對本書作有限制的引用，我們會很感謝你在參照時註明歸屬，但

這並非必要。歸屬說明通常包括書名、作者、出版社以及 ISBN。例
如：「Running Lean, Second Edition (O’Reilly). Copyright 2012 Ash 
Maurya, 978-1-449-30517-8.」

如果你感覺到對這本書的內容引用或範例運用超出公平合理的情況或

上述的許可範圍，請透過 permissions@oreilly.com與我們聯繫。



簡介

何謂精實執行？

我們所生活的世代充斥著空前未有的創新機會。由於網際網路、雲端

計算，以及開源碼軟體的誕生，建造產品的成本是有史以來最低的。

然而，建立成功初創事業（startup）的可能性卻並未提升多少。

大多數初創事業仍以失敗告終。

然而，較有趣的一項事實是，三分之二的成功初創事業宣稱在創業過

程中曾經大幅更動過他們的創業計劃 2。

因此，區分成功與不成功初創事業的關鍵未必是「成功初創事業是由

較佳的初始計劃（亦稱作計劃 A）展開的」，而是「在耗盡資源之前

先找出有效計劃」。

迄今為止，尋找更好的計劃 B、C或 Z比較傾向於奠基在勇氣、直覺
和運氣之上，始終缺乏對計劃 A進行嚴格壓力測試（stress-testing）的
系統化程序。

2 John Mullins 與 Randy Komisar，《Getting to Plan B》（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09）。



這正是「精實執行」（Run Lean）所關注的主要內容。

「精實執行」是從計劃 A 反覆演進至有效計劃的系統化程序，

特別是在耗盡資源以前。

初創事業為何如此艱難？

首先，關於成功產品如何被建造一直有個錯誤的想法。大眾媒體喜歡

奇幻故事，企盼看見能夠洞悉未來並且擘劃出完美實踐路線的先知。

然而，現實世界很少這麼簡單。即使在初次展示劃時代創意產品 iPad
時，Steve Jobs（史蒂夫·賈伯斯）也透露這項產品係歷經多年開發，奠
基於一些軟硬體的逐步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與失敗，才獲得
空前的成果。

其次，以產品為中心的方法（product-centric approach）在需求收集
（requirements-gathering）階段會納入一些顧客參與的活動，但會將顧
客驗證（customer validation）的絕大多數活動留待軟體釋出之後再進
行。然而，在建構及測試解決方案的期間，初創事業會有數週，甚至

數月的時間與顧客脫鉤，這樣將形成相當大的「灰色地帶」。在這段

時間，初創事業很可能建造太多東西，或者與顧客真正想要的東西脫

節。這就是 Steve Blank在《頓悟的四個步驟》（The Four Steps to the 
Epiphany）一書中所描述的根本性困境。在該書中，Steve提出一個流
程，在整個產品開發週期中打造一個連續性的顧客回饋循環（customer 
feedback loop）。

最後，即使顧客擁有全部的答案，你還是無法直接詢問他們究竟想要

什麼。

如果我問人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的答案會是更快的馬匹。

— Henry Ford（福特汽車創始人）

許多人引述這句話，並且宣稱跟顧客談這一點是行不通的。然而，

隱藏在這句話背後的真正要點是顧客問題陳述（customer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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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如果顧客提到「更快的馬匹」，實際上是在要求某種比既
有選項還要快速的東西，而這個既有選項恰好是馬匹。

如果有適當的上下文（context），顧客就能夠清楚地闡述他們的問題，
但是，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則是你的職責。

瞭解顧客究竟想要什麼並不是他們的責任。

— Steve Jobs

有更好的辦法嗎？

「精實執行」提供一種比較好的方法，供你診斷新的產品構想並且打

造成功的產品︰

zz 「精實執行」關乎速度、學習及聚焦。

zz 「精實執行」討論藉由評估顧客行為測試遠景。

zz 「精實執行」涉及讓顧客參與整個產品開發週期。

zz 「精實執行」運用快速精簡的發展循環（iteration）平行處理產
品與市場驗證。

zz 「精實執行」是嚴格而有紀律的程序。

「精實執行」參考一系列的方法論與思想家，下面是當中最重要的 
三個。

顧客發展

顧客發展（Customer Development）是 Steve Blank所創造的詞彙，用
來描述貫穿產品開發期間建立連續性顧客回饋循環的並行程序，這在

他的著作（《頓悟的四個步驟》）裡有清楚的定義。顧客發展的精義可

總結為一句話︰

走出辦公室。

— Steve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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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答案都存在於辦公室之外—不在你的電腦或實驗室裡，你必須

走出去，讓顧客直接參與。

精實創業

「精實創業」（Lean Startup）是 Eric Ries所註冊的詞彙，代表顧客發
展，敏捷軟體開發（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方法論，及精實學
（Lean）實務（如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的精實製造）的綜合體。

「精實」（Lean）這個詞經常被誤解為「省錢」，雖然「精實」不只關
係到消除浪費或有效利用資源，但那樣的解釋並非完全誤解，因為錢

恰恰是那些寶貴資源之一。

不過，在「精實創業」裡，我們努力對最匱乏的資源做最佳化的運用，

所謂「最匱乏的資源」就是時間。明確地講，我們的目標是讓單位時

間的學習成果（關於顧客）最大化。

「精實創業」的精義可總結成使用更小，更快速之發展循環來試驗願

景，及諸如此類的相關概念。

成功的初創事業是那些在耗盡資源之前設法反覆演進、循環

發展足夠多次的初創事業。

— Eric Ries

自立創業

自立創業（bootstrapping）較常被理解為一組將來自銀行或投資者等外
部資金最小化的技術。人們往往將自立創業（bootstrapping）與自籌資
金（self-funding）相混淆，較嚴謹的自立創業定義應該是「偕同顧客

（營業）收益為來源的資金募集」。

然而，我贊同 Bijoy Goswami針對自立創業（bootstrapping）所提出之
更富哲學意涵的定義︰

正確的行動，適當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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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事業天生混亂，然而，在任何特定時點上，僅有少數關鍵行動，

你必須集中火力，只將焦點聚集在這些活動上，並且忽略其他暫時無

關緊要的事情。

這本書將教導你什麼？

在這本書裡，你將學習到︰

zz 如何在定義解決方案之前先找到值得解決的問題

zz 如何尋找早期顧客（early customer）

zz 募集資金的理想時機

zz 怎樣測試定價

zz 如何決定哪些東西要納入版本 1.0

zz 如何建造及評估顧客想要的東西

zz 如何讓速度、學習與聚焦最大化

zz 何謂產品∕市場適配（product/market fit）

zz 如何反覆演進、循環發展到產品∕市場適配

這本書適合你嗎？

如果你是一位正在考慮建造新產品的企業家，或者，你已經有產品並

且想要提升它的成功率，那麼，這本書正是為你量身打造的。

《精實執行》係針對：

zz 經理人

zz 執行長

zz 有志晉身為成功企業家的開發者和程式人員

zz 部落客、合伙創業者、小型企業主、作家、音樂家—任何有創造

力並且有興趣開創新事業的人

zz 創新者

zz 初創事業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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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架構

本書被組織成四個部分，各個部分應該按順序閱讀，因為它們係根

據將「精實執行」應用到產品上的先後步驟而編排—從產品發想

（ideation）到產品∕市場適配。即使你的產品已經釋出，還是建議你
從頭開始閱讀。你不必花太多時間著墨於此，這裡的介紹將幫助你定

位出目前所處的基準位置，並且規劃出後續的行動。

每個部分皆以一組確認標準（gating criteria）做結束，那將幫助你判斷
是否已經準備好進入下一個部分。

第 1部分︰道路圖

第 1部分提供「精實執行」程序的整體概廓。明確來說，它闡述了捕
捉「精實執行」之本質的三個核心根本原則（meta-principle），並且以
一個簡短的案例研究做結束，協助實際闡明這些原則。

本書其餘三個部分詳細說明下列每一個根本原則（meta-principle）。

第 2部分︰文件化你的初始計劃

第 2部分帶領你走過一個流程，使用稱作 Lean Canvas（精實畫布）且
方便攜帶的一頁格式，來文件化你的初始願景（或稱計劃 A）。你的
Lean Canvas將被當作你的產品的戰術地圖與開發藍圖。

第 3部分︰識別出計劃中最具風險的部分

第 3部分幫助你識別出必須先聚焦在計劃中的哪些面向，針對初創事
業所面臨的不同風險類型奠定一些基礎工作，告訴你如何為它們排定

優先順序，並且讓你準備好開啟測試與實驗的流程。

第 4部分︰有系統地試驗你的計劃

第 4部分列出以系統化的方式為你的初始計劃進行壓力測試的四階段
流程，說明如何將你的計劃 A反覆演進、循環發展成有效計劃。



簡介　　xxi

關於我

我在 2002年創立了我的上一家公司，WiredReach，並且在 2010年
終出售它。在這段時間裡，我「不公開」地建造一些產品，試圖打造

平台，涉足開源碼開發，奉行「盡早釋出，頻繁釋出」（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的圭臬，擁抱「少即是多」1（less is more）的簡約主
義，甚至也嘗試過「多即是多」（more is more）的繁複思維。

第一個體認就是：「不公開」地建造產品確實是一種很糟糕的想法。創

業者，特別是初創事業的擁有者，往往害怕別人會剽竊他們的絕妙想

法。事實可分成兩個層次來看︰首先，大多數人都無法在初期階段想

像得到某個產品構想的無比潛能，其次（且更重要），他們不會在乎。

第二個體認是：初創事業會消磨掉你數年的生命。開創WiredReach
時，我只擁有一點點星火般的構想，但不知不覺中，數年寒暑轉眼已

成雲煙。雖然我所建造的幾個產品各有不同的斬獲，但是我瞭解必須

使用更好、更快的方法來診斷新的產品構想。

生命苦短，莫將時間浪費在無人青睞的產品上。

最後，我體悟到，雖然傾聽顧客甚為重要，但你還得知道該怎麼

做。我將「盡早釋出，頻繁釋出」的方法論應用在我的一項產品

（BoxCloud）上，釋出一個相當簡約的檔案共享（file-sharing）產品，
該產品係奠基於我們在 2006年開發出來的點對網路（peer-to-web，
P2W）模型。發佈之後，有幾個著名的部落格開始報導這項產品，我
們也投入了好些銀兩在 The DECK Network（主要針對設計者與開發
者）上打廣告。

我們開始從顧客那裡獲得大量回饋，那可真的是遍地開花，但卻沒有

明確的焦點。我們對目標客群並沒有清楚的定義，也不知道該如何排

定這些回饋意見的輕重緩急。我們開始傾聽最普遍（或最大聲）的請

求，最後搞出一個臃腫不堪的應用程式，以及許多使用一次就被「謝

謝再聯絡」的功能。

1 37signals 所倡導的產品開發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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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那時候，在偶然的契機下，我聆聽了 Steve Blank的顧客發展
（Customer Development）講演，並且從中接觸到 Eric Ries關於「精
實創業」（Lean Startu）的早期想法。我胸中早有這樣的大遠景，我的
腦袋一直想將它落實，並且花費了好長的時間艱困地建構及淬煉它。

我知道答案就在顧客身上，但我不知道何時或如何讓他們完全參與進

來，而這正是顧客發展與「精實創業」試圖解決的問題。

我想，我找到門路了。

為什麼寫這本書？

當時，我決定在下一個產品（CloudFire）上測試這些技術，然而，在
試圖落實這些觀念時，馬上就碰到諸多困難與挑戰。

舉個例子，Steve Blank的著作是針對特定類型的商業、企業軟體而撰
寫的，這讓我很難將一些戰術應用到我的產品上。另外，當 Eric Ries
回溯他的 IMVU工作經驗時，IMVU已不再是個初創事業，而是一家
擁有 40名員工，營收超過 4千萬美金的公司，你看到的是一家已徹
底實踐過「精實創業」的成熟企業，有時候，這只會讓後進晚輩感到 
畏怯。

我的問題比答案還多，這促使我展開一段為期兩年的探索之旅，試圖

找出打造成功產品的更好方法。這段旅程的成果就是《精實執行》這

本書，奠基於我學習建造產品的第一手經驗，以及 Eric Ries、Steve 
Blank、Dave McClure、Sean Ellis、Sean Murphy、Jason Cohen，與我
在書中所參照的其他前輩們的開拓成果。

衷心感謝成千上萬訂閱我的部落格的讀者諸公們，日復一日，他們留

下了寶貴的意見，送給我一些鼓勵的話語，令我保有繼續寫下去的熱

忱與活力，並且讓我充分試驗他們的產品。事實上，這本書是由他們

從我身上「淬煉」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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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試驗

作為一種試驗本書內容的方法，我開始講授「精實執行」並且開辦研

習課程。我與數百個初創事業分享過這套方法，並且跟當中許多創業

家密切合作，測試並且淬煉他們的初創事業。

我的部落格近乎即時地闡述了我的經驗學習，然而，這本書受益於

回溯式學習法（retrospective learning）的好處，針對更理想的工作流
（workflow）重新安排並且精煉出更合理的步驟。

我正將這個新的工作流應用於我的下一個初創事業，那也是過去一

年來經營部落格與經驗學習的副產品。撰寫本書之際，我已經出售

了 WiredReach，並且處於建立及啟動新的初創事業（Spark59）的 
程序中。

免責聲明

實踐勝於理論

重點不在於遵循程序，而是要獲得成果。「精實創業」方法論當中特別

吸引我的事情之一就是，它係一組高階流程，更具體的流程與實務能

夠從中被規劃出來。實踐這些原則時，用以測試產品的相同原則能夠

並且應該被用來測試你的戰術（tactic）2。

這本書裡的一切知識皆奠基於我自己的產品的第一手經驗學習與實

驗，我鼓勵你針對自己的狀況嚴謹地試驗並且調整這些原則。有關創

辦一家公司的法律、財務和會計等面向，並不屬於本書的討論範疇。

在適當的時機，有關資金籌措、組織公司，及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問題，

請務必諮詢合格的專業人士。

2 「精實創業」絕非一種信條︰ http://www.ashmaurya.com/2011/02/do-you-have-
faith-in-lean-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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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萬靈丹

沒有任何方法論能夠保證成功。然而，好的方法論可以提供持續改善

及學習的良好回饋循環。

這正是本書給讀者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