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 Stanford 開課的第一天，我並不知道哪一個學生將改變世界。

當 Mike Krieger 交出最初幾個專案時，我看到了他的潛力。他很巧妙
地把課堂上所學的概念，應用到他的設計中。幾年後，Mike 從名為
「Send the Sunshine」的作業，到做出全球瘋狂的 Instagram。[_ix_]

Instagram 的成功並非偶然。Mike 擁有遵循勝利公式的技巧：他開通
現有的動機，而且保持一切簡單。相同的公司，在我的 Facebook 課
程中，學生們也用來吸引超過兩千四百萬人參與他們的課堂計畫。

能寫程式的人多不勝數。但只有少數人能做對心理學的部分。而講到

行為改變，正確的心理學使得一切都不一樣。

如果讀者對於人類行為的運作方式感到困惑，我可以理解。問題不在

你我身上，問題來自人類心理學的傳統理論與模式。我們承繼的做

法，對於設計實際生活中的行為改變，幾乎沒有幫助。

甚至日常用語都會誤導我們對於行為的認知。例如說，我們不會「打

破」舊習（break a habit）；這個動詞是錯的。這種說法暗示我們
採用突發力量，然後習慣就會消失。比較好的動詞應該是「梳理」

（untangle），因為這樣才對如何擺脫這類行為，提供了正確的期望 
－ 我們需要持之以恆。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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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因為我看到傳統做法多常帶來失敗，在某個時間點，我決定忽略所學

的心理學。我決定從頭開始，不讓任何事物迷亂我的視野，我探索基

本的問題：人類行為的組成成分是什麼？改變有什麼不同的類型？如

何設計出真正可行的行為方案？ [_x_]

慢慢地，我找出 15 種行為可以改變的方式（即 Behavior Grid）。我
發現，行為只有同時集滿三項元素時才會發生，包括：動機、能力、

觸發點（Behavior Model）。而且我建立一種形成習慣的新方式（現
在稱為「Tiny Habits」，小習慣）。我的結論：行為是有系統的。而且
所有元件都要在正確位置。

我開始在 Stanford 分享我的新觀點與方法。而且我開始指導報名 
Boot Camps 的創新家。在這裡，我遇到本書作者 Steve Wendel；他
參加兩天的課程，學習行為設計。

在我的課程後常聽到這樣的反應：為什麼我以前沒想到？很合理。

有了正確的觀點與方法，創新家們即可有憑據地設計出改變行為的產

品。其實比大家所想的還要簡單。

在我的私人與專業生涯中，我都著迷於一種挑戰：設計具有最大影響

的最簡單方案。我稱此為「羽毛原則」（Feather Principle），因為羽
毛看似簡單，卻有很多用途：隔熱、推進、搔癢、裝飾和娛樂。

我們在美術與音樂中，也可以見到簡單與力量的結合。那是我最欽

佩的造物。在數位的世界中，Twitter 與 Instagram 都是羽毛原則的典
範。在建築、食物、時尚……還有很多領域，都可以找到羽毛原則。

只要設計良好，簡單的事物也可以有大影響。

在我的 Boot Camp 中，我教大家在兩分鐘內解釋 Behavior Model
（B=MAT）。參與者學到站在白板前，然後畫出人類行為運作的方
式。我讓學生做好教育客戶與同僚的準備。簡單又強大，這是改變遊

戲規則的羽毛，因為它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方式。

當我用 15 分鐘與創新者談話時，我會讓他們著重於設計改變的關鍵
元素。這片羽毛原則，我稱之為 Fogg Method，分成三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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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ix

1. 選擇正確的目標行為。

2. 使得目標行為容易執行。

3. 確保觸發點能夠促進行為。

在很多案例中，打電話問我的人卡在抽象概念。我協助他們瞭解以上

三個步驟，並踏上正確的路徑。[_xi_]

2011 年，當我第一次對外分享「小習慣」（Tiny Habits），完全沒想
到此後我會一直每天指引人們，讓他們在生活中建立新的習慣。這套

方法成功了，而且大家也喜歡與朋友分享，所以我也一直樂於教學。

「小習慣」不只符合羽毛原則，同時也遵循我剛提出的三個步驟。首

先，人們具體選出一種想在生活中具有的新行為，例如用牙線。第

二步是讓行為更簡單，有兩種方式：縮小行為規模（只用牙線清一顆

牙），還有重新設計周邊環境（把牙線擺在洗手檯上）。第三步驟是

尋找新行為的觸發點。在小習慣中，突破點是用現有的習慣（刷牙）

刺激你採取新的行為（用牙線）。

當我們拼對正確的元素，習慣就能很快形成。有些人甚至說好像魔

法。當然這不是魔法：這是良好的設計。

認識如何設計行為改變，給了我們力量。我所教授的方法、這本書的

內容，以及各位讀者在其他地方發現的觀點 － 全都會增進我們改變
人們生活的能力。這很重要。我深深相信，最好的方法就是協助人

們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換句話說，身為行為設計師，你不是在操

縱人們或把他們轉變成另一個人，我們是在協助人們變得更好。

本書的作者正屬於我想加入 Boot Camp 的類型。他很聰明也有進取
心。他會問出好問題。他知道如何合成與如何外推。一樣重要的是，

他想用自己的技術，讓人們生活得更美好。我很滿意 Steve 交出的作
品，他也應該感到自豪。各位很快也將看到。

不過，在各位繼續閱讀下去之前，我想提出一個挑戰。這是我在 
Stanford 課程的最後一天會交給學生的挑戰：利用各位在行為改變領
域所學到的一切做三件事：讓人更開心、讓家庭更團結、讓社區更有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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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為了達成這些很有價值的目標，作者與我都投入了人生中的精華歲

月。我們運用自己的技術，做出對其他人有益的事，也讓世界更美

好。我邀請大家加入我們的行列。

—BJ Fogg, PhD 
Healdsburg, California 

Octo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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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y Nike+ FuelBand，可以自動偵測我們的活動量，並幫助我們多多
運動的手環（市面上眾多新推出的可穿戴電腦裝置之一）。

 y Nest，能夠學習記錄我們居家的溫度變化，並以簡易的手機 app 
與自動化裝置優化電源使用的自動調溫器。xiii_]

 y GlowCap，處方藥瓶的瓶蓋，可於服藥時間閃爍提醒用藥，並可
自動上線續訂需要的藥品。

 y Clocky，會從床頭櫃跳下來，在房間裡亂滾的鬧鐘，所以不能賴
在床上關鬧鐘啦！（圖 1）

 y 歐巴馬（Obama）成功的線上志工平台，能讓志工在家利用零碎
的空閒時間 － 或許只有幾分鐘來聯繫潛在的投票者。（圖 2）

 y  Lift，一種建立習慣的應用程式；401(k)（美國的 401k 退休福利
計畫）的自動增值程式，用以儲存退休金；QuitNow!，一種利用
同儕支援戒煙的手機 app1。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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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前述產品的設計用途，均是為了協助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採取某種行

動（action）。最近數年間，許多公司行號受到例如行為經濟學家 
Richard Thaler 還有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與 BJ Fogg 的啟發，
已於這個領域開發出不少創新產品。[_xv_]

圖 1

Clocky，會到處亂跑 
的鬧鐘

[_xiii_]

圖 2

歐巴馬於 2012 大選 
期間設置的志工行動 

平台網站  
call.barackob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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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xiii

本書想討論如何設計、實作，以及測試這類產品。傳統的產品設計

思維在於如何製造優良產品 － 運作良好且人們愛用的產品。但設計
「行為改變」（behavior change）類的產品，則要製造出優良又能影
響行為的產品 － 能協助人們改變行為的產品；目標是幫助使用者做
到一直想達成、但一直難以徹底實踐的事情。

我在此討論的方法，其實大部分來自我在 HelloWallet 任職研究主任
時的日常工作經驗。我們成功製造（並實驗測試）了協助人們控制

自身財務狀況的產品 － 不過是在多次從嘗試與錯誤中學習後才成功
的。另外，我所討論的方法也是根據其他公司與研究者的無數經驗而

成立，大家還曾一起針對行為改變這個領域討論心得與交換筆記呢！

好，這就開始進入正題吧。

何謂設計「行為改變」？

在近十年間，對於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心理學、說
服技術（persuasive technology）的研究蔚為風潮。這些研究幫助我
們瞭解人類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決定，以及這些決定如何基於各人的

先前經驗與環境而形成。在本書中，讀者將看到如何有條理且嚴格地

把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的學理，應用到產品設計與開發的實作問題

上。

應用文獻資料，只是設計行為改變的第一部分。整體設計過程必需包

含四個階段，透過這個過程即可認識產品製造與強化的方式（圖 3）：

1. 瞭解（understand）人類的心智如何決定開始行動（act），以及
瞭解行為改變的意義。

2. 發掘（discover）應改變的正確行為，為我們開發者與使用者帶
來行動目標。

3. 設計（design）產品時，以「行為」為中心。

4. 精良（refine）調整產品的影響力道時，要以慎重的測量與分析
為依據。[_xv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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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事實上，本書大綱就是這四個階段 － 我們將詳細討論每個主題，並
附上有助於理解各主題的額外資訊與技術。

設計行為改變中的「設計」環節

在這四個階段中，設計產品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所以佔了本書相當大

的篇幅。我們人類的天性一般會直接跳到產品的部分；開始發想：

『產品該如何驅動行為的改變呢？』但這並非最好的開始方式。我們

反而要從試圖改變的活動或行為著手。根據前兩個階段中學到的事

實，自問如何重新構想該行為，使得行為對使用者而言更便利可行、

更有行動時的樂趣，甚至要在實際製作前就已構想完畢。

由此開始，我們將討論如何架構出決策環境（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環境中包含產品本身及使用者所在的周遭情境 － 以
便支援行為。然後討論如何說服使用者採用我們的產品來執行行動。

決策過程的輪廓大致如下：

1. 行動（action）。架構目標行動，並使行動便利可行且能引人動
作。

2. 環境（environment）。架構決策環境以支援標的行動。

3. 使用者（user）。幫使用者做好準備以採取標的行動。[_xvii_]

圖 3

行為改變的設計共有四個階

段：從瞭解人類心智為核心開

始，接著發掘正確的行為並設

計初始產品，而後循此流程逐

步調整完善。

發
掘

瞭解

設
計

精

良

forward.indd   14 2015/6/8   上午 01:05:08



序   |   xv

我們將把設計過程的三步驟運用到概念設計（弄清楚應該做什麼樣的

產品）與介面設計（弄清楚產品應該長什麼樣子）上。

在敏捷或精益開發中設計行為改變

設計行為改變，並不需要特定的產品開發方法理論 － 而是作為
現用方法的表層；無論你是用敏捷式（agile）、精益式（lean）、
Stage-Gate 系統，或是其他任何方法。為了具體說明，圖 4 示範
了行為改變設計的四階段，如何套用至簡易的 IDP 程序（iterative 
development process，往復漸進式開發程序）。在 HelloWallet，我們
使用精益與敏捷方法的結合，這組簡易程序正是我們工作時的發現。

圖 4 呈現開發團隊在各個階段中產生的特定輸出成果。

現在假設一間公司（或是 NGO 非營利團體、政府機關、或個人創業
家，後文一律以「公司」或「公司行號」代稱任何製作行為改變產品

圖 4

由設計行為改變的每個

階段所產生的輸出；以 
IDP 開發週期為例

人們如何

決策

CREATE 
行動漏斗

行為改變

的策略

成果

行動者

行動

行為計畫

使用者故事

介面設計

產品

改變與評估

洞察與想法

影響評估

瞭解

發
掘

設
計

精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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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的個人或機構）正在開發新產品。我們所示範的程序加上團隊產生的

輸出結果將如下所示：[_xviii_]

1. 瞭解。最初，公司對於使用者的決策方式，以及認知機制如何
支援（或妨礙）行為改變開始進行瞭解。這部分討論的兩個主

題分別是：行動的必要條件，將於「建立行動漏斗」（Create 
Action Funnel）一節彙總詳述；另外則是公司行號可使用的行
為改變三策略（見第三章）。

2. 發掘。有了前述知識，即可明訂公司產品所要達成的目標，以
及目標適用的對象。假設某間公司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全人類（重

新）健康的世界；該公司即可區分出目標族群，設定一群想改

善健康狀況的對象（例如說白領上班族）、設定欲鼓勵目標族群

採取的行動（例如說多散步）；這就是第二部分所談的行動者

（actor）與行動（action）的部分。

3. 設計。把設計階段想成兩項子任務就很簡單 － 設定產品的整體
概念；設計特定的使用者介面並實際建立產品。

a. 概念設計（Conceptual design）。公司行號開發出行為計畫
（behavioral plan），一個關於使用者如何與產品互動的故
事。這是對於產品的高階概念設計。行為計畫則在檢驗行動

本身、環境，以及行動前的使用者準備中逐步建立。而後，

公司即可萃取出使用者故事（user story）：一些短句，捕捉
行為計畫中每個片段的精髓；產品開發團隊再以詳實細節為

使用者故事加上血肉。

b. 介面設計（Interface design）。隨後，團隊立即開發介面設
計，介面則要為行為內容（動作、環境、使用者準備）而接

受重複檢討與修訂。接下來，就要實際動手製作產品了。此

時難免會出現一些工程面的妥協與取捨，團隊也要檢驗這些

取捨造成的行為衝擊。[_xix_]

4. 精良。一旦產品的某個版本準備接受實地測試時，團隊即
開始收集關於使用者行為的量化與質化資料（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以形成產品成效的影響評估（impact 
assessment）。一份謹慎且架構良好的資料分析，引導出改善產
品所需的洞察與想法（insight and ideas）。這又可能引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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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xvii

成員重新審視關於想幫助的對象與方式等基本概念，進而產生

新的行為計畫與新的使用者故事；新的使用者故事轉變成設計，

設計轉變成產品新版本……如此周而復始，螺旋前進。螺旋狀

的過程繼續向內旋進，直到抵達理想的影響層級。每一次更新

版本，團隊都做出某些改變，並評量這些改變如何影響使用者

的行為。

如果公司已有現成產品，而想讓產品更為精良（refine）時，過程也
很相似，只是從不同時間點切入。在建立理想的輸出、行動者與行動

後，請直接跳到精良階段：衡量使用者行為與產品現行的影響力道，

並與公司設定的產品行為目標做比較。接下來，團隊即可使用這些資

訊，進一步推導出產品的目標行動者與行動、行為計畫、使用者故事

等因素。[_xx_]

先前提過，前述過程是隨著簡易 IDP 而來。各位不一定要遵照這種
方法（但這樣我會傷心的）。我也會在本書中討論到如何把這套方法

運用到循序開發過程（又稱「瀑布式」（waterfall）開發過程）中。
重點在於：我們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再安裝設計行為改變的插件。

行為計畫？使用者故事？

閱讀本書時，讀者將會發現一些表達新觀點的名詞，就像「行為計

畫」（behavioral plan）。這些名詞均在文中有所定義，並可在詞彙表

（附錄 A）中快速檢索。另外還有少量出自特定產品開發過程的特殊

名詞，例如「使用者故事」，我則會推薦進一步瞭解這些名詞的參考

資料。舉例如下：

行為計畫（Behavioral plan）

一個詳細的「故事」，說明使用者在使用產品時，如何從新手進展

到可以達成行動。這個「故事」可以是文字說明、視覺表現、口語

表現⋯⋯只要能傳達正確意思，什麼方法都可以。第六章將說明如

何開發這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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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故事（User story）

產品開發（product development，特別常用在 agile development 

－ 敏捷開發）的專有名詞，意指一般口語所描述的使用者需求。

故事中捕捉到產品需求中的「人」（who）、「事物」（what）與

「原因」（why）。舉例如下：「身為使用者，我想要【採取某種行

動】，因為【行動的原因】。」欲瞭解更多資訊，請參考：http://
en.wikipedia.org/wiki/User_story。

本書適合的對象

各位讀者大概也猜到了，本書的目標群眾是實踐者 － 實際為了特定
行為目標來設計與建造產品的人們。至於一個設計行為改變的團隊，

通常包括下列角色；無論你擔任哪個角色，都可於本書中找到實用的

行動指引：

 y 互動設計人員、資訊架構人員、使用者研究人員、人因（human 
factors）專家、人機介面（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
實踐人員，以及其他使用者體驗（user experience，UX）相關人
員

 y 產品經理、產品負責人（product owner）、專案經理

 y 對於產品如何應用研究文獻而感興趣的行為社會學家（行為經濟
學家、心理學家、判斷與決策專家）

負 責 設 計 行 為 改 變 的 人， 可 能 是 團 隊 中 的 任 何 一 人。 在 
HelloWallet，我們的產品團隊裡有位具備社會學背景的專職人員負責
（就是我啦）。但 UX 人員同樣能勝任這項工作，也經常負責這項工
作；因為他們與產品的界面外觀（look and feel）關係最密切，界面
成功與否直接由他們掌控。另外，產品負責人與產品經理也很適合

無縫整合設計行為改變的技能，好讓產品更有效率。最後，行為社會

學家最近也開始移入應用文獻至產品開發與諮詢的領域，像是加入 
ideas42 與 IrrationalLabs 等機構。所以，設計行為改變的人，可能也
有其他頭銜。[_xx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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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創業家與經理人也是本書的目標讀者。如果你曾讀過

《Nudge》、《Blink》、《Predictably Irrational》2，很好奇該如何把書

裡的內容應用到自己的產品與使用者身上；別懷疑，繼續看下去。雖

說本書的主旨是協助使用者在生活中採取某些行動，但不表示設計行

為改變與營利事業水火不容啊。企業要賺錢，這是生存之道。所以在

十五章，我有建議如何建立一個基於自願行為改變的成功商業模式。

如果在賺錢以外，你還想協助使用者採取行動、改變他們的行為，本

書或可有所幫助。

非營利團體與一些政府機構，通常特別著重於協助使用者改變行

為；本書可助一臂之力。舉例來說，英國政府的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就把行為科學廣泛運用到英國的公眾政策與服務條款上 3。在適

當的地方，我會註明對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特別重要的部分。為了行文簡潔，我大部分用「公司」一詞
代表公司行號、組織機構與政府機關。

對了，我的專長在於軟體開發，所以我會用一些平常工作常用的名

詞：應用程式（application，app）、軟體、程式……之類的。但各位
不需身處軟體開發業界，也能體會到本書與自身工作的相關。事實

上，某些最創新的說服力設計（persuasive design）也是激發本書靈
感的領域之一，它們就出現在日常生活物件的設計上 4。只要各位真

的把本書應用到工作上，無論是軟體或是其他領域，都歡迎找我討

論，大家分享一下心得筆記！

結合研究、資料，以及產品專門技能

在本書中，我會反覆闡述一件事：瞭解人類心智的運作方式，還不足

以建造出影響行為的產品。[_xxii_]

除了行為科學的研究報告，我們還需要兩套技能以支援建造過程。首

先，需要規劃資料的分析（質量並重），並根據資料來規劃精良階段

與 IDP 程序。也就是說，應用程式要加上測量工具並進行使用者研
究，以便瞭解個體行為、分析資料，並據以改善產品。為什麼也需要

規劃如何反復開發（iteration）？研究文獻的確很有價值，但我們才剛
開始認識把文獻應用到實際產品開發的最佳方式。行為的改變沒有萬

能配方：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具有不同的過往體驗與個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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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本書將能協助各位踏出第一步、也是最好的一步；然後根據資料

告訴我們的真實使用者及其行為，進行產品的精良化。

第二套技能，我們需要建立大家會樂在其中的產品。真是廢話一

句……但有時在建立用於教育、激勵，或其他類協助使用者的產品

時，我們常會忘記這一點。大家都聚焦在行為的改變（以及改變的重

要性之類的），卻忘了還有讓人家選擇使用我們的產品這一關。使用

者會避開無聊、造成挫折感、不美觀的應用程式，所以我們應該謹記

設計優良產品的課程：從辨識使用者的需求與挫折點開始，設計一個

直覺、美觀的使用者介面。

當我們組合所有原料 － 行為研究、產品設計的專門技術、資料分析 
－ 就有了設計行為改變所需的一切（圖 5）。

 

圖 5

設計行為改變其實整合

了行為研究、務實的產

品開發，以及嚴謹的資

料分析

如何受益於本書？

本書對上述三個領域均提供了足夠知識，以利讀者取得方向、開始著

手處理實體產品。我們也談到完成產品所需的大部分行為科學研究主

題，但到了某個時間點，各位在產品設計時，將會需要擅長質化或量

化資料分析的專家。[_xxiii_]

如果你本身就精通以上某個領域，這樣更好。本書將呈現出如何根據

你的專長來設計行為改變，並幫各位補全現有的專門領域。各位將看

到如何以現有技能為支點，在開發行為影響產品時擔任公司內的領導

角色。

設計行為
改變

行為經濟學
與心理學

質化與 
量化資料
分析

產品開發 
與使用者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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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能協助的行為型態

我在書中討論到的技能，均假設所開發的產品將支援某種行動，某種

使用者渴望去做、卻難以做到的行動。就像學習某種語言、堅持某種

節食減肥法、遇見陌生人……看來似乎只能應用在很狹窄的產品範圍

內，但我卻發現有兩大群行為符合這種標準。以下兩大群行為（以及

相關的產品）可以使用本書的方法：

 y 使用者想從日常生活中改變的行為。

 y 在產品內部的行為就是產品使用的一部分。

第一群，改變使用者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包括：

 y 控制糖尿病的飲食

 y 償還卡償

 y 恢復身材

 y 參與社區活動

這類行為通常關係到更大的社會議題，像是健康與富足。當我們設計

支援這些行為的產品時，不僅協助了使用者個人，同時也影響我們的

社會。例如 Opower 與 Nest，就是協助個人減少能源用量的公司：可
同時幫個人省錢，並有益於自然環境。其他以類似方式改變行為的產

品，還有 Fitbit（運動）與 Weight Watchers（減肥）。[xxiv]

第二群行為，使用者個人通常為了較為世俗的原因而尋求行為的改

變。假設使用者想學習某種新語言，所以買了一套軟體幫自己學習。

只是單純學習如何有效率地使用這套軟體，即可為產品中的行為帶來

一些潛移默化的改變 － 養成每天登入並練習語言的新習慣、克服練
習新語言時講得結結巴巴的恐懼……諸如此類。使用者想採取某種行

動（學習語言），但有所掙扎。一個設計良好的產品，可以協助使用

者達成這類個人調適行為。

第二類行為改變，以及需要做到此類行為改變的產品，則比第一類範

圍大多了。本大類涵蓋了「人們可能自願改變行為，以從選用的產

品中獲益」的廣大領域。這類行為碰觸到一大片消費產品的領域，從 
Yelp 到 Square 到 Rosetta Stone 都是。以下列舉一些發生在軟體產品
裡、我們可能想加以改善的行為：

forward.indd   21 2015/6/8   上午 01:05:10



xxii  |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y 整理電子郵件聯絡人

 y 繪製合適的流程圖

 y 幫文件設計良好格式

這兩類行為改變，也與一般公司製造產品時的觀點不同。公司可能是

如此看待這兩大類：

 y 行為改變是我們的產品對使用者而言的核心價值；或是

 y 行為改變是使用者提取產品價值的必要手段。

在第一種狀況中，使用者在日常生活有些行為上的難題，所以買了產

品以幫助自己。在第二種狀況中，使用者的需求可由產品解決，但他

們必需適應並改變自己的行為，產品才能發揮出宣稱的效果。

無論是哪一種狀況，設計行為改變是為了開發協助使用者採取行動的

產品，並傳遞出公司提供的價值。如此對於行為改變的自願、透明的

支援，也能幫助公司邁向成功。

但設計的目的，絕不是說服、欺瞞哄騙或高壓脅迫（無論是實際與倫

理上的原因）。[_xxv_]

本書不會涉及的內容

如果你在尋找的是如何讓人們做些你想讓他們做的事（即使他們不

想做），你找錯地方了。我無意評判你的動機或目的；單純只是沒辦

法。接下來我要說明本書並未涵蓋的內容，以及原因：

說服他人

設計行為改變並不會尋求說服人們採取行動，有兩個理由。第

一，我們的設計仰賴使用者本身想要行動。第二，我們的設計基

礎是行動，而不是信仰或意圖；我們的目標是協助人們在現實生

活中實際採取某些行動。而在採取行動的現實生活中，好意往往

會失敗。

欺瞞哄騙

這部分包括欺騙他人，做一些不想做的事。很多案例中，採取某

個「困難」的行動，需要數不清的小步驟。就算先不管操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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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爭議，這樣做也不太實際 － 人們會在小步驟過程中的某
個時間點「醒悟」。要以欺騙為中心，設計一系列行動是相當困

難的。

強迫他人

很少有產品能強迫人們做某件事。老實說，本書中的技巧在我們

被強迫做事時，多半是無用的。幸好，大家都會發現有創意的方

式來抵抗強迫。

以下則是不會刻意著重的主題，原因各有不同：

點擊某一頁的某個按鈕

我們當然會講到如何支援這個動作，因為「點擊」是線上程式的

基礎構造模塊（building block），包括會改變行為的「點擊」。但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讓使用者點擊某個東西，請參閱測試網站設計

的書籍、多跑幾次實驗，然後選擇最佳的設計。本書的重點放在

較為複雜且較有挑戰性的行為。

成癮

人們想戒除的習慣中，有許多與化學成癮相關（例如藥癮或酒

癮），或是與潛在的身心失調相關。神經生物學方面的成癮行為，

以及心理失調所導致的根深蒂固不良行為，已經超出本書的能力

範圍。我有講到如何避免觸發現有的習慣，以及如何養成新習慣

來取代舊習慣；不過這些章節是設計給較不頑固的行為。

因為我們並非專注於停止成癮行為，也因為大多數戒除（較不有害）

習慣的方式會涉及用不同行動克服習慣，我在寫作時會交替使用「行

為改變」（behavior change）與「採取行動」（taking action），希望讀
起來比較多變有趣一點。[_xxvi_]

行為改變與黑魔法

雖說我們的目的不是說服或迫使他人行動，但也不能逃避 － 本書
所依據的研究領域，被我半開玩笑地戲稱為「黑魔法」（the Dark 
Arts）：使用產品，在人們並未察覺我們所做影響的情況下，或在明
顯違反他們意願的情況下，改變人們的行為。我在本書中參考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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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己被消費者行為、市場行銷，以及銷售等領域研究數十年之

久。這些領域有些研究很值得稱讚，也被用來加強理解人們真正想要

的東西。但大部分研究則用來推銷人們不想要、不需要、負擔不起

的產品。1957 年，Vance Packard 的著作《The Hidden Persuaders》
（Pocket Books）中，即描述了當年的廣告商所用的技倆；而這些技
倆到今天只會有增無減、日新月異。

黑魔法的確與我們的目標相似…

為了刺激銷售，公司行號在過去數十年間大量投資於瞭解人類心

智的運作方式。例如 Paco Underhill 的《Why We Buy》（Simon & 
Schuster, 2000）、Martin Lindstrom 的《Buyology》（Crown Business, 
2010），都詳盡描述了公司如何採用一切方式來瞭解我們人類 － 做
為消費者 － 如何被「觸動」（tick），這些方式從隨機的產品位置控
制路徑，到腦部 fMRI 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不一而足 5。行為經濟學

及判斷與決策心理學（也是我在這裡重度依賴的兩門學科），研究了

很多與前述相同的認知機制，但是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大腦仍然是大

腦，無論它是告訴人們購買肥皂或是多多運動。

而在「對人類有益的事物」（如運動、良好飲食、財務控制）的研究

中，我相信還缺少了所做事項其實與公司銷售產品相類似的誠實評

估 － 但是效果不如公司那麼好。實事求事來說，大多數節食計畫、
個人財務工具、政策宣導、聖經研究小組通常會關係到改變人們的行

為。行銷人員已經知道這件事，有些人就應用這些技術來追求明確的

社會目標（這種行為又稱為 social marketing，社會行銷）6。但我們

其他人還在試著迴避這個事實，試著不被影響。[_xxvii_]

我認為，如果你想建立一個設計來幫助人們的產品，就別迴避這個議

題：站起來，真的去做。如果產品沒有影響力，設計產品就沒有意義

啦。我並不是說應該以協助人們為名發起道德聖戰，不管他們喜歡與

否。而是說我們需要謹慎而且謙虛，檢查關於產品的假設，並確認我

們的產品有自願性、機制透明，並對使用者有益。如果產品符合這些

條件，非常好。請運用人類心理學，來幫助人們掌控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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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一致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能從銷售與消費者研究中的人性操縱面學到這麼

多，為何需要新的東西？何不直接列出一份有效行銷技巧的清單，然

後就收工下班了？因為設計行為改變的產品，與設計行銷和銷售用的

產品，兩者有些關鍵性的差異。產生不同類型行為的產品，不管是外

觀或動作都不一樣。我們的基礎建立在行銷與銷售的研究報告上，但

應用於非常不同的情境中 7。

聚焦於自願性的改變，幫助我們裁減一些無法管理的行為改變主題，

形成易理解且實際的內容。例如說，促使某人購買他無論如何也不想

買的產品是件困難的任務，比協助戒酒中的癮君子避開環境中刺激

酒癮的暗示更為困難。還有，假設人們想要採取某種行動（只是一直

做不到）時，我們的注意力即可放在相關調查研究上，得以省略討論

偏好年齡層、不諧調的意見、操縱議題……等的時間。還有，重心放

在軟體程式與 Nike+ FuelBand 這類數位實體工具時（digital-physical 
tools），能避免離題到專人指導、療程之類的方向；通常能縮小到個
人即可應付的合理心理機制與方式。[_xxviii_]

希望我們的方式較能長久持續

我也深深相信，從產品開發的角度來說，為自願與透明的行為改變做

設計，是條最為長遠的道路。這不是行為主義第一次主導社會科學

與業界慣例 － 1900 年代前中期，行為主義因為 John Watson 與 B.F. 
Skinner 等研究者而興盛。行為主義避免以內在心理狀態做為行為的
主要原因，而是尋找外在環境因素來解釋並最終達到改變行為的目

的。這套方法主宰心理學，並強烈影響到其他社會科學的行為研究，

但對於這套外部、機械論行為觀點的反動，最終打敗了行為主義。行

為主義的失敗有很多原因，但有個長久以來的批評，認為行為主義把

人類視為機械裝置，導致無理論、無靈魂的人性觀點，還有那些研究

者裡面有人試圖掌控或操控我們。

當我看到那些關於『如何讓人們做任何事』的書籍，第一反應是大笑 
－ 因為多數這類書籍都過度誇大真正研究的成果；這些作者是在欺
騙自己、他們的讀者，或者兩者皆是。但是我也感到畏懼 － 因為我
知道操控性的方法會引來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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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書走的是中庸之道 － 使用行為主義的工具，配合其他心理學
與經濟學的傳統，試著在行為改變這方面有所影響，但讓過程透明

化，且專注於自願性動作，以避免反作用力。我認為可以利用研究成

果做出不一樣的新東西；就讓我們對這個領域的發展拭目以待。

寫作緣起

我是 HelloWallet 的首席研究人員，關於本書的想法就來自我本身的
經驗，以及 HelloWallet 所有人的經驗。許多年來，我們試圖協助使
用者控制他們的財務狀況，善用員工福利等等。對某些人而言，可能

是適當儲蓄以面對緊急狀況，才不會在家中有人生病或車子壞掉時淪

為卡奴。對其他某些人而言，則可能表示要擺脫債務。也可能表示要

為某些人儲存退休金、兒女的教養費，或是度個稱心如意好假期所需

的費用。[_xxix_]

基本事實很簡單 － 我們提供線上與手機 app，協助人們瞭解自己目
前的財務狀況，然後協助他們採取行動。我們的會員主要是大型公

司的員工，公司購買我們的軟體，協助他們的員工維持適當的財務

狀況。我們目前的服務對象，包括某些美國國內知名的公司 － 從暢
貨中心裡的零售業員工，到 T. Rowe Price 中管理 401(k) 退休計畫的
投資銀行的員工；從添加蕃茄醬到 Heinz 包裝瓶裡的人，到 Sikorsky 
設計 Black Hawk 直升機的人。我們在這些公司與其他地方，協助他
們的雇員掌控自己的財務狀況。

故事細節則複雜得多。我們從建立告訴人們該做什麼事的軟體開始

著手。我們為最佳財務行為尋找相關的數學模型，組接到應用程式

中，做為使用者的行動指示。但我們很快發現沒有人照著做；誰都不

想接受強迫的命令。

所以我們開始尋找適用的模式。當時，Richard Thaler 與 Cass 
Sunstein 合著的《Nudge》剛上市，提出了行為經濟學如何應用於輕
柔敦促人們做出較好的行為。我們深入研究行為經濟學與相關領域的

文獻，並組成一張學術諮詢板，上面列出國內各地優秀的研究者。他

們協助我們分析學術文獻，然後放到應用程式的實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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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這個轉譯的過程 － 從學術研究到真實的產品 － 真的一點都
不直接也不簡單。我們的首次嘗試，老實說真是失敗得一塌塗地。我

們根據最尖端的學術知識來設計功能，衷心以為如果有人使用了這些

功能，就會改變他們的生活。結果，我們發現大家就是不去用這些功

能。如果沒人想用，這個改變行為的產品就是沒用的。所以我們又聘

用了具備消費導向產品實務專長（可惜我們缺乏這方面的經驗）的人

員；在我們的 app 上做了非常多測試，然後修正不行的地方，並開發
出人們樂於使用的使用者經驗。

經歷這一切後，我們終於跨過了門檻。真正開始幫助我們的使用者掌

控財務狀況。例如說，我們與一組獨立研究人員執行一項實驗研究，

發現有項功能（Guided Approach）比其他功能更會讓使用者每月多
儲存 $100–$200。如果用情境來說明，就是說一個年收入 $50,000 的
中等美國家庭，可以從他們的薪水中，為未來多儲存 5%；如此表示
他們的儲蓄比是兩倍於美國的平均儲蓄比（約 4%）。[_xxx_]

一路走來，我們學到製作影響行為的產品時，需要三件事：

1. 產品與設計的專門技術，以建造人們確實會喜歡的事物

2. 清楚瞭解使用者行為，以及如何施加影響

3. 保證盡量測試產品，並傾聽資料表達的事情

至於我個人的故事，過去四年來都與 HelloWallet 糾纏不清。我學
的是政治學，研究的焦點則是人們長期以來如何藉由與本地環境的

互動而改變自己的政治行為。2007 年，我與人合作成立一家 micro-
targeting（精細瞄準、微目標定位）公司，運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模擬（simulation）模型，為政策宣導小組尋找新志工 － 
然後（成功）鼓勵他們參與行動。這方面的數學模型成立了，但商業

模型則不然。所以，一年後，我開始尋求其他意見。我和共同創辦人

剛好遇見 HelloWallet，他們承諾要把接觸財務指導的管道大眾化；
受此激勵，我很快就加入 HelloWallet，成為他們的第一名全職員工。

剛開始，我是 HelloWallet（唯一的）軟體工程師，要設計並開發一
套細節超詳盡（後來知道這完全不切實際）、涵蓋個人一生的財務行

為模擬模型。後來，我主持一個工程團隊，並領導對我們程式的量化

分析。我又參加了 BJ Fogg 的 Behavior Design 訓練營，學習應用行
為經濟學與心理學的文獻，為產品開發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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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是 HelloWallet 的主科學家，工作職責包括從學術報告中挖掘
產品新視角、運行改善財務行為的實驗，以及協調我們的學術諮詢

板。我也獲得組織 Action Design D.C 的殊榮，這是位在華盛頓特區，
給行為改變相關人員的聚會團體；彼此分享對於支援行為改變所做的

努力，我們互相學習。8[_xxxi_]

所以，當我提到 HelloWallet 學到的錯誤與教訓 － 關於數學上正確，
但行為上不實際的模型，還有學術上很有趣但一點都不迷人的產品功

能 － 它們其實大部分是我學到的錯誤與教訓。在 HelloWallet，我們
飽嘗批評，最後製成既美觀、又有實效的產品。本書緣自我們的經

驗，以及我們透過 Action Design D.C. 與全國各地理念相同的團體所
學到的一切。

我衷心地希望，也深信本書能協助各位避開我們犯過的錯誤，直接跳

到有趣的部分 － 學習如何用最好的方式來幫使用者採取行動。

章節導讀

接下來，我將帶領大家稍微瞭解一下設計行為改變所需的每項技

能；一開始先紮下穩固的基礎，瞭解（understand）人類心智的決策
方式。接下來，我會呈現開發新產品所需的每個步驟，採用先前於

圖 4 提及的簡單 IDP 程序做示範：依序從發掘（discovery）到設計
（design）階段，再到實作，最後到精良（refinement）階段；我會
在首次需要某個概念時加以介紹。而在結論篇，則回頭提出一些訣

竅，像是如何在實作中使用這些技術、如何應用這些技術讓現有的產

品更為精良……以及可能遭遇的其他類似問題。就是這樣啦！

不過，如果你還想看到更為正式的章節大綱，我們也有提供：

第一部：瞭解人類心智與行為改變

第一章為各位安裝第一項技能：瞭解人類心智如何決策。我們會

概括現有的決策研究文獻，還有十多種關鍵教訓／課程以及它們

於設計程序中的實作。[_xxxii_]

第二章敘述了關於人類採取行動的五個高階因素，而且這些因

素要同時發生。這五個因素構成建立行動漏斗（Create Action 
Funnel），該小節呈現了我們的 app 中需要處理的部分，以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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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經常放棄的地方。漏斗將協助各位診斷並修補產品中的問

題。

第三章發展出三個針對行為改變的特殊策略。簡而言之，各位可

以把重點放在我們提出的思考意識模式或習慣，或是把麻煩的負

擔從使用者轉移到產品上（我稱此為「欺瞞哄騙」）。在產品開發

過程中，各位將一直重複運用這三項策略。

第二部：發掘正確的行動者、行動與輸出成果

第四章開始發掘我們希望產品交出的整體成果，以及產品要協助

的對象，據此繪製開發過程圖。再由此示範如何腦力激盪出行為

改變的潛在想法 － 尤其是，使用者如何瘦身或是掌控自己的財
務之類的。

第五章收集關於使用者的知識，然後考量使用者的需求、興趣與

過往經驗，進而評估他們可能改變的各種行為。本章呈現如何做

多種行動的（行為）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如何影響公司的底線。

本章也會示範如何決策並選擇產品所要支援的特定行為。

第三部：開發概念設計

第六章引入整套程序的重頭戲：設計產品。我們從架構行動開

始，這樣人們才會真正採取行動！本項任務包括把問題拆解成元

件步驟，再根據使用者研究加以串聯，使問題可以瞭解且可以達

成。為使討論內容言之有物，本節也開始提到概念設計或行為計

畫的想法：一份旁白，關於產品團隊如何預想使用者與產品的互

動，以及使用者如何因此改變自己的行為。

第七章涵蓋設計的第二部分：如何架構環境 － 尤其是產品本身 
－ 如此使用者才會受到鼓勵，採取行動。這部分很自然牽涉到動
機，但我會討論到動機如何通常不是行為改變產品的核心議題。

我們可採用立即行動的提示、反饋迴圈、移除挫折、避免使用者

特有的障礙……以鼓勵起身行動。[_xxxiii_]

第八章將結束設計程序，討論產品如何事先幫使用者做好行動的

準備。我會談到如何協助使用者重新編寫自己的故事以納入行

動、如何在新行動與使用者熟悉的其他事物間搭建行為的橋樑，

以及如何為使用者提供資訊與教學，尤其是關於後續任務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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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設計介面

第九章從行為計畫，或說是概念設計的部分移往介面設計。我將

論及如何把行為計畫轉換為使用者故事或規格文件，再轉換為藍

圖與平面設計。

第十章進一步探討如何從行為影響的角度審視介面設計。我將於

更為技術的層面、更為詳細地示範如何重新應用核心設計程序

（收集知識、架構行為、建構環境、為使用者做準備）。

第十一章則是關於實作：如何從設計圖建造成產品。我將討論產

品團隊與工程團隊的通力合作，以及如何評估設計新版本的行為

影響。早期使用者對產品的回饋（希望是在原型階段）將有非常

大的幫助。

第五部：產品精良化

第十二章著重於估量產品的影響：成功或失敗。我將提到如何安

排應用程式來追蹤重要資料，還有如何使用實驗方法與統計模型

來取得（消費者）洞察（insight）。我會討論估計軟體對真實行為
的因果影響時的挑戰，以及如何加以克服。

第十三章深入討論資料收集與分析的另一個層面：找出限制影響

力的問題。我也會談到，適當的工具可以如何辨識出限制應用程

式影響力的瓶頸。本章也將討論到為何同時需要質化與量化資料

分析，而且需要兩者相互配合。[_xxxiv_]

第十四章討論到如何把評量階段學到的教訓，重新應用在程式的

較新版本上。我也會提到設計行為改變如何嵌入產品開發程序，

以及如何應用於改進現有的產品。

第六部：實作

第十五章包含一些應用這些課程到實作中可能浮現的問題，例如

如何以行為改為中心，建立一個可以支撐的事業；還有如何維持

產品的黏性。

最後，第十六章是總結篇，回顧一下設計行為改變的程序，以及

讓自己的公司組織也能設計行為改變的關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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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錄中，我們提供了以下主題的更深入資訊，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

參考：

 y 關鍵詞彙表，例如「行為計畫」、「資料橋」等等

 y 依字母排序的資源清單，可供學習更多心理學與產品設計的知識

 y 本書的參考書目

每一個核心章節均有章節摘要，如果你只想用幾分鐘瞭解該章節內容

的話。章節摘要是很有幫助的總結方式；如果你只是想先瞭解本書的

概要，再決定是否全心投入，這裡也提供了建議。為了向許多靈機一

動、根據畫在餐巾紙上的概念而開始的新公司致敬，我們的每章摘要

命名為「餐巾紙摘要」。

閒聊時間

我對這本書的期望，是更加推進關於自願行為改變的對話，並協助建

立用於開發影響行為產品的必需工具。不過，我並未奢求這項工作就

此在我手上完成 － 還有太多工作等待我們發掘。我們都將邊做邊學。

關於個人，我一直都在尋找學習、共享與協作的機會；所以，如果各

位讀者有好故事可以分享、對於進一步開發這個領域的研究專案有

想法，或只是有個關於行為改變專案的想法，希望與人交流一下，

都歡迎與我聯絡。大部分時候，都可以透過「sawendel」（Twitter、
LinkedIn、AngelList 帳 號 ） 聯 絡 我； 也 可 以 在 http://about.me/
sawendel上找到我的最新聯絡方式。[_xxxv_]

如果你覺得本書有任何可以改進的地方，請務必告訴我。當出版商

是 O’Reilly Media 時，眾多好處之一就是很多讀者可能會閱讀本書的
電子版，如果有任何必需更正的地方，讀者可以很快取得新版資訊。

對於擁有紙本版的讀者，我也在自己部落格 actiondesign.hellowallet.
com 提供更正清單、補充說明，以及其他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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