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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設計與創新成癮者請綁好安全帶！在各種令人驚奇的創新科技故

事面前，我們像是步入糖果店的小孩一樣的興奮，其中任何一個故事

都可能改變這個世界。全面閱讀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章節之前，別急

著投入於某一段故事。打個更好的比方（特別是欣賞過創新科技設

計此書所提示的各種可能性之後），你會覺得像是在沙箱中玩耍的小

孩；充滿著發展中技術的沙箱招喚我們這群設計家與創新愛好者一起

來釋放周遭科技的可能性。以新方法組合與重組創新科技改變了我

們在面對二十一世紀時解決重要社會挑戰的方式。你知道我在說什

麼：像是教育、醫療、能源，與政府等系統的挑戰。Jon Follett漂亮
的編排出可以啟發你、讓你思考的沙箱，更重要的是能讓你以行動幫

助設計更好的未來。

“發展中”是個美麗且樂觀的詞，本書中吸引著你的故事都與創新技

術有關。這些功能都在成形的階段，它們具有極高的可塑性以及最好

的前景。發展中的技術是人類社會未來的幹細胞。許多生化科技研究

專注於幹細胞是有原因的。幹細胞尚未特化；它們有潛力發展成特化

的細胞。人類再生醫學的希望在於幹細胞的研究與應用。我一直受到

蜥蜴這種高等生物能夠再生的故事所吸引，當蜥蜴受傷或失去部分身

體組織時，幹細胞會奔往該處以重新產生組織，這非常了不起。這本

書所描述的發展中科技也是未特化的技術，它們有無窮的潛力可以產

生巨大的價值。我們正生活在技術不僅限於解決大挑戰的奇妙時代，

人類自己也可以釋放內在的蜥蜴能力！

創新科技設計真正的威力在於讓我們組合創新科技。Stuart 
Kaufmang是第一個描述周遭科技可能性（adjacent possible）的未開
發潛力。大部分的創新不是發明新科技，而僅是重新組合現有的技術

以解決問題或創造價值。創新所需的事物就在我們的沙箱中，就在我

們的產業、知識，與技術土壤上。創新就是探索周遭科技的可能性。

作者之一的 Stephen Johnson說得很好：“創意是拼湊出來的，它們幾
乎都是其他創意的網路。我們採用碰巧遇到的創意，將它們揉合在一

起形成新的風貌。周遭科技可能性是一種未來的投影，浮現在現有事

物的邊緣，是一種現有事物重新發明自身的景象”。



xii｜創新科技設計｜基因組學、機器人學與物聯網的 UX設計

本書所描繪的創新科技最重要的應用還沒有被想到，設計家有個重要

任務，就是幫助我們發掘周遭科技可能性。設計幫助我們專注於輸出

而不只是輸入。發明很好，但創新是傳遞價值更好的方式。除非解決

了問題且實際傳達真實世界中的價值，否則就不算創新。有太多的發

明與創新，但兩者是不同的。設計是幫助發展中科技走出實驗室、離

開白板、走進真實世界的關鍵。設計家是時候停止爭辯設計想法與程

序的重要性，我們知道設計很重要，現在該是設計家製造條件與工具

讓每個人可以進行設計的時候。現在應該要將設計傳統轉向新的、可

行動的位置。歡迎來到周遭科技可能性的沙箱。帶著你的鏟子與桶

子，讓我們一起設計更好的未來。

－ Saul Kaplan

Business Innovation Factory創辦人 
與 Chief Cat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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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何寫這本書？

這本合輯中由開創性科技的設計家、工程師、研究者，與科學家討論

他們體驗設計的方法。這些內容涵蓋科技頻譜中從機器人學到連結環

境、從 3D列印到合成生物學、從基因組學到可穿戴。這些不是最終
也並非所有的可能，只是少數幾項視野與經驗的結合，反應發展中領

域的使用者體驗並下探原始的本質。

以 1990年代中期網際網路開始爆發來說，此創新科技在當時並沒有
多少如何設計的定義或協議。今天，我們有互動設計師與易用性專

家，視覺設計者與前端程式設計師等人提供非常完整的設計實作規

範，明確的定義出網頁製作方法。

環繞此創新科技的創意大拼盤如此的多樣性是刻意的。作為一個設計

家，我們必須混搭，從我們未曾想到的領域找出靈感，打破藩籬界線

以建構出創新與人性化的新事物。新的設計形式會從這種多重領域的

混合中顯現。

誰應該讀這本書？

Isaiah Berlin這位思想家與作者在他的著作“The Hedgehog and the 
Fox（刺蝟與狐狸）”中描述很適應這種多樣性環境、找尋不同事物
並以新方法處理狀況的人為“狐狸”，將專注於一件事、尋求秩序的

專家稱為“刺蝟”。

如果你是對各種領域的實踐有興趣、有彈性、能夠接受複雜與矛盾

的想法、從不滿足於現狀的 UX設計家或工程師，這本書是為你而寫
的。我們希望你將這本書同時當做超越螢幕之外的互動世界與設計使

用者體驗的靈感來源，以及作為解決目前手上獨特問題的主要參考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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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編排架構

這本書有許多種閱讀方式。循序閱讀提供多種不同的技術與觀點，主

題的變換非常的快速，也許適合部分讀者，但並不一定適合所有人。

如果你屬於前者，章節目錄與之後的總結提供廣泛迷人的主題供你探

索。如果你屬於後者，且偏好專注特定技術或實踐領域，我們在下一

節會將章節分類安排，讓你可以選擇挑戰創新科技設計的方式。

你在這本書中會看到這些啟發者說的故事：

• Jonathan Follett在創新科技設計討論革命性設計與設計家面對創

新科技的方法。

• Brook Kennedy在智慧材料：設計材料行為討論可讓產品與環境

呈現新行為與互動方式的未來材料。

• Gershom Kutliroff與 Yaron Yanai在控制手勢互動討論手勢辨識

與讓裝置以人類理解其他人類的方式辨識手勢的微妙問題。

• Michal Levin在時尚功能：可穿戴設計討論可穿戴科技的使用者

體驗，以及越來越多裝置的世界中創新的商業生態系。

• Stephen P. Anderson在以物品學習與思考討論我們如何在有新型

數位屬性的實體物件上，透過有形的介面改善我們的學習能力。

• Jeff Faneuff在協作機器人的設計討論機器人開始與人類合作時，

互動、情緒、文化，與技術架構的重大挑戰。

• Hunter Whitney在設計新維度：神經科學與宇宙學的演進視覺

化方法討論視覺化設計如何幫助我們了解神經科學與宇宙學等幾

乎無法放大縮小的事物。

• Andy Goodman在可嵌入：可穿戴科技的下一個演化討論嵌入

的創意，從身體改造的歷史到未來的思維與感觸義體，強化我們

的知覺與對世界的感受。

• Scott Sullivan在互動物件原型設計討論 UX設計家對認識電腦科
學與電子工程的需求，以精確的操控物聯網的創新介面。

• Barry Kudrowitz在創新科技與玩具設計討論創新科技與未來玩

具的整合，以及建構給大眾堅實、低成本產品時的困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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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ille Goudeseune在樂器設計討論音樂介面的產品設計與創新

科技的體驗設計。

• Juhan Sonin在為生命設計討論推動健康照護設計的技術與社會 
趨勢。

• Erin Rae Hoffer在架構即介面：呼求互連環境的混合設計方法

討論將環境進化為連結元素與裝置資料的網路，這些交連且有智

能的空間會影響人類如何生活與工作。

• Matt Nish-Lapidus在網路世界的設計討論設計現代網路物件的核

心技能與設計家在塑造未來時所扮演的角色。

• Martin Charlier在設計規範的新責任：新科技的重要平衡物？

討論對新科技必然的質疑。

• Scott Stropkay與 Bill Hartman在設計人機關係討論機器人在我

們的工作與個人生活中漸增的影響與能力。

• Marco Righetto與 Andy Goodman 設計幻想與合成生物學碰撞

時的體驗及服務討論合成生物學未來可能的表徵與發展過程中產

生的副作用。

• Steven Keating在超越 3D 列印：增材製造的新維度討論 3D列
印技術未來的可能性，包括列印建築結構工程與奈米尺度的顏色

變換。

• Lisa deBettencourt在成為專家的專家討論使用者體驗從業人員快

速獲得產業知識的方法。

• Dirk Knemeyery在改變中的設計角色討論設計領域的演變。

主題領域分類

3D列印 /增材製造

• 第二章 智慧材料：設計材料行為 Brook Kennedy著

• 第十八章 超越 3D 列印：增材製造的新維度 Steven Keating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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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領域的演變

• 第一章 創新科技設計 Jonathan Follett著

• 第十五章 設計規範的新責任：新科技的重要平衡物？ Martin 
Charlier著

• 第十九章 成為專家的專家 Lisa deBettencourt著

• 第二十章 改變中的設計角色 Dirk Knemeyer著

基因組學與合成生物學

• 第十七章 設計幻想與合成生物學碰撞時的體驗及服務 Macro 
Righetto與 Andy Goodman著

物聯網 /交連環境

• 第五章 以物品學習與思考 Stephen P. Anderson著

• 第九章 互動物件原型設計 Scott Sullivan著

• 第十三章 架構即介面：呼求互連環境的混合設計方法 Erin Rae 
Hoffer著

• 第十四章 網路世界的設計：二十一世紀的實作 Matt Nish-
Lapidus著

產品設計

• 第三章 控制手勢互動 Gershom Kutliroff與 Yaron Yanai著

• 第十章 創新科技與玩具設計 Barry Kudrowitz著

• 第十一章 樂器設計 Camille Goudeseune著

• 第十二章 為生命設計 Juhan Sonin著

機器人學

• 第六章 協作機器人的設計 Jeff Faneuff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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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設計人機關係 Scott Stropkay與 Bill Hartman著

視覺化

• 第七章 設計新維度：神經科學與宇宙學的演進視覺化方法

Hunter Whitney著

可穿戴科技

• 第四章 時尚功能：可穿戴設計 Michal Levin著

• 第八章 可嵌入：可穿戴科技的下一個演化 Andy Goodman著

感謝

這本書是一次非常棒的協作經驗－跨越多個大陸與時區，以及專業領

域－相較於出書，這更像是一場跨領域的會議。沒有過去十六個月中

各個作者與編輯群不辭辛勞的貢獻就不會有如此獨特遠矚的產品。

我要感謝下列這些人無價的付出：

• 歐萊禮編輯群對本書的推動：Mary Treseler、Brian Anderson、與
Angela Rufino

• 提供建議、幫助與宣揚：Lisa deBettencourt、Erik Dahl、Matthew 
Holm、Dirk Knemeyer、以及 Scott Sullivan

• 提出建議與質疑的同行評審，特別是 Karl Fast

• Involution 團 隊 過 去 與 現 在 的 成 員：Juhan Sonin 與 Danielle 
Monroe以及 Quentin Stipp在我的章節中可愛的圖示

• Saul Kaplan的前言與對其他人在創新上的啟發

• 最重要的是我妻子 Jennifer持續的鼓勵

偉大的探索才正要開始 ...

－ Jonathan Fol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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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設計

Jonathan Follett

使命召喚

從技術開始發展起，人類就生活在它帶來的好處與負擔下。火可烹飪

食物但也會燒傷我們的手；磨坊與工廠生產我們的衣服也污染我們的

水源與空氣；電腦處理資料有時也會當機並將關鍵記錄付之一炬。從

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資訊革命，人類享受資訊科技帶來的好處，

但我們也吞下使用方法瑕疵帶來的惡果：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社會

動盪。人類在進入新世紀時還在面對自己造成的問題，從能源到基礎

建設、從運輸交通到健康醫療，以及製造到農產。為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再次訴求科技：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我們將能夠改寫 DNA，將
電腦嵌入身體中，並列印出替代器官。問題是，當我們有能力做到任

何我們夢寐以求的事情時，我們會做什麼？

要探索這個問題－至少從設計的角度－先讓我們考慮成長、成熟中，

被大量商業運用的四種創新科技會對現有的商業秩序產生什麼影響：

• 由物聯網連結的網路化智慧世界。

• 先進機器人帶來更有效率的製造、健康醫療與災難復原。

• 增材製造 /3D列印驅動的自訂、即時製造。

• 以基因組學與合成生物學改變生物密碼產生的醫藥、食物與燃料。

透過這些創新科技，我們會觀察人們可能會需要的產品、服務與體驗

設計，並檢視使用者體驗（UX）大師在設計時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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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正在關鍵科技時期的尖峰，與發生在美國內戰結束到第一次

世界大戰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類似，重大的發現與發明已經完全轉換成

美國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材料。在這收穫特別豐富的年代，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愛迪生（Thomas Edison）、福特（Henry 
Ford）、特斯拉（Nikola Tesla）等發明家、創意人與科學家向這個世
界引進二十世紀現代生活的科技。這些發明包括燈泡、電話、大量生

產汽車，以及其他事物。燈泡與基本電力服務成為電氣時代的基礎，

而電話啟動通訊革命，汽車開啟個人運輸的紀元，改變了美國的地理

景觀。歷史證明，這段期間顯示出由多種技術性的創新引發的系統化

改革與受廣泛的採用兩者處於同一個時間軸線上。如同第二次工業革

命在所有層面上將美國轉型，機器人、增材製造、物聯網，以及合成

生物學也具有相同潛力能夠塑造下個世紀。

技術的演進會影響人類物種的發展，讓現在喊得震天價響的資訊革命

相較之下只像是微小的漣漪。我們的時代有很多魔力，電腦、網際網

路與行動裝置等加速人類的通訊、協作與商務。我們觀察到許多現行

的互動模式是被強化而非轉型，從實體轉向數位－更便宜、更快，或

許在程序上更好。如電子郵件是加速版的郵件服務、電子商務是更方

便且更有效率版本的實體商店。相反的，在合成生物學與增材製造等

科技上，我們可以看到重構實體的潛力，目睹全新市場與全新產業的

誕生。

如 2013年 5月麥肯錫的報告標題：“破壞創新技術：先進技術改變生
命、商業與全球經濟”，標示著全球市場已經為破壞創新準備好，以

及這種轉變的經濟價值。基因組學透過個人化醫藥與基因改良食品等

產品的潛力在健康醫療有將近 $6.5兆 1，而農產業將達到 $1.1兆。增
材製造 /3D列印與先進機器人將翻轉全球製造業－影響 $6兆人工支
出與 $11兆全球製造 GDP。物聯網會讓製造業、醫療照護，與小產
業達到 $36兆 2。

1 本書幣值皆為美元。

2 James Manyika、Michael Chui、Jacques Bughin、Richard Dobbs、Peter Bisson 與 Alex Marrs。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dvances that will transform life, business, and the global 
economy”。2013 年 5 月；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http://bit.ly/1CJ2q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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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破壞設計

不要輕忽每個破壞創新科技的潛力－物聯網、3D列印與合成生物
學－以及它們所需的設計思維。

物聯網、連結環境與可穿戴科技

IoT是物聯網的縮寫，描述許多裝備感應器的物體以及機器間進行的
通訊。這些物體組成美麗的連結世界。這些裝置的形式與數量漸增，

根據 Cisco的報告：“物聯網：下一波的網際網路革命如何改變所有
事物”，預計在 2020年會達到 500億 3。廉價感應器提供的資料流可

以幫助我們對我們所居住、工作、玩樂的環境獲得新的洞察，以及有

能力影響我們的周遭－主動或被動的－並讓周遭影響我們。我們可以

想像醫院、工廠、道路、航空、辦公室、零售商店與公共建築透過資

料網路串連的超連結世界的可能性。

同樣的，當我們穿戴這些感應器時，它們可以成為自我監控的工具。

結合這些功能與透過藍牙或其他通訊方式傳輸資訊並透過可撓螢幕顯

示，可穿戴技術革命是現行智慧手機自然的夥伴與可能的繼承人。如

果考慮到系統、軟體與物體本身在各種層次上都需要設計，我們可以

預見其在物聯網與可穿戴上巨大的機會。

機器人

Google 於 2013 年買進了八家機器人公司（外界認為會整合進由
Andy Rubin 所領導的新部門，他之前是 Android 作業系統的領導
人），許多人認為這是機器人產業的爆發點。毫不意外的，iRobot等
競爭者的股價隨之水漲船高。4

機器人比其他創新科技更能抓住美國大眾文化的想像空間，特別是好

萊塢的科幻票房。我們享受這種娛樂，或許（但稍微的）被經典電影

銀翼殺手、魔鬼終結者、駭客任務與其他機器人科幻電影給嚇到。

科幻文化中描述由機器工人產生的這種社會、經濟與政治改變是否會

出現還有待觀察，確定是這不會發生是設計的最高挑戰。

3 Dave Evans。“The Internet of Things: How the Next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Everything”。2011 年 4 月；Cisco White Paper（http://bit.ly/1CJ2sNE）。

4 John Markoff。“Google Puts Money on Robots, Using the Man Behind Android”。2013 年 12
月 4 日；The New York Times（http://nyti.ms/1CJ2t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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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來說，機器人很適合重複性、會產生實質損傷與有害人體的任

務。因此，目前先進機器人的機會在於人力密集的領域，例如製造業

與運輸業。

3D列印

增材製造－通常稱為 3D列印－是根據電腦模型，透過一層層列印產
生三維物件的程序。這種技術能用於塑膠、金屬、玻璃，甚或是生物

材料等各種實體上。使用增材製造的客製生產能夠破壞許多產業，包

括建築業、食品到醫藥等。這種科技的可應用範圍包括即時列印零組

件、立即修復應用，與具爭議性、令人不安的現實，例如隨時生產槍

枝；還有未來有望不只產生人體組織，還可以建構出完整的器官，用

於移植或測試新藥物與疫苗。

增材製造如今已經改變了建築業，2014年 4月盈創這家中國工程公
司宣稱可以使用特殊化的 3D列印技術在一天之內建造十戶單層房，
他們的主結構與牆壁使用廉價的水泥與建築廢料組成。5

在醫療領域中，機器人學家 Easton LaChapelle代表增材製造在醫療
器材原型設計與製造程序改變的可能性。這位 17歲的神童建構出
超輕量、功能完整的義肢，其組件可由 3D列印以約 $500的成本製
造。傳統方法製造的義肢目前的成本最高可達 $80,000。LaChapelle
使用 EEG 頭戴裝置控制，此裝置讀取腦電波並與義肢透過藍牙 
通訊。

2013 年 9 月於羅德島舉行的 Business Innovation Factory BIF9 會議
上，LaChapelle展示了他的發明並討論其設計與原型設計階段的進
度。他建構的第一代產品是個機械手臂，由樂高玩具、外科軟管，以

及五個伺服器馬達組成。他的第二代機械手臂使用 3D列印組件與任
天堂威力手套（Nintendo Power Glove）組成。目前的第三代手臂幾
乎全部由 3D列印組件組成，最戲劇化的部份是它具有人類手臂的強
度。雖然 LaChapelle還未從原型前進到最終產品，但我們已能想像
這種創新產品所代表對市場的破壞潛能。

從製程觀點來看，LaChappelle的設計與工程方法展示出創意可以從
設計人的想像轉變為可測試實物的速度。雖然原型設計一直是設計者

5 “China: Firm 3D prints 10 full-sized houses in a day”。2014 年 4 月 25 日；BBC News
（http://bbc.in/1CJ2r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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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增材製造使得創意、製造、測試、檢驗等必須重複的程序，

可與數位產品一樣快速彈性的進行。

基因組學與合成生物學

2003 年 4 月， 公 眾 資 助 的 人 類 基 因 組 計 畫（Human Genome 
Project）完成人類 DNA完整定序，以 $30億的代價提供建構人體的
藍圖。此時這項科學成果被宣傳為史上最偉大成就，對健康與醫療的

影響很深遠。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宣告人類基因
組工作草圖時表示：“無疑的，這是人類所製作過最重要、最了不起

的圖像”。6

十數年之後，人類基因定序的成本已經降至約 $1,000－價格降低級
數遠超過摩爾定律（Moore's Law）所預測。許多公司正在競爭引進
更為快速與廉價的定序技術，由於大眾可負擔得起此複雜測試，它已

經快速的變為現實，基因組可提供新一波的個人醫療指引：對抗癌

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他遺傳性疾病的高度標靶治療藥物

（targeted drugs）。

藉由基因組定序，DNA合成試驗的價格持續下跌，現在 GenScript、
DNA 2.0與其他公司合成試驗平均每個鹼基對的價格接近 25分或更
低。撰寫生命密碼是合成生物學的基礎；對生物系統刻意的設計與工

程有機會產生驚人的事物。George Church這位哈佛教授、基因學領
域最知名的科學家在他的 Regenesis一書中描述某些創新方案，包括
生質燃料、標靶基因治療，甚或是抗病毒人類。在他的遠見中，我們

看到人類有能力設計自然、改變生物結構與人類演化等未來。7

如果先進機器人、增材製造、合成生物學與其他擴展人類能力的創新

科技，能夠讓我們快速有效率的達成製造、健康、能源與其他產業目

標，他們也會對我們提出需求。視覺設計、工業設計與軟體 UX設計
等領域，必須演化以回應新科技的獨特需求。運用最新工具是人類的

特質，視覺設計讓資訊在印刷媒體上更清楚、更易閱讀，且更美觀；

工業設計讓產品更優雅、更好用、更人性化；UX設計讓數位產品與
服務的互動更有效率與有樂趣。

6 “Breaking News—President Clinton,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Deliver Remarks on 
Human Genome Milestone”。2000 年 6 月 26；CNN.com 聽寫稿（http://bit.ly/1CJ2xky）。

7 George Church 與 Edward Regis。Regenesis: How Synthetic Biology Will Reinvent Nature and 
Ourselves。2012 年；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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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搭建人類與破壞式創新科技之間橋樑的任務從未簡單過。除

了工業革命的正面成果之外，全球性政治、社會與經濟變革對被取代

的人群的生命與生活也導致了負面的影響。在英國發生的盧德運動

（Luddites）破壞工廠的機器，意欲摧毀他們覺得會毀滅人類存在的
科技，而非與它們共存。大量生產與 18世紀晚期間推動藝術與工藝
美術運動的傳統工匠－從木工到油漆工、到建築工－之間存在緊張的

關係。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工業化在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
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中受到最不朽的批判，這本書寫出未受檢
驗與自主的科學是不能信任的。我們同樣能預期這個時代在接受創新

科技的道路上會遇到社會關係緊張、負面反應、質疑與反對運動，這

都是設計者必須及早涉入的理由。

創新科技的八項設計信條

在面對不可避免的未來變化時，我們需要以設計來幫助規範與科技的

互動，包括嵌入皮膚的電腦、生化列印器官，以及成群的機器人等，

這些似乎已經超出我們目前的處理能力且與情緒、道德與社會階層有

關。設計者有機會幫助定義與塑造人與科技之間的互動，無論我們是

否懼怕與厭惡轉基因食物、改變胎兒的特徵以符合父母喜好的道德爭

議、戰場機器人的倫理指令，或嚴長壽命至 150歲的社會影響。理想
情況下，設計不只能提供科技運作與使用的規範，還可以產生更廣泛

的影響：利用系統思考，計畫出完整的技術性生命循環，以及評估意

外效應的可能性。

設計領域的實踐也會轉型，我們必須準備好將設計從輔助、規範介面

與工作流程轉換成仲裁者，將建構技術本身與套用我們對互動、表

單、資訊與創意的理解轉換成新的領域。為了平衡“這該怎麼做？”

的問題，我們應該問“為何要這麼做？對誰？有什麼好處？”。我們

必須從被動接受的角色轉向成新科技的主動參與者。作為設計思想家

與參與者，我們要進行探索，雖然不是每個設計人都想要或能夠沿著

這個方向前進，但行動者會有機會產生重大的貢獻。

設計工作現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我們非常清楚必須持續的加

強我們的技術以符合市場的需求。不確定性帶來機會：未來的設計職

位還未定義。如同過去曾經沒有工業、視覺、互動設計，對創新科技

的設計人也是如此，現在有著一大片領域等待探索：我們如何增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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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技能以面對新問題，我們如何決定要學習什麼樣的新主題，我們

如何與快速發展的新產業整合。

什麼樣的能力對新世紀的設計者最重要？什麼方式對於掌握創新科技

的破壞力最有效率？怎麼樣的思考程序會幫助設計者處理創新科技不

可避免的技術、社會與道德的複雜性？這些問題的答案是遵循創意思

考與程序開發的信條，從建築、藝術、民族誌、工程，以及最重要的

使用者體驗等相關專業領域獲得啟發。雖然這些信條也適用於一般的

知識工作－科學家、技術士、企業家－我們當以設計創新科技的背景

來考慮。

1.正確認識問題

我們所面對問題與準備實作的技術之間的鴻溝需要快捷設計思維與實

踐。設計人應該是問題的發掘者，而不是搜尋已經設定好解決方案的

解決者。我們應該指引技術而不是讓技術指引我們。

在 2012年 11/12月一期的 MIT Technology Review封面放著太空人
艾德林（Buzz Aldrin）困惑表情的相片，白色字體、沉重的標題表
達對過去十年的技術成就的不滿：“說好要殖民火星，你卻給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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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You Promised Me Mars Colonies. Instead I Got Facebook）”。
副標題是：“我們不再解決大問題。見過拒絕放棄的科技人（We’ve 
stopped solving big problems. Meet the technologists who refuse to 
give up）”。同期的文章“我們為何無法解決大問題”8描述自阿波羅

登月計畫之後美國文化、財政與政策的限制將大思維與技術的渴望擱

置一旁。但作者給出了結論：

我們並不是不能夠透過科技解決大問題；其實可以。但所有的

元素必須就緒：政治領導人與公眾必須關注解決問題，我們的

機構組織必須支持解決方案，它必須是技術性問題且我們必須

了解它。

我們在新技術年代的尖端上，肩負著之前的問題，向前行時不再犯下

同樣的錯誤。我們必須找出要解決的正確問題：重要且有價值的問

題。首要的考慮是環境，不只要降低碳排放與尋求新的能源，還要注

意到全球人口增長的效應，以及相對有限的資源。我們還要提昇人類

的健康並考慮到人類壽命延長的後果。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製造

食物並生產食物與清水給目前 72億的人口－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
展望：2012修訂版”報告，預估接下來 35年間還會增加 24億，在
2050年達到 96億 9。認識這些人類在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並尋求主動的

解決方案，環境、能源、健康、製造、農業與水資源等都不會是明顯

或容易的任務。

我們可以在福島核災看到這種悲劇事件的例子。2011年 3月 11日，
9.0規模的地震與隨之而來的海嘯損毀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反應爐，
24小時內機組人員絕望的嘗試修復反應爐，然而安全措施一個接著
一個失效，反應爐內的燃料棒過熱，最終釋放出輻射物質到周邊區

域。隨著輻射程度遠超過人體可承受值，發電廠的緊急應變小組無法

進入關鍵區域完成必要的修復工作。三十萬人被迫撤離，許多人到目

前還不能返回家園。

8 Jason Pontin。“Why We Can’t Solve Big Problems”。MIT Technology Review，2012 年 10
月 24 日（http://bit.ly/1CJ2zJ9）。

9 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處（201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http://esa.
un.org/w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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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目前的發展尚無法在險惡、高輻射的核電廠融熔環境中存活以

處理修復工作。福島核災後，日本政府並未立即的加強抗輻射機器

人。少數幾個來自美國公司的機器人－曾經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現代戰

場測試過－包括 iRobot的 710 Kobra（前稱Warrior）與 510 PackBot
能夠對發電廠進行調查 10。修復相關工作的潛力應該也必須要以比此

更先進的機器人來進行。但由於政治、文化與體制問題，在福島核災

發生之前，對機器人的投資從未被認真考慮過。核災是無法想像的大

災難，日本政府認為絕不會發生，他們甚至沒有認知需要對這種狀況

作計畫。

福島核災啟發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舉辦機器人競賽（Robotics Challenge），
其目的是要加速機器人救災的技術發展。認識到人類體系有多脆弱並

找出災難的回復方案－無論是下一個超強風暴、地震或核災－是設計

人、工程師與科技人應該要專注的。

在 DARPA競賽的任務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挑戰的設計方式。

歷史反覆的表現出人類在自然與人為災難前面的脆弱，災難發

生時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機器人能夠執行對人類有危險

的操作，但不管科幻如何想像，現今的機器人還不足以在災區

運用，甚或是幫助解決危機狀況下基本的任務。DRC的目標是
產生突破性的研究與軟硬體發展，使未來機器人能夠在災區執

行最困難的任務以減少傷亡並拯救生命 11。

此競賽到目前為止已經成功的激勵先進機器人的創新。在 2013年 12
月舉辦的初賽中，來自 MIT、卡內基美隆與 Google 持有的 Schaft, 
Inc.這家日本公司的機器人在各種與災難復原有關的項目中，進行包
括駕駛車輛、於困難地形中移動、攀爬階梯、開門、移動殘骸、破

牆、關閉閥門等任務。

10 Marina Koren。“3 Robots That Braved Fukushima”。Popular Mechanics（http://bit.
ly/1CJ2DZu）。

11 “DARPA Robotics Challenge.”DRC。http://www.theroboticschallenge.org/（ 摘 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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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學習

設計人必須懂得科學與技術對人的影響。要更有效率的這麼做時，我

們必須能夠進入新技術領域並快速的學習。如同我們理解人們才能成

功的做出從使用者觀點出發的設計，認識材料，不管是像素或蛋白

質，感應器或伺服器，讓我們將設計帶入世界。設計者必須提早接納

科技，持續的學習。

能夠快速學習新材料與技術一向是設計人最重要的核心技能。然而，

現今預期學習的速度與技術發展的速度非常的不同。我們如何學習

與學習什麼已經同樣重要。設計者要準備好扮演創新科技帶來的角

色，學校必須發展強調持續學習作為核心競爭力的課程並提供工具與 
方法。

AIGA這家設計專業機構與設計軟體巨人 Adobe System, Inc.發表一
篇名為“定義 2015設計人”的研究報告，調查了 2,500名設計人與
各種專家並專注於此領域的未來 12。

12 “Defining the Designer of 2015”。AIGA。http://www.aiga.org/designer-of-2015/（摘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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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未來對設計人的期待，他們必須學習今日典型技能之

外的其他技能。沒有一個設計人可以學會所有必須的技能，但

這份研究顯示出一家公司或設計部門的員工之間要滿足未來需

求時需要互補的技能範圍。

雖然 AIGA/Adobe的調查結果大多專注於通訊相關的設計，但它確認
了 2015年設計人所必須的技能，對於“認識與利用工具與科技”以
及“實踐時的彈性、敏捷與動態”的需求。最終，設計人必須是終身

學習者。

3.系統化思維

設計人也必須成為系統思想家。在我們思考先進機器人、合成生物

學，或可穿戴科技等領域時，整體經濟圈的設計與產品或服務本身的

設計也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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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Mimo，它是下一代的嬰兒監視服務，具有遠超出一般安撫焦
慮新父母的影音功能。由一群 MIT工程畢業生領導的新創公司 Rest 
Devices生產的這種嬰兒“連身裝”是一種連網產品，它持續傳送包
括體溫、姿態與呼吸資訊以確保父母完全掌握小孩的細節。乍看之下

像是過度保護偏執狂的工具，但事實上它也提供很有價值的科學資

料，特別是嬰兒猝死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SIDS）的
成因尚未清楚。

從設計的觀點來看，像是 Rest Devices這樣的公司與可穿戴科技產業
的新創公司有相同範圍的需求。連身服需要設計成兼具功能與美觀元

素－混合帶有感應器的工業設計與服裝的時尚設計。提供資料介面

的行動軟體應用程式需要互動設計與視覺設計－更不用提整體系統

的 UX設計，它必須對神經緊繃的父母作設定與操作導航的最佳化。
無論是單人或一組團隊為 Rest Devices提供不同的設計技能，很明顯
的在人們所操作的每個點上都有互動的機會需要仔細的檢視，並對整

體經濟圈作最佳化。因此 Mimo是第一波可穿戴科技的好例子。例如
Nike的 FuelBand、Fitbit，甚或是 Recon抬頭顯示器，這些可穿戴的
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我們生活中的基礎建設。但這些產品的消

費者體驗魔法僅能透過完全且無縫的設計才能發生。

4.在各種尺度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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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人應該要能夠在不同的尺度下工作，從前述的系統概觀到細節。

由於每個層次影響其他層次，在這些層次之間游移也很重要－巨觀影

響微觀，反之亦然。

在最高的層次下，設計人可以主動的與政客及立法者有效的規範新技

術。例如在 2013年 9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發布由產業
專家起草的最終版行動醫療應用程式指引。從生物倫理學到機器人的

運用規範，設計人會想要且需要對政策提出建議。如同自由市場不能

沒有具有強制效力的合約法，科技進步也不能沒有合理、有效例、強

制性與具有遠見的法規。設計人不只在電腦或實驗檯前面有一席，在

立法上也必須佔有一席。

Involution Studios這家體驗設計公司已經為健康醫療產業客戶的基
因組研究軟體與連網醫療裝置等創新科技專案提供服務。如同設計

思維可以在組織層級運用，哈佛大學的個人基因組計畫（Personal 
Genome Project，PGP）也呈現出設計研究工具與技術如何幫助尖端
組織專注於以人類為中心的問題。

由 George Church於 2005年成立的個人基因組計畫將 100,000名志
願者的基因組定序與公布，讓科學社群用來改善與管理人類健康與疾

病。然而當 Involution首度接觸 PGP時，團隊中的每個人視此組織具
有不同的功能與目的。

志願者－捐獻基因組與醫療記錄的人－是願意承受風險以幫助先進科

學探索的一群人。PGP有完善的告知志願者他們的基因資料有可能會
公布給全世界。但志願者從未或很少被告知他們的資訊是否已經被科

學社群所運用、如何運用，或潛在的衝擊。由於志願者可隨時索回他

們所提供的項目，PGP必須找出更好的辦法來維護這些關係以讓計畫
能夠持續邁向目標中的 100,000名參與者。

Involution與 PGP合作定義組織間的經濟圈用以更清楚說明他們如何
運作。PGP的執行總監 Jason Bobe表示：“是時候讓我們說明整體的
目標，我們也這麼做了，這很有幫助。”，他相信這個過程可以給他

的團隊成員一個場合，展示他們的大創意以及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

色。PGP的成員在提案、腦力激盪與練習中，能夠經由所服務的許多
使用者來發掘組織化模型的風險與好處。Bobe還表示：“我們的團隊
對於我們正在從事的工作有許多的想法，但我們對如何執行我們想要

做的每件事沒有共同一致的想法”。透過 Involution的幫助，此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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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找出妨礙 PGP前進的多個挑戰。這個過程的成果很豐碩：重新
構思過的 PGP組織模型，將成員招募以及資料收集與定序分離，並
真正的專注於成員關係維護上。

5.串連人與科技

設計應該提供連結性的組織給人與科技。能夠無縫整合進我們生活的

科技，幾乎都是偉大的設計結合聰明的工程所帶來的；它是由“為

何”使得“什麼”變得有意義。它透過這種人性表達的科技使設計者

確保產品或服務不只有提供功能性，還讓它值得這麼做。我們必須考

慮這些科技的輸出－人們的需求與慾望。設計師應該問：“我們為何

要做這些事？在科技的可能性中人性如何表現？”。找出等式中人性

的一面是設計師的任務。

舉例來說，機器人可以在製造領域自動化、重複性的危險工作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以及擴展人類的能力，我們可以看到這有許多的好處，但

長期而言，對於機器人如何與人類並存還是個問題。乍看之下，機器

人的協作與快捷製造似乎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之一。Rethink Robotics
的 Baxter、Yaskawa Motoman的 Dexter Bot，以及 Universal Robotics
的 UR是設計成具有類人類特徵、任務彈性與易於程序控制的協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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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範例，它們提供與工人在工廠並肩工作的新可能性。在這種模式

下，工人是由機器人科技加強而不是取代。

先進協作機器人已經準備好彈性的系統以符合快捷製造的需求。先進

機器人製造的關鍵優勢是適應性：機器人生產線可以輕易的修改以適

應短期、客製化的產品。我們很快可以看到機器人取代昂貴的特定製

程專屬設備，這些專屬設備很難在改變製程時重新設定。作為快捷製

造的典範，能夠與人類協作的機器人－在工廠、倉庫與其他產業－會

是重要的元件。工人會負責程序設定、監控、督導經常被重新設定以

處理短期客製化生產的機器人。

6.推動改變

順利轉型與找出人與科技之間最好的協作方式並不是設計人的唯一責

任；找出問題發生時的根源以及推動改變也是設計人的任務。技術性

轉變困難且具破壞性，就算是現在，還是有無數科技發展超過控制框

架的例子，它們導致人們對於無前例且未經檢驗的先進科技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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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數位監控闖入我們的隱私，以及貨架上充斥著基因改造食品。設

計人可以帶頭討論並領導轉型過程。

無論基因組學看起來多有潛力，希望科學前進的人與謹慎保守的人之

間的緊張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以 23andMe這家提供廉價個人 DNA定
序的公司為例，在 2013年 11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勒令該公司停止對客戶發出
DNA資料的醫學解讀報告 13。在 23andMe網站上出現這樣的公告：

目前我們暫停健康相關的基因測試，以符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關於在審理期間停止新客戶存取的指令。我們仍可以提供沒

有解讀的家族相關的基因測試與法律性的基因資料。...我們堅
定的承諾會完成幫助各地人們存取自身基因資料，並以此資訊

改善他們的生命的目標。

FDA的行動引發科學家、企業、設計人與工程師未來可能會在個人
醫療領域遇到的法規環境的問題。立法單位在面對創新科技時的兩難

問題是規範類似產業的法規，可能不適用於對這些產業的破壞式創

新。在 23andMe的案例中，立法者必須平衡用戶知悉本身疾病的好
處以及偽訊號、誤用或錯誤解讀資料所帶來的風險。23andMe的破壞
在於它提供低價個人基因組測試，同時它也以主動方式進入了通常以

被動方式提供高價測試的類似產業所從未見過的領域。

在 2013年 12月，生物倫理問題研究總統諮詢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Bioethical Issues）發出標題為“預測與
溝通：臨床、研究與直接對消費者背景下附帶發現的倫理管理”的報

告。這份文件提供關於如何管理附帶發現的指引。

“醫生、研究者與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公司如何管理附帶發現，

會影響所有尋求醫療照護、參與研究或檢查基因的人們”，委員

會主席 Amy Gutmann表示：“實際情況是我們可能會發現比我們
所求的更多。從業人員收到關於如何管理於跨背景與基因學、

圖像與生化物種等模式的附帶發現的衝突指示。我們必須知道

如何更好的管理我們並未預期的健康資訊”14。

13 Chris Welch。“FDA orders 23andMe to halt sales of DNA test kit”。The Verge。http://bit.
ly/1CJ2GEt（摘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

14 “Bioethics Commission on Incidental Findings: Anticipate and Communicate”。2013 年 12
月 12 日；Presidenti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Bioethical Issues（http://bioethics.gov/ 
node/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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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設計人，我們必須主動廣泛的參與這一類對話，以讓我們幫助定

義領先時代的安全界線與人本政策，而不是在發生之後嘗試指出問

題－以及花時間辯護產業的存在。

7.有效率的在跨領域團隊中工作

大多數創新科技的挑戰需要遠超過個人能夠取得的產業知識。對於這

種工作，團隊非常重要。它是由科學家、工程師與設計人等認識與能

夠善用這些科技的跨領域人才所組成。這些創意領域專家的共同投入

也很重要。

在這樣的協作中會產生新的角色：或許我們很快會面臨到對合成生物

系統工程師或人機互動設計師的大量需求。這種跨科學、設計與工程

的結合已經發生在哈佛的 Wyss Institute，他們的目標是開發出由自
然界與生物學所啟發的材料與裝置。Wyss將自身組織成多領域的團
隊。IDEO等前向思維設計公司同樣也加入了合成生物學到他們的產
業實踐與數位設計團隊中。

在 倫 敦 的 英 國 皇 家 科 學 研 究 所（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的 Friday Evening Discourse 一篇名為“生命由你決定”
報告中，備受尊崇的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教授 Paul 
Freemont描述生物學設計如何從電腦軟體工程獲取靈感，使用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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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進行生化設計 15。在設計複雜系統時，抽象階層概念可讓工程師

專注於解決手上的問題，因為他們不需要了解下層的複雜性。以軟體

開發為例，工程師可以使用 Java或 C++而不需知道最終程式所執行
的機械碼。在生化設計即將到來的革命前，這種抽象階層可提供生化

工程師相似的操作能力。

雖然程式設計可以採用為操控自然的類比，撰寫電腦程式碼與基因碼

還是有本質上的不同。就算我們能夠知道我們撰寫的基因碼會產生什

麼，它所處的環境比電腦或行動裝置的作業系統還更加複雜。關於生

物學系統還有許多未知的部分，原型設計與測試是負責任的創新的關

鍵步驟。就算設計人不一定要成為基因組工程師才能對合成生物學做

出貢獻，但他們必須懂得材料。

波士頓大學的跨領域整合設計自動化研究（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Design Automation Research，CIDAR）實驗室正在建
構 Clotho這一類的 bioCAD工具，它是一種開源軟體框架，用於合
成生物學系統工程設計。Clotho（以古希臘負責人類生命之線的命運
女神命名）的最大目標是建構標準化的合成生物學資料、演算法與方

法論。其他如 Genome Compiler與 Gene Designer等工具的目標則是
改善從設計到品管、到製造基因組的程序，這些將合成生物學程序自

動化的工具是跨領域的結晶。

15 Paul Freemont。“Life is what you make it”。2013 年 11 月 29 日；The Royal Institution，
Friday Evening Discourse（http://bit.ly/1CJ2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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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擔風險與責任

要找出設計人的方向，我們必須願意承擔風險－依靠我們受的教育、

經驗與直覺－這些是創新的關鍵。我們必須隨時記住使用者這些新科

技的好處與後果，並準備好面對憂喜參半的結果。

Kickstarter上的發光植物（Glowing Plant）計畫是個承擔風險的好例
子。可能沒有其他科技比基因組與合成生物學更冒險，一群生化學家

看到了啟發與教育大眾的機會，於是發起生產生物發光植物的專案計

畫，它被宣稱是“邁向持續性自然光的第一步”。發光植物計畫從群

眾募資網站 Kickstarter募款，此計畫已經收到來自 8,433名贊助人投
注 $484,013資金，遠超過初始目標 $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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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發光植物計畫活動結束不久後，Kickstarter沒有任何的解釋就
改變專案條件，禁止修改基因組織（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從線上募款 16。發光植物的財務狀況已經就緒，可能是短期

內群眾資助合成生物學的最後一例。但這個事件本身不太重要，值得

注意的是 Kickstarter是美國境內最主要的群眾資助來源。以含糊的理
由消滅合成生物學新創公司的這類資金來源，會對未來的投資者有負

面的影響。

發光植物群眾募資計畫的結果，顯示設計合成生物學這種破壞式創新

的未來與風險。我們要如何評估此例中的風險與回報，計算它的報

酬呢？就算該團隊收到草根群眾大量的熱情與財務支援，他們也導

致 Kickstarter禁令，讓已經成形的企業感到畏懼。從恐懼轉換到接
受的期間中，像是發光植物計畫後面的團隊這些基因修改組織的設計

人會持續的推動讓公司、立法單位與政府接受。我們可以說在合成生

物學被充分的認識之前，禁令等政治決定還會繼續發生。有意願推動

並承擔風險者對轉換、公眾認可，以及最終推動技術向前來說是很重 
要的。

改變設計與設計改變

人們已經對科學及工程、先進機器人、合成生物學與物聯網成真的創

新科技機制較不感興趣，但對結果卻頗為關注。幾年內這些科技將出

現、成長、成熟，設計人有機會為人類的需求與神奇的科技搭起橋

樑。

這是讓設計及早涉入定義新產品與服務程序的大好機會，同時也是挑

戰，但在我們建立二十一世紀的實踐時非常關鍵－從科技政策的設計

到互動框架與技術。政策設計牽涉到對立法機關與政治人物提供關於

創新科技的機會與風險的建議；系統設計要求對各種互動與環繞產品

的細節有清楚的認識；框架設計則對日常工作有正面作用，提供設計

的基礎與實現設計實作。這些科技會創造出什麼結果還有待觀察，但

最有趣的發現會出現在交會處。

16 Duncan Geere。“Kickstarter bans project creators from giving away genetically-modified 
organisms.”2013 年 8 月 2 日（http://bit.ly/1CJ2Q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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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科技的潛在用途以及它們如何對人們產生長短期衝擊需要教育

與協作，以產生新的設計技能領域，但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甚至還沒有

考慮過。接下來隨著軟體、硬體與生物科技的設計與工程之間的界線

將越來越模糊，工業設計師、電腦工程師、UX設計人與科學家將會
發現他們的職業生涯進入一個未曾被探索過的領域。如同進入城市參

與工業革命過程的農夫，我們無法想像我們的工作會產生怎樣的結

果。但若歷史能夠提供線索，科技的匯聚成果勢必大於單獨部分的總

和。如果我們已經準備好接受挑戰，我們只需問一個問題：“前方有

什麼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