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讚譽

「產品設計今昔有別，甚至短短幾年就有極大差異。這是一本生動活潑、簡單易讀的設

計指南，引導你一步步地走過現代化的產品設計流程，取材自一些當前頂尖設計師的親

身實踐，兼顧理論概述與操作指引，這本書的深刻內涵讓每個人都能夠打造出人見人愛

的絕妙產品。」

Dan Saffer，《Microinteractions》(O’Reilly)的作者

「在這個快速變動的領域中，Scott Hurff無私地分享深具啟發且切實可行的真知灼見。」

Randy J. Hunt，設計副總，Etsy

「Scott的新書連結兩個世界，一端是快速變化、初創企業驅動、行動設計思維的世界，

另一端是相對緩慢、「以正確的方式設計」、品牌思考的傳統世界。數位產品設計的新世

界一刻不停歇地持續演進，因此，這本書只是清楚地捕捉住數位設計師們在 2015年當

下必須採取的行動與行為。確切地說，數位產品設計師比較像是探險家，而非守護者。

切記，無論如何，在 2016年、2017年、甚至以後，我們應該期待數位產品設計領域會

有更多的變化 – 所以，我衷心期待 Scott這本大作的後續版本，並且深信這一切發展就像

是迅速演進的現在進行式 !所有東西在交付當下就已經不再新穎。」

JOHN MAEDA，DESIGN PARTNER，美國 KPCB風險投資公司

「周全且迷人，一本關於打造偉大產品的指導手冊。」

SCOTT BERKUN，《THE MYTHS OF INNOVATION》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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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產品為用戶而生

產品設計不只關乎交付。

不只關乎原創。

不只關乎讓一切顯得美麗或時尚。

而且不只關乎讓東西容易使用。

產品設計關乎打造用戶適用的東西─透過全盤理解他們的感受、想法

及想要什麼。

然而，說到底，產品設計意味著設計出熱賣的產品。

因為這正是產品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原因。

這並不是什麼新觀念，「企業的目標在於創造客戶群」，傳奇組織專

家 Peter Drucker在《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
中寫出這句鞭辟

入裡的話語，但這已經是將近 50年前的事情了。

或許，你閱讀這本書的原因在於：你或你的團隊已經深陷「交付－軸

轉－交付」（ship-pivot-ship）[譯註 ]
的死亡循環中，不曉得應該如何

脫身。

也許，你閱讀這本書的理由在於：你的團隊想要更具「設計思維」的

解決方案，而你正扮演著輔佐設計的關鍵角色。

1 Peter Drucker,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317.

[譯註] 軸轉（pivot）是 Eric Ries 創造的術語，用以描述「初創企業改變方向，但仍
立足於目前所學到的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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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可能為金錢所驅使，畢竟世道如此，實難獨善其身。過去幾

年，越來越多由設計師主導的公司已經在資本市場中成功募集到資

金，或者順利被併購，而且趨勢越來越明顯
2
。

無論是為了生存、適應或虛榮心─或以上皆非─我很高興你正在閱讀

這本書。

你將學習如何忽略所有雜訊。

你將學習如何打造熱賣產品。

打造成功數位產品是創造力、勤奮工作、與領導統御的極致實踐，我

們太容易忘記產品是由人建立的，而且是為人而打造的。

結果，如何打造產品已經變得神秘兮兮，甚至與建立什麼產品嚴重

脫鈎。

原因在於，成功產品的建構之道是各家公司的競爭優勢所在，從

Facebook與 LinkedIn之類的業界巨擘，直到你未曾聽聞但前景光明
的最小型初創企業都是。

一夕致富的成功故事極其罕見，成功產品絕非一場意外的驚喜（我們

常被誤導），而且，大多數產品建構工作往往草率行事，缺乏良好的

實務做法。

那麼，如何打造熱賣產品？

我承諾，絕對不會從一開始就強迫你消化一堆神話故事，重複「完成

產品，不愁用戶不來」的空話，或者讓你以為只要先弄出東西來，

自然知道接下來要建構什麼。

請容我說明一下這本書為什麼適合你。

這本書為何適合你？

回首前塵，多巴胺暴衝腦海的感受清晰如昨。

2 http://www.kpcb.com/blog/design-in-tech-repor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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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是一家線上視頻初創企業（由 KPCB挹注資金）的創始團
隊成員，主導產品設計的相關工作。

我們每天增加一百萬個用戶。

這些統計數據似乎證實人們很喜歡我幫忙打造的產品。

然而，好景不常，我們滿懷希望，期盼註冊會員突破二千萬，直到流

量驟降，熱潮迅速消退，該產品終於在 2013年 11月被迫下線。

我當時不曉得究竟怎麼回事，二千多萬人如何被說服去註冊一個他們

其實不想要的東西，而且這件事情讓我們誤以為產品大獲成功。

這個經驗讓我急迫地想要弄清楚最佳產品是如何打造的，更促使我努

力探究產品設計師是如何工作的，如何打造人們想要、渴望、非用不

可的產品─而且是如何一遍又一遍地做到這件事。

可能有人將這個慘痛經驗歸咎於未達到崇高的「產品 /市場適配」原
則，接著可能鼓勵我，透過「軸轉」到新想法而「較快速地失敗」，

然後，就能夠轉變方向，「驗證」新想法，並且據以進行調整。

但這個過程也讓我思考─萬一這個框架有瑕疵呢？如果不必配合祈禱

上蒼與精心策劃的病毒循環（viral loops）即可順利推出產品，而且
只有在進入下一回軸轉時才需要禱告呢？

這本書適合你

這本書是針對任何想要更精通數位產品建構的人所撰寫的，因為，在

我們學著改善做事方法的同時，每個人都能夠受益於將它付諸實踐的

好處。

我的目標是讓你知道如何打造成功的數位產品，無論你身處什麼產

業。我已經訪談了 30個以上的產品領導者，仔細研究過產品如何被
打造的歷史，並且從中擷取出可重複實踐的可靠流程，以及這些領導

者藉以開疆闢土的勝利方程式。

在每一章結尾，你可以找到這些經驗豐富之產品設計師的相關訪談，

不過，為求簡潔，所有訪談皆已經過節錄，完整的紀錄請參考 http://
scotthurff.com/dppl/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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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A章節中，你將瞭解這些功夫了得的產品設計師是怎麼工作
的，如何度過創造力枯竭的困境，哪裡可以尋求靈感，以及如何跟團

隊一起克服種種產品挑戰，更棒的是，你將學習如何運用這些可以重

複實踐的流程，像那些武林高手一樣，打造出人們會反覆使用的絕妙

產品。

最後，你會看到 Medium、Twitter與 Squarespace之類的產品（還有
許多其他產品）是如何被建立及改善的，在此，我們為你解剖相關

的工作流程，並且即刻加以應用。

我們將檢視他們如何構思及檢驗寶貴的早期產品想法，以及相關研究

如何影響實際的產品設計。

接著，我們會深入這些人的思考模式，他們如何設計、製作原型、反

覆迭代、以及測試實際的產品。我們將弄清楚他們如何收集客戶反饋

意見並且充分加以運用，增加產品發布的成功機率。

話雖如此，無論是獨資企業家、初創企業員工或者較大型組織的團隊

成員，任何正在面對下列挑戰的人們均可得益於本書所提到的技術：

 y 以異想天開的心態打造產品，導致產品在發布之後找不到用戶。

 y 專案深受緊急變更與流程思慮不周的困擾，或者採用的技術無法
達成產品的承諾。

 y 用戶不清楚如何使用剛剛釋出的產品，儘管那對團隊似乎是「再
明顯不過的」。

 y 害怕落於人後、學習速度不夠快以及無法提供足夠的創意。

 y 有能力辨識「好設計」，但傾向於陷入細節、質疑決策並且總是
忘卻產品的總體目的：以用戶為尊，不受限於當下的 UI約定。

我的目標是：完成本書閱讀之際，你將擁有下列的觀念：

 y 瞭解如何實現每天使用的產品，體會頂尖公司之高效產品設計師
的縝密思維，學習如何打造一流產品，並且立刻將這些工作流程

應用到你自己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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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學習發掘及解讀用戶之痛苦或喜悅的較簡單機制，並且理解如何
以此為願景，引導團隊一步步地走過混亂的產品建構流程。

 y 去除跨不同尺寸規格（form factor）設計操作介面的痛苦─行動
裝置、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視、車用裝置─透過學習使用者流

程（user flow），epicenter design，狀態覺知（state awareness）
及主要動作（primary action）等方法。

 y 探討產品設計師如何採用最新的心理學研究成果，創造令人愛不
釋手且觸動心弦的操作體驗。

我不會假裝這本書的所有內容都是新穎、原創或前所未有的，實際

上，這反而是重點所在，這本書存在的理由是因為我想要弄清楚產品

設計師的實際作為，這些人已經採納各種廣受歡迎的模型和方法，並

且實際將它們轉變成真實的東西。從本書中，你將瞭解到實際有效

的作品是如何完成的。

本書內容

建構新產品就像拍照片。

想要捕捉的畫面就在眼前，但你不確定什麼樣的焦距會將拍攝對象妥

切地捕捉到照片中，線條清晰、角度犀利且細節鮮明，因此，你移動

鏡頭，來回對焦，逐漸落在最合適的位置上。

當然，你面前的拍攝對象可能會移動─微笑、表情變化，樹葉搖曳風

中，野生動物突然現身，所以，因應現實的狀況，你竭盡所能地將可

能的最佳故事捕捉到一個畫面中。

建構產品也具有類似的挑戰，這個流程始於清晰的目的與明確的目

標，但在過程中可能被迫調整它的角度與範疇，即便如此，你試圖找

出最佳解決方案，達成你的目標，滿足你的客戶。

然而，我們並非面對產品建構挑戰的第一批先鋒，這就是我們為何要

檢視過去以因應未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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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建構模型

產品建構流程頗為混亂，但我試著將這個複雜的流程分解成四個基本

步驟，這些步驟為這本書（圖 P-1）的章節提供了基本架構：

1. 探索與合成

2. 建置

3. 測試與提升

4. 發布、監看與重新開始

找到用戶
找到痛苦
找到產品

探索
合成

藉由反饋意見改善產品

保真度
遞增

發布

貫穿全書，你將持續看到這一點，因此，讓我們稍微花點時間，探究

看看它的意涵。

探索與合成

產品自始至終皆與用戶的痛苦和喜悅同在，構思有效的產品創意實

際上就是探索目標用戶的這兩種情愫，努力不懈、毫不放鬆地探尋目

標用戶的痛苦與喜悅，保證讓你發掘出競爭對手未能滿足或一直忽略

的需求。

在第 1章中，針對現代數位產品設計，你將追根溯源，回顧 20世紀
最早期的產品創建先鋒：Lillian Gilbreth，Henry Dreyfuss，與 Neil 
McElroy，在這個領域中，這些前輩篳路藍縷，堅苦卓絕地進行了廣
泛的用戶研究，並且利用相關成果來塑造他們的產品。

圖 P-1

產品建構模型捕捉住打

造產品的四個基本步

驟，儘管過程有點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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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章中，你將瞭解揭露人類痛苦為何是產品成功的根源，學習如
何分析用戶的自然狀態，並且深入探索 Pain Matrix（痛苦矩陣），這
項機制幫助你理解不同產品類型如何讓用戶產生各種情緒反應。

下一步是讓你的團隊瞭解這些研究成果，你必須說服他們走上正確的

道路，因此，在第 3章中，你將學習如何在決定建立什麼產品時團結
周圍的人員，能夠同舟共濟的有誰？他們對你已經找出的痛苦具有多

少認識？你應該準備什麼有利的佐證？如何進行討論？在此，你將學

習如何以用戶的需求為基礎，並且引導「奠基於這個基礎建構產品」

的流程。你會看到，如何跟團隊一起審查用戶研究的成果，學習有效

的會議技術，並且瞭解如何讓人們在第一次會議結束之後專注於自己

的任務。

建置

不要先設計標誌（logo），不要先設計行銷網站，相反地，請先設計
產品的介面。

設計產品介面始於實際撰寫介面，建立及分析使用者流程，建構原型

具體呈現你的想法，以及奠基於該原型持續演進這個介面，隨著產品

發布逐漸接近，測試反饋與保真度持續增加，你的產品越來越聚焦。

盡早使用預先擬好的文案制定每個畫面，有助於識別出使用者流程的

主要問題，你也必須預先思考何時及何種資料需要被用到，因而必

須將資料收集的相關步驟建構到使用者流程中，這是第 4章的研究課
題，在當中我們也將探討產品設計師用來建立使用者流程的各種技

術，繪製草圖？製作線框圖（Wireframing）？如何表達每一種可能狀
態？切記，別拘泥，沒有完美的做法，目標是「立刻向前行」，盡快

讓某個東西運作起來，而不必將所有產品變數通通塞進你的腦袋，保

持清晰與充分溝通是最重要的事情。

產品設計的成功奠基於原型建構的強大威力，將腦袋裡的想法，具

體呈現給你的團隊、客戶和潛在用戶觀看，你將在第 5章中學習這件
事，隨著我們進入設計流程的下個階段，這項早期的較低保真度作業

的重要性逐漸增加，先前在此基礎上的投資，正是接下來要做什麼的

絕佳指南。一旦文案被擬定，使用者流程被描繪，這個階段的目標就

是盡快讓某個東西有效運作起來─有效運作就是這裡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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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探討介面設計的機制，你將學習每個產品畫面的五個基本狀態
及其設計，同時融入使用者介面的幾個基本原則，在此，你也會認識

從粗糙原型到更多高保真度畫面之間的微妙轉變，接下來，你會看

到需要耗費什麼心力，才能夠跨各種 form factor進行設計─行動裝
置、Web、桌上型電腦、電視、手錶─以及如何針對人類的手進行最 
佳化。

然而，模擬的原型（prototype）與靜態的模型（mock-up）並非唯一
能夠構成使用者介面並且建立明確產品體驗的東西，第 7章會幫助你
深入操作體驗的心理層次，你我皆凡人，七情六慾自是難免，產品如

何觸動心弦？如何利用情緒創造強大的反饋循環，讓用戶融入操作體

驗，並且留連忘返，愛不釋手？

你 也 將 學 到 動 畫、 過 渡 效 果、 個 人 化、 正 面 強 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對產品心理面為何會有巨大的影響，另外，你會看到
將個人化注入產品的強大威力，以及讓個人化得以彰顯的各種機制

（文案、性格、藝術、圈內笑話等）。你還會學到如何設計與你的產

品個人化相契合的動畫與過渡效果。最後，你會明白，為什麼必須檢

視產品的流程，才能夠建立強大的反饋與參與循環。除了減輕用戶的

痛苦之外，如何讓人們熱切地想要使用你的產品？應該牢牢記住哪些

心理學原則與基礎知識？

測試與提升

在每次釋出之前，產品建構必須經歷漫長的精煉（refinement）過程，
而精煉奠基於透過各種保真度之原型所得到的真實反饋與批評─來自

團隊、朋友、家人、外部的 Beta測試者、甚至用戶，在第 8章中，
你會學到如何取得真心誠意的反饋意見（無論好壞），在這裡，我們

會探索如何收集及解讀這些反饋的實務面向。另外，你也會瞭解正在

建立錯誤產品的早期徵兆，並且明白反饋意見在「提升」產品上所扮

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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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監看與重新開始

你怎麼知道何時該交付？如何準備發布？第 9章會說明，在此階段，
為什麼要特別小心產品的每個面向，你是產品的“COE”（chief of 
everything，「首席一切事務總管」），必須隨時掌握產品的運作狀況，
處於什麼階段，什麼問題尚待解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且，即

使交付產品之後，你的責任仍然未了。

在此，你會看到如何對抗「最小可行產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的狂熱崇拜，以及你已經多麼迅速地建立某個未顧
及品質與效率的東西，我們會把MVP與「最小可愛產品」（minimum 
lovable product，MLP）的觀念作對比─MLP表示產品達到能夠被用
戶接受的程度，不論是扮演問題解決者或歡樂散播者的角色─然而，

務必明白一點，MLP絕非完整無瑕。

最後，你將學到在產品發布之後必須監看什麼，以及如何在絕望的幽

谷中保持理智與創造力。

我無法提供你如何打造成功產品或滿足用戶的簡單訣竅，因為建構產

品取決於眾多因素─所在的市場，共事的人員，以及你或團隊可能抱

持的固有偏見。

然而，我們可以一起探索既有的成功範例，同時提供能夠讓你融入日

常工作的框架與原則。

代替陳述一系列簡單的「該做」與「不該做」，我想要引領你，透過

身經百戰之產品設計師的眼睛與心靈，一步步地走過建構產品的奇妙

旅程。

如何使用這本書？

開始之前，簡單說明一下：在每一章結尾，你會發現三個項目。

首先，我會簡要回顧一下剛剛讀過的東西，並且稱之為「觀念分享」。

將這些要點複製及貼到文件裡，將它們寫在筆記本上，或者張貼到你

喜歡的社群網路，確實有助於你記憶閱讀過的東西，並且幫助你在將

來某一天順利回到你鍾愛的某個美妙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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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馬上做」的部分幫助你將讀過的東西落實到你自己的流程

中。

再者，每一章會以一份訪談紀錄作為結束。在每個訪談中，我與經驗

豐富的產品設計師充分交流（你現在正在讀前言，所以那會從下一章

開始），並且配合該章的主題，希望你能夠理解各個設計師的背景、

動機和技術，這些聰明腦袋正是形成本書思維的幕後功臣。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即將探討成功產品為何起始於觀察真實使用者在做什麼─而不

是你認為他們在做什麼，接著，我們會探索一些經過時間考驗的技

術，找出潛在用戶真正想要的東西。

讓我們開始吧。

觀念分享

 y 成功產品的建構之道是各家公司的競爭優勢所在

 y 大部分產品（成功及不成功）的建構往往便宜行事，欠缺良好實
務基礎，其中的罪魁禍首是什麼？相信技術是特別的，並且相信

只因散佈與建造成本較低，即可忽略經過時間考驗的產品建構實

務。

 y 連線、行動裝置與物美價廉之技術的持續擴展，讓設計比過去任
何時候都更有價值。

 y 產品建構流程包含四個階段：探索與合成；建置；測試與提升；
發布、監看與重新開始。

馬上做

閱讀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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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為何存在？

何謂產品設計？

「什麼是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師在做什麼？」

「產品設計師與產品經理有何差別？」

近幾年，人們對產品設計是什麼以及它在做什麼的興趣驟增，現在更

甚以往任何時候，我們這些服務於科技業（或者想要踏入這一行）的

人越來越好奇產品設計能夠做什麼，甚至它究竟是什麼東西。

那是因為我們需要更棒的工具來描述產品團隊承擔的責任，隨著科技

持續不斷地深入人類生活，產品設計帶來的影響不僅與整個企業利害

攸關，更深深衝擊用戶的生活。

然而，產品設計仍舊是難以掌握的概念，甚至對實際從事這項工作的

人來說也一樣。

從產品設計師的訪談中，我聽到各式各樣的回覆，真的很棒，以下是

他們對於自己究竟在做什麼的具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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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Brewer，Twitter的前首席設計師：

產品設計師具備較寬廣的一整套知識，他們可能只精通一、二個

領域，但是對實現產品的整個流程具有相當深入的認識。你必須

具備跨不同專業領域的豐富知識。

Nathan Kontny，Highrise的 CEO：

我認為，越來越多人尋求運用產品設計減少完成任務所需面臨的

阻力。身為產品設計師，我試著真正瞭解人們的工作，審視人們

完成工作所採取的步驟，然後，試著釐清可以在哪裡移除某些步

驟，或者結合某些步驟？還是刪除某些步驟？我經常發現，僅僅

移除一個步驟，即可產生很大不同，省下許多時間。

Ryan Hoover，Product Hunt的創始人：

產品設計以更全面的觀點檢視你試圖實現什麼產品或解決什麼問

題，以及如何盡量簡單且有效率地完成它，而不只是「如何創造

符合特定需求的操作體驗與解決方案？」我相信，這其實牽涉

到更多的使用者心理，並且必須更深入理解如何建立有用的介

面，另外，你也需要從行銷的角度傳達企業的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為何。

Keenan Cummings，Airbnb、Yahoo!與 Days的產品設計師

產品設計關乎瞭解人性，我們必須跳脫既有思維，那表示移除那

些只是令我們心裡舒坦的僵固假設，所以切勿流連於舒適圈，你

必須持續不斷地挑戰真實世界究竟是何等模樣。人們總會讓你

大感訝異，我允許自己無條件接受的唯一假設，就是我在《The 
Internet and Everyone》（John Chris Jones）讀到的一句話：「盡
可能假設人們並非無心或愚蠢，而是非常精明的，並且據此設計 
一切。」

然而，那只是觀察的部分。發掘與理解動機其實是一種運用同理

心的過程，這就是我為什麼說設計師在學習產品設計上具有一

定的優勢，設計其實就是一種同理心的實踐，關乎綜合考量文

化與想法，並且從中萃取出有趣的東西，設計師自然而然就會

這樣做，他們意圖傳達想法，而且善於產生容易傳播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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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皆源自於同理心，他們跳脫自己的框框（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因而能夠產生打動人心的東西。

另外，「品味」扼殺同理心。品味是當你累積足夠的文化衝擊，

以致於開始相信「想法與文化綜效從中而生」時所衍生的結果，

當此情況發生時，你停止觀察，不再吸收這股影響力，因為你把

自己視為來源（source），這是很細微、很容易犯錯的地方，但慢
慢地，你的來源素材變得狹隘，參考資源減少，最終淪為只是不

斷在自我重複。誠然，文化是動態的，持續演進，不斷變化，但

你只是在反覆咀嚼相同的材料。「品味」只會讓你停滯不前。

Ryan Scherf，Quirky的產品設計師：

產品設計是創建人們熱切想要使用的東西。產品設計師的一部分

職責就是建立簡單的東西，時而充滿感情，時而激發人心，喚醒

我們的情感，最終還必須滿足人們的期望。缺乏這樣的觀念，你

就是無法打造成功的產品。

Sahil Lavingia，Gumroad的創始人與 CEO，Pinterest的前產品

設計師：

產品設計跟創建公司、籌措資金、增加營收、或賺取利潤比較無

關，它其實只關乎識別出問題與解法，假如我們有三十個方法可

以解決這個問題，何者是最佳解法？

我喜歡「產品設計」這個用語，因為它非常具體。我常以杯子

為例，你不會看著設計良好的杯子說，「哇，真是一個性感的杯

子。」好杯子克盡其職，妥適地盛裝咖啡或其他飲料，那或許表

示，採用的材質防止導熱過快，燙傷你的手指，或者底部無孔，

咖啡才不會漏出來。通常，那些正是設計良好之產品的屬性，或

者設計良好的杯子。

應用到軟體的話就表示，「這個東西要幹什麼？」它的什麼行為

相當於盛裝液體，以及我們如何設計它？如何選擇適當的產品屬

性來做那件事，有何限制？最好的咖啡杯可能花費 8,000元，因
為它是以月球上才有的瘋狂材料製成，但那是不可行的，這就是

我所認為的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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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針對每一家新公司與新挑戰，產品設計的定義略有變動，在

某些地方，產品設計師可能需要學習撰寫程式碼，讓產品付諸實現，

在其他地方，對用戶心理的深刻認識才是產品設計師的關鍵要點。

這僅代表產品設計是將不同方法學組織在一起的綜合體，而非只涉及

一項任務，而且這方面的人才需求正持續增加中。

然而，這樣的需求並非第一次發生在產品設計上，數位產品不是特

例，它們並不具備任何暗示設計師可以打破「為人類設計」之基本規

則的特殊性質。

我們不僅學習新經驗，也會記取過去的教訓，讓我們透過瞭解前人的

作品，更加認識產品設計這玩意兒的奧妙之處。

產品設計的文化遺產

五年，三款產品，一千萬美元。

在初創企業（由創投基金挹注資金）打拼的 60個月當中，我和我的
團隊平均每八個月就建構出一個新的產品概念，並且利用這八個月尋

找新的目標用戶，進行完整的品牌塑造，竝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專

心一意地向前行。

我以為那就是初創企業的生活，高度不確定，在詢問用戶他們想要什

麼之後，直覺與勇氣當家，對精實創業（Lean Startup）模型充滿信
心，急切地推出「最小可行產品」，並且僅於找不到用戶時「軸轉」

（pivot）。

而且，無可避免地，我們確實軸轉了。

我們哪裡沒弄對？

我徹底被擊垮了，資料不合理，人們註冊並且說他們喜歡我們的產

品⋯但並沒有再光臨，我們完全不曉得為什麼。

苦思答案之際，我開始在周遭看到相同的模式：web應用程式與行動
app，在創投與天使資金猛烈燃燒時，也跟著「快速失敗」，而且，似
乎沒人明白到底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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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整體來看，我們傾向於以「從失敗中學習」為代價來奉承成

功，相較於我們從少數成功故事聽到的資訊，關於初創企業失敗的資

料更是匱乏，初創企業與技術領域中的商業建議和部落格文章嚴重受

到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1
的荼毒。

那是相當令人吃驚的，因為從過去 20年來可收集到的資料中得知，
每 100家創投基金中有 62家未能擊敗公開市場提供的報酬率 2

，更糟

的是，每 100家中只有 20家能夠提供超過公開市場 3%的年報酬率。
這些創投基金有一半早在 1995年之前就開始投資了。

你可能辯稱這些公司只不過是燒完錢罷了，或生不逢時，或者，他們

的技術打造起來過於昂貴。

或許如此，但每一個故事都具有共通的特點：未能找到足夠讓他們存

活下去的用戶。

所以，我決定研究成功產品是如何產生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意

識到，設計師建構美麗、醒目、酷炫、甚至「像病毒般傳播」（表面

上看起來極受歡迎）之 app的能力跟產品是否真的有效運作並沒有絕
對關係。Facebook的創造者知道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嗎？ Dropbox
最初為什麼會從一堆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Basecamp如何以單純專案
管理業務的型態從 1999年存活至今？

科技並不特別，但我們以為它特別，畢竟，電腦、行動電話和網際網

路都是歷史上普及化最快的技術。「即時發布」（instant distribution）
這種讓人充滿希望的幽靈在我們的腦海中徘徊不去，因為近來創造某

個東西的代價真的不高（見圖 1-1）。

1 http://blog.asmartbear.com/business-advice-plagued-by-survivor-bias.html
2 http://www.kauffman.org/what-we-do/research/2012/05/we-have-met-the-enemy-and-he-is-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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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普及率的提升越來越快美國家戶普及率

電話

汽車

電力

冰箱

爐子

收音機

洗衣機

烘衣機

彩色電視

冷氣機

洗碗機

微波爐

電腦

手機

VCR

網際網路

圖 1-1

從歷史資料來看，手機的普及化遠遠快過冷氣機（資料來源：紐約時報
3
）。

何不直接丟出某個東西，看看是否行得通？如果行不通，何不乾脆詢

問人們有什麼其他想法？

即使我們正在打造的產品 20年前幾乎不存在，然而，創造人們想要
之物的規則並未改變。我們的判斷業已蒙上陰影，容易散布（easy 
distribution）與盲目服膺「用戶驗證」（customer validation）已經讓
許多人變懶惰，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變成盲目跟隨的迷信者。

打造火紅產品的實務做法並非像星艦迷航記的外遣隊那樣憑空出現，

而是已經存在數百年，並且是眾人在持續成熟的社會中不斷加以充實

的文化遺產。

你想要設計未來的產品嗎？你最好瞭解設計的歷史。

那麼，如果我告訴你，如何建立以人為本的創新產品可以追溯到

1920年代，當時一個不會煮菜的女人重新發明了現代化廚房，你覺
得如何呢？

除非有一台 DeLorean跑車及一位瘋狂大眼科學家 [譯註 ]
介入，否則，

你可能不會相信我 !無論如何，讓我帶你穿越時空，回到過去。

3 http://nyti.ms/1GJQTfm
[譯註] 請參考電影《回到未來》。



產品為何存在？  |  7

Lillian與 Frank Gilbreth：透過觀察革新產業

時間回到 1924年，Lillian Gilbreth的老公剛去世，他們之前攜手顛
覆了有關人們如何工作的研究。

想像一下：你是工廠作業員，兩個陌生人要求你將迷你燈附貼到手指

頭，他們不僅讓你看起來有點像剪刀手愛德華，還想要使用昂貴、

新奇的攝影機拍攝你跟你的手指頭，沒什麼特別的，你只需要按照平

常那樣工作。

這是 Gilbreth夫婦的創見：運用所謂的「動作研究」，以慢動作的方
式來分析作業員的操作

4
。藉由將迷你燈附貼到作業員的手指頭，透

過攝影機的記錄，Gilbreths能夠精確地捕捉到作業員工作時的動作
（圖 1-2）5, 6

。

4 http://www.moma.org/interactives/exhibitions/2010/counter_space/the_new_kitchen
5 http://americanhistory.si.edu/ontime/saving/kitchen.html
6 http://blog.abegong.com/2014/03/therbligs-for-data-science.html

圖 1-2

Gilbreth夫婦的開創性
研究範例，藉由動作研

究，瞭解作業員的工作

方式，以便提高生產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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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改善人們的工作效率與作業有效性。每個被觀察的動作被分解

成 Gilbreth夫婦所謂的“therblig”（動作要素，Gilbreth倒過來寫）─
一種類象形文字的符號，用以表現工作流─以決定完成工作的最佳方

式（圖 1-3）7
，最終結果？讓耗費的心力趨向最少，至少花費的時間

趨於最短。

搜尋

找到

選擇

抓取

搬運

定位

組裝

使用

拆卸

檢查

預定位

放下物品

空手移動

休息

不可避免的延遲

可避免的延遲

計畫

結果，這些全都只是某個更遠大宏圖的首部曲，Frank 過世後，
Lillian把注意力轉移到廚房─在當時，廚房只是一個不受重視的家居
單元─廚房工作被視為一種「無酬勞動」，然而，它可以像其他工廠

作業那樣被最佳化。

Lillian成為第一個觀察家事活動，提升其效率的工程師─利用動作研
究，分析婦女在準備食物及烹調菜餚時所採取的動作。

7 出處同前。

圖 1-3

Gilbreth夫婦執行動作
研究，將作業員的動作

分解成清楚易懂的符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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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ian不會煮菜不打緊，透過研究婦女在廚房裡的實際工作情形，她
能夠觀察到準備食物的效率不彰，並且制定她自己的替代方案，根據

Herald Tribune所做的一項早期測試顯示，採用 Lillian的廚房配置能
夠將廚房作業從 281個步驟減少到 45個步驟 8

。

你現在習慣在裡頭烹飪及用餐的廚房完全奠基於 Lillian Gilbreth的
民族誌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這項研究徹底顛覆了廚房的設
計，透過將廚房視為可針對人類最佳化的東西，她發明了「工作三角

形」（work triangle）之類的概念─現今，設計師運用這個概念來決
定高效廚房與烹調作業的配置方式

9
。

Henry Dreyfuss：人本設計基礎

媲美 Gilbreth 夫婦的研究工作，自學有成的人本設計之父 Henry 
Dreyfuss在 1930年代打響了他的卓越名聲。

簡而言之，Dreyfuss可被視為 20世紀初期到中期的賈伯斯，其職涯
從舞台設計師一路蛻變為工業設計師。

他的職業生涯體現了各種角色，極為多采多姿：研究者、白老鼠、工

程師、藝術家、政治家及建造者
10
。

設計始於飲食男女，終於飲食男女，我們審慎考量潛在用戶的習

性，實體的尺寸，以及心理的衝動等…因為我們需要構思的不只

是令人滿意的設計，更是具有莫名吸引力、讓人願意掏錢購買的

設計
11
。

就是這種心態讓他在 20 世紀創造出許多最受歡迎的雋永產品，
Model 302電話、Honeywell T87循環恆溫器、Polaroid Model 100蛇
腹機

12
。

8 http://www.slate.com/articles/life/design/2012/10/lillian_gilbreth_s_kitchen_practical_how_
it_reinvented_the_modern_kitchen.html

9 http://www.kitchens.com/design/layouts/the-work-triangle/the-work-triangle
10 Henry Dreyfuss, Designing for Peopl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5）
11 Designing for People, 219.
12 http://www.podwits.com/2013/03/20/podwits-profile-henry-dreyfuss-industrial-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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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於 1937年被發布時，Bell Model 302電話是一項驚人的創新
設計─審慎考量人們如何使用及握持電話，它是 20世紀初期最具代
表性的設計之一，經常出現在《我愛露西》影集的場景中，隨即聲

名大噪，廣受歡迎（圖 1-4）13
。

Dreyfuss相信，好設計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潤，他是最早像這樣向潛在
客戶行銷其服務的先鋒之一─倡言「他能夠提供深刻的洞見─從用戶

的角度思考物品 –不只是建立比較漂亮的物品，而是更好的物品 14
。

在當時，這是極大的思考轉變。Dreyfuss認為，設計師的角色不單是
從產品中移除不必要的裝飾，更且，工業設計師現在必須瞭解產品如

何成功促進用戶的福祉。

他將 Lillian Gilbreth的革命性工作運用在動作研究與觀察中，釐清
客戶的產品應該如何被打造─觀察各式各樣的活動，諸如火車如何駕

駛、肥料如何施加、電話公司如何接通電話，他寫道，「關於即時掌

握公眾的喜好、情緒與商情，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代替第一手的觀察與

研究」
15
。

13 https://www.yalealumnimagazine.com/articles/3372/the-making-of-modern
14 http://news.yale.edu/2015/01/23/candlestick-lucy-telephone-tells-national-story
15 Designing for People, 67

圖 1-4

Henry Dreyfuss創造了
著名的“Lucy”電話，
並且透過細膩的觀察與

研究打造出無數熱門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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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如此鍾情於產品研究？因為公司無法冒著生命危險，釋出不曉得

人們是否想要的產品，而且美觀的產品未必就行得通。

當時，一個很糟糕的反例就是 1936年的 Chrysler Airflow，車廠花了
數百萬美元投入這款汽車的生產與廣告，最後卻全軍覆沒，因為「公

眾的品味與接受度並未正確地被評估。」
16

最後，Dreyfuss相信，他的潛心學習與研究終將創造出成功的產品─
「讓人們更放心，更自在，更想要購買，使用起來更有效率，或者單

純覺得更快樂的產品。」
17

Neil McElroy：發明「品牌管理人」 

企業產品設計師的起源可追溯到 1931年的一份手打備忘錄，由 P&G
的一位經理人所寫─這位先生之後成為艾森豪總統的國防部長，並且

創立 NASA。

時間回到 1931年 5月，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Neil McElroy負責
Camay香皂的銷售成長，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他的商品被 P&G的
Ivory香皂的光芒所掩蓋。

McElroy意識到他的組織結構限制了他將 Camay推向成功的能力，
他無法獲得充足的資源，實際瞭解 Camay的使用者應該是哪些人。

於是，他用他的 Royal Typewriter（打字機）打了一份至關重要的備
忘錄，並且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概念─甚至對當時尚未存在的行業也

是，他稱之為品牌管理人（brand man）的觀念（圖 1-5）。18

16 Designing for People, 68
17 Designing for People, 24
18 http://www.innovationinpractice.com/Neil%20McElroy%20Memo%2019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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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品牌管理人是全新的想法，基本上，P&G這類公司係針對
特定業務功能（例如，銷售、研究或管理部門）聘用人員。

19

那麼，有何不同？品牌管理人─稍後變成品牌經理（brand 
manager）─被定義成負責引導產品邁向成功的人，這個人會設法釐

19 http://www.innovationinpractice.com/innovation_in_practice/2010/06/brand-man.html

圖 1-5

Neil McElroy於 1931年
留下的關鍵備忘錄：

“bran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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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有效與無效的流程，好好審視「努力找出適當的做法，並且將相同

的處置方式應用到可相比擬的其他領域」，而且，這個人會深入衡量

這些計劃的結果，回報相關的資料，調整團隊的做法。
20

「在簡易的品牌發展中⋯由個人直接研究第一手資料，」他寫道，

「找出困難⋯發展計畫⋯擬定計畫⋯準備⋯執行計畫所需的其他必要

材料⋯留下任何必要的紀錄。」

不久，P&G根據這個新發明的角色，重新組織他們的公司，McElroy
後來成為 P&G的總裁，世界各地的競爭對手爭相複製他們的做法。

如 我 們 所 知， 就 像 Lillian Gilbreth 和 Henry Dreyfuss 的 工 作，
McElroy的“brand man”備忘錄對產品設計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
當初，他根本無法預見自己會對軟體產品管理樹立了絕佳的樣板

（template）。

事實上，在 1981 年，一位 P&G 的前品牌經理將 McElroy 的觀念
引進軟體業：Scott Cook，Intuit 的創始人。Intuit 的第一項產品是
Quicken，你可能曾有耳聞。

Scott Cook：將品牌經理的觀念帶到科技業

在 1980年代初期，軟體公司紛紛興起，隨著新產品的開發日趨複
雜，以及工程師的戰力過於分散，軟體的可用性（usability）往往不
太理想，更重要的是，產品變得越來越趨於消費者導向。

Scott Cook是在高科技公司實現類品牌經理原則（brand manager-like 
principles）的先鋒之一，從一開始，他設法觀察用戶需求，並且透過
產品滿足這些需求，解決相關問題。

Cook在 P&G學到，貫穿產品生命週期研究用戶需求是滿足他們的
關鍵，這項研究讓他超越產品開發，甚至到達產品推介（pitch）的 
層次

21
。

20 http://onproductmanagement.net/2010/03/08/the-origins-of-product-managementpart-1/
21 Suzanne Taylor and Kathy Shroeder, Inside Intuit: How the Makers of Quicken Beat 

Microsoft and Revolutionized an Entire Industry（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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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美的時機下，抱持這種心態直闖軟體業讓 Cook擁有某種優勢，
他相信，瞭解用戶不可假手他人，或者只是根據管理階層的描述，為

了克服這個問題，Cook舉行常態性的用戶研究，並且施行“Follow 
Me Home”（跟我回家）計畫，在當中，假如用戶願意，Intuit的人
員會到首購用戶的家裡，觀察他們如何安裝及使用 Quicken。

Cook將這些研究結合用戶寄過來的客訴卡，這些意見會被送給每個
Quicken人員，Cook還要求每個人回覆客戶服務與技術支援電話，
「每個月四小時，並且在公司推出新產品時增加到每個月十二小

時。」
22

最後，他還讓產品經理監看產品的損益表，以及「強化該業務的所有

面向⋯捍衛他們的產品，體現用戶的聲音，不只為了產品開發與行銷

傳播，更是為了技術支援。」
23

歷史為何重要？

以上藉由時光機帶你經歷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證明人本設計並不是什

麼新想法─在人類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雋永產品都是透過同樣容易

識別的方法建構而成的。

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闡明這個過程有多困難：它需要觀察數百個小

時，瞭解人們究竟在做什麼。

而且，將近 30年之後，我們現在正目睹產品設計在軟體產業中崛
起，幾乎就跟那些先輩們經歷了一樣的傳統─工業設計師，品牌經理

以及那些技術先鋒。

這並非巧合，產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速地發生失敗，我們瞭解，

如果數位產品想要獲致成功，就必須落實更加以人為本的世界觀。

那是因為網際網路與行動技術的迅速普及化─並且伴隨著「即時發

布」的可能性─已經讓我們當中許多人養成壞習慣，更糟的是，用戶

的注意廣度（attention span）分散碎裂，人們變懶惰，新產品必須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突出，才能獲得重視，吸引用戶注意。

22 同前，73。
23 同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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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數位產品需要我們瞭解用戶、用戶面對的問題、以及如何

持續改善產品，幫助他們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且如果你真的不錯，請

協助他們把生活過得更好。

數位產品需要我們具體呈現及設計解決方案，為產品注入靈魂與個

性，透過引導工程師、行銷人員及其他能夠幹實事的必要人才，讓產

品付諸實現。

歷史的教導

「事實勝於美夢。」邱吉爾名言。

這是他在二戰期間秉持的理念，即使世人都知道他對英國將贏得這場

戰爭抱持著宏偉、大膽的想像。

任何對邱吉爾與二戰略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特

質，有時甚至會嚇到那些為他工作的人。

邱吉爾擔心這會阻止他的手下在戰爭期間報喜不報憂，因此成立了一

個獨立於正常指揮系統的辦公室，做什麼呢？提供第一手、未經過濾

的戰爭消息。

在二戰期間，邱吉爾倚靠這個中央統計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進行所有重要決策，該機構由民間力量主導，追蹤並且記錄
有關飛機製造與耗損、彈藥生產、以及進口 /出口總額等相關資料。

邱吉爾並非只是夢想著幫助同盟國贏得戰爭，而是仰仗相關人員的觀

察來進行決策，利用這些資訊，鋪陳勝利的劇本。

這是 Gilbreth夫婦、Dreyfuss、McElroy與 Cooks這些產品先驅之間
的共通點，他們費盡周折地觀察用戶，獲取第一手資料，並且努力理

解相關的背景與上下文，甚至比用戶們都還要融入。

傾聽、研究、組織─這些共通機制根植於一種稱作民族誌

（Ethnography，或稱人種誌）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