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本書的讚譽

「一本清楚、平易近人的數據驅動設計指南。這是 21世紀設計師所

必需的技能。這本書是這個領域的無價之寶。」

－ KHOI VINH，ADOBE首席設計師、 
SUBTRACTION.COM設計寫作者

「對於如何運用數據來設計現代軟體產品，King、Churchill和 Tan寫

了一本深入淺出的入門介紹。作者帶領讀者穿梭於統計概念，卻沒有

因數學變得沈重艱澀，反而靈活運用了頂尖公司如 Netflix及 Airbnb

的真實案例。立基於看似簡單的設計師／使用者行為模型，這本書讓

設計師能駕馭那些泛用於科技業的社會科學及現代數據科學概念。」

－ JOHN MAEDA，AUTOMATTIC 
數位設計及連結全球總監

「A／ B測試是數位產品開發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設計師必須要將其

納為自己的工具。這本書正是絕佳的入門介紹，提供如何成功應用、

執行及分析 A／ B測試的實用建議。」

－ MARTIN CHARLIER，UNMADE產品經理、 

DESIGNING CONNECTED PRODUCTES共同作者

「優雅、聰明的結合了扎實案例及嚴謹的數據分析知識，這本書不但

能讓設計實踐者熟悉 A／ B測試，還提供方法將數據及分析融入整

體設計及開發流程。」

－ NALINI P. KOTAMRAJI， 
SALESFORCE使用者研究及分析總監



前言

這本書為所有在設計網路產品的人提供了簡潔但有力的承諾：

如果將你認為（在理論中）會發生的事及（在現實中）實際發生

的事進行比較，你會更了解你所做的東西如何改變使用者行為。

這本書是個訓練營，幫助你開始運用數據－一個設計師經常忽略的夥

伴－來打造好設計。你可以在現有的設計實務中運用這樣的手法來擴

大設計的影響力：從找出你要解決的問題開始到設計試驗，以至從數

據中學習。

這個訓練營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提供的實戰指南：其中不只包括作者在

世界頂尖數據驅動公司的經驗，還包括許多其他實踐者的經歷，讓你

得以了解業界的標準實務、個案研究，以及透過每天運用數據做設計

所習得的寶貴經驗。

COLIN MCFARLAND 

SKYSCANNER試驗部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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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數據：完美的結合

大眾常常有對於天才設計師的迷思，認為偉大的設計決策是仰賴天才

的直覺及本能。這種迷思會讓一些人認為設計從不使用數據、設計不

是一個實證學科、設計實務與數據及數據科學對立。

我們了解這樣的迷思其來有自。表面上看來，數據科學與設計實務並

不特別匹配。設計的哲學與實務強調對使用者的同理心，並強調透過

產品來打造精緻的使用者體驗。對於某些設計師（以及許多將設計視

為「天才靈感」的非設計師）來說，設計是條非線性的探索旅程。比

起著重程序且嚴謹的「科學」，設計從根本上是人性、流動、創意的

流程。設計無法被描繪為可依循步驟的流程。設計無法被理性化或約

束。這些人對於將數據納入設計流程感到擔憂。

我們聽過的擔憂包括：

• 數據低估也削弱設計師直覺及經驗的價值。

• 數據讓創意僵化，並移除設計流程中的「藝術」。

• 數據使設計流程失去人性，將人的體驗及設計評估泯滅至「只剩

數字」。

• 數據過分強調細節及小幅度改變的優化。

• 數據會奴役你－利用數據評估設計會削弱設計實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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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支持利用試驗及數據科學做設計的人們則非常重視量測。

這些人認為數據是理性的、數字是確鑿的。數據科學能揭露真理－

數據科學是一套程序化、科學化的方法，其中的嚴謹會產出確切的

結果，帶來確定性。數據科學是一套可信而精準的工藝。隨著商業

的量測與指標（也就是「大數據」）越趨受到重視，這樣的論點也跟

著被強化。較極端的觀點會認為，透過執行大規模的試驗，一次收集

百萬個使用者對設計問項的答案，即可用分析取代設計。在這樣的

觀點下，字型、顏色、尺寸及諸如「我們應該用藍色或紅色的對話

窗？」、「人們傾向跟清單或是輪播（carousel）互動？」、「網頁精靈

是否對新使用者的參與流程有幫助？」等問題皆不再是設計實務，而

成為數據科學的範疇。這樣的觀點被形容為「讓人們透過他們的點擊

發聲，最終匯集而成的結論必然是最好的設計。」

我們刻意提出這些極端的觀點，因為我們相信這些極端觀點錯誤的將

數據與設計二元化。事實上，數據科學與設計實務有著相同的目標：

了解使用者並為他們打造精緻的體驗。設計始終都以數據為依據。透

過經驗累積及非正式觀察而來的「數據」，都是設計天才及「技藝知

識」的基礎。數據也可以是來自對使用者活動及意見較具系統性的

研究，諸如實驗室研究、場域觀察及問卷調查。設計實務一直都與不

同形式的數據密切相關。在這個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新的程式及使用

者行為不斷浮現，數據能幫助我們即時學習並回應使用者的利益及需

求。透過駕馭及利用有規模的數據—從上百萬個不同類型的使用者串

流收集大量數據—會出現了解人及「使用者」的新方式。透過系統性

收集、分析、溝通並利用各種規模的數據－從數個、百萬個、到上億

個使用者，都可以用來強化設計。

我們認同設計師對於大規模收集數據的疑慮也是值得注意的。我們都

曾在工作上或個人經歷中遭遇過這些批評所形容的情境。舉例來說，

大規模收集到的數據有時候會與我們知道或相信的人類體驗互相矛

盾。我們相信，這些認知與數據潛在的不一致，正是因為設計師一直

以來沒有被納入設計相關的試驗流程、數據收集和分析。我們相信，

設計意圖及評估經常無法與數據收集及分析接軌，是因為欲求了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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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體驗的設計師與數據科學家及機器學習專家缺乏有效溝通。這是

一個雙向的溝通：設計可以為數據創造更深層的意義。同樣的，數據

也有益於設計實務。若管理得當，進行大規模試驗的數據科學不但不

會侷限，反而可以展示創意。透過發展對數據的意識及親密性，這樣

的對話會對雙方領域都有所幫助。

總結來說，我們相信設計師必須涉入設計試驗及管理資料收集流程的

實務，去討論要收集哪些數據、什麼時候收集，及最重要的，為什麼

要收集。

焦點：A／ B測試

在撰寫本書時，我們的目標讀者是對於大規模試驗一無所知的人。本

書會聚焦於 A／ B測試，一種網路產業中最常見的大規模試驗及資

料收集方式。A／ B測試是用來比較兩種或多種體驗的方法論。它會

以一些客觀的量測指標來比較哪種體驗比較好。A／ B測試本質上來

說即是將科學方法大規模應用在線上。A／ B測試的主要優勢在於你

可以「在野外」進行測試，也就是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混亂的脈絡下使

用，將不同的幾種體驗施用在部分的真實使用者。透過 A／ B測試，

你可以找出使用者行為的改變與設計變動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是真切

了解每項體驗如何影響使用者的最好方法。

在打造一個 A／ B測試時，有許多步驟及需要考量的地方，本書大部

分的內容將提供如何進行的實用建議。不過以較高的層面來說，利用

這類型的量化測試將幫助你創造：

• 收取使用者意見回饋的直接管道，提升你對使用者行為的了解，

並幫助你磨礪對使用者的直覺。

• 使用者需求及企業成功指標之間更強的連結，協助連結跨專業 

團隊。

• 不讓階級、輩份及政治影響決策的嚴謹方法，讓你能專注在使用

者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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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收集及分析的數據將提供討論的框架，用來討論使用者行為及需

求、產品效果（包括潛在的創新），及商業目標。

核心精神

在撰寫本書時，我們有三個核心精神。

第一，設計永遠是為使用者發聲並為使用者負責。好的設計需要透過

良好設計的產品及體驗，反映及回應使用者需求。

第二，設計實務必須投資心力去精確的呈現使用者。這會需要好奇

心、時間精力，及了解使用者和打造新方法的動力。數據是這整個流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為了確保好的使用者體驗能呈現在商業目標、量測，及指標之

中，設計觀點是必須的。

基於這三個核心精神，我們相信設計師應該要對於數據及其收集、分

析及使用有根本的興趣。

我們希望本書的讀者熟悉於迭代及持續學習的概念，並會想要將這樣

的概念運用於數據收集和分析及設計實務。

這本書是寫給誰的？

這本書是寫給那些正在參與數位產品專案，但不曾或不常利用數據開

發產品的設計師及產品經理。你可能是在一個僅有幾人的新創或是中

大型公司內部的產品團隊，正在試圖將數據方法應用於團隊中。你應

該要對設計思考有一些基本了解，並和產品及科技領域夥伴一起打造

產品。你可能是一個公司內部的設計師，也可能是在顧問公司中與客

戶合作。不過最根本的是，你有興趣了解結合數據及設計會如何幫助

你解決產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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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的經驗，設計師或組織若要化數據為助力，他們必須做的最

大調整是先了解數據的類型及它們如何運作。這麼做並不太需要改變

設計方法，但仍會需要開放的心態。

我們對於設計學科的定義相當寬廣，包含業界中的不同角色。因此在

此列出我們認為將從這本書中獲益最多的人們：

如果你受過設計訓練⋯

本書是寫給受過正規或非正規設計訓練、卻對大規模線上試驗不

熟悉的人。或許你的職涯是從藝術或創意背景出發，而不具工程

背景，或者你工作過的公司都沒有豐富的數據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使用者體驗研究員⋯

本書也是寫給關注於人們每日體驗的使用者體驗研究員。或許你

是社會科學或人類學背景，或是曾受過質性使用者研究訓練，但

你還不曾有機會考慮過運用大規模量化數據來研究人類行為。如

果你是個人本主義者且擁有對人的同理心，充滿想了解人們感受

的慾望，但同時想要擴張你的工具並體驗看看大規模試驗到底是

在做什麼（無論是好是壞），你會從閱讀本書中學到一些東西。

如果你是數據科學家⋯

如果你很熟悉分析數據，但卻從來沒有從事過大規模試驗，那麼這

本書將會對你很有用。關於你所收集的資料，本書將會從使用者體

驗切入，呈現另一種視角。我們希望這本書會鼓勵你從初始就能更

主動的參與關於使用者體驗的討論，並主動尋求過去不熟悉的設計

師一同合作。

如果你是產品經理、工程師或其他⋯

如果你對於結合設計與數據有興趣，那麼這本書可以幫你了解設

計師如何開始將數據融入他們的工作之中。我們了解偉大的產品

必須要有產品、科技和設計協力合作才會成功，因此我們自然希

望有各種不同領域的人們一同來閱讀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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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本書的目標是要幫助你了解利用數據進行設計的基礎，以了解在工作

流程中融入數據的價值，並避開一些常見的陷阱。許多種類的數據

都可以被設計師使用。如先前所述，本書將聚焦於大規模試驗以及 

A／ B測試，這是因為我們發現這些領域是分析與設計最缺乏交集的

地方，而我們相信它們具有產出豐碩成果及合作的潛力。

我們將提供如何在企業建立可靠數據實務的觀點。綜觀此書，我們將

分享自身及他人的經驗，提供調整工作方式的建議，讓你的團隊能由

數據獲得最大利益。

我們想讓你能建立起信心，去指出什麼應該被量測、何時及如何描

繪、測試、推進你的設計意圖。最終，我們希望讓你對於能在公司或

組織中採用更多數據方法感到興奮及期待。

關於我們

我們相信設計師、數據科學家、工程師，及商業領導者需要共同合

作，一起決定為什麼、什麼時候、要收集什麼數據，以及為什麼、什

麼時候、要如何透過數據來管理、策劃、擬定結論及溝通。開始撰寫

本書是因為我們想要鼓勵設計師參與關於量測和指標的討論，改變那

些無法真實反映產品或服務價值的指標。我們相信數據和設計應該要

被視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Rochelle和 Elizabeth一直以來深耕於網路產業，領導並推動使用者中

心設計及評估流程。Caitlin正在這個領域中起步，我們發現並認為這

種新鮮的視角有助於讀者了解我們的論述。

我們三人皆非常關注於人們如何面對科技、如何與科技互動、如何從

科技獲取價值。我們強烈相信透過謹慎收集及分析數據，能幫助增進

對這方面的了解，因此需要推廣相關討論。藉由分享我們對於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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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入設計流程中的熱情，希望鼓吹其他以人為本的設計師能一同參與

數據設計的流程。我們相信這將有助於創造更好的產品及事業。

雖然我們在本書中聚焦於 A／ B測試，但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收集數

據的方式。像是問卷調查、訪談、場域研究、日記研究、實驗室研究

等，都是收集各種產品的使用者數據的好方法。在日常工作中，我們

會利用各式方法收集數據，從進行使用性測試時和使用者談話，以獲

得關於有效、易用、愉快與否的回饋，到量測使用者使用產品時的

特定行為。我們相信如果公司只關注一種形式的「數據」（例如「點

擊」或「點擊流（clickstream）」數據，即使用者在螢幕上行為的紀

錄），他們將無法了解使用者體驗的全貌。因此，我們認為數據的定

義必須較為廣義。而且因為不斷有新工具幫助我們對使用者有更全面

的了解，所以數據的定義也需要不斷被重新檢視。

我們對於撰寫本書感到非常興奮。我們熱衷於為設計師培力，讓他們

能透過數據塑造、加持及評估產品設計的方法。

來自 Rochelle的話

我還記得第一次將數據結合進設計工作的情境。2001年，我在一間小

的新創公司，有人提到 Amazon如何運用 A／ B測試來做使用者體驗

的決策。我們公司每週都一直在檢視商業指標，並盡可能去獲取最多數

據。儘管如此，直到引入 A／ B測試，我們才真正了解如何更有效且

精密的去運用數據。接下來的幾年，我們公司透過自我學習及摸索來了

解數據驅動的眉角。我們盡可能地去研究與學習其他數據驅動的公司如

Netflix及 Amazon在做什麼，並嘗試將這些學習付諸實行。

往後數年，我接觸到更多收集使用者數據及資訊的頂尖公司。我的公

司被 Intuit併購，而 Intuit有著扎實且聲名遠播的使用者研究方法。

後來我加入了 Netflix，而 Netflix是最擅長於運用數據來做決策的科

技公司之一。親身經歷世界級的數據運用環境，我了解到這是推動組

織運作方式轉型的利器。我也了解到結合數據及設計有不少眉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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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好處的同時，也有許多陷阱要注意。我的目標是要幫助更多設計

師理解並運用這些好處，同時避開我及其他人過往曾遭遇過的陷阱。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分享我在以數據為中心的環境中，與其他設計師及

產品經理共同工作的熱情，而且這本書將能幫助你提升運用數據於工

作的能力。

來自 Elizabeth的話

對我來說，大學心理系的學習經歷培育了我對設計的熱情。精心設計的

研究幫助我們了解人們的特徵及動機，以及他們的體驗及行為。

在個體之外，這段學歷也培育了我對人與環境互動的熱情。我想了解

人如何與環境及社會互動，以及環境及社會如何影響人的行為。

由此展開了我對情境及設定的人本設計（Human-centered design）的

熱愛，其中包括線上的情境及設定。自大學以來，我有數十年在人機

互動領域的工作經驗，包括在學術界及數間科技公司工作。人機互動

領域在探索如何打造適合人使用的互動系統及服務。身為一個學門，

它包含了數個學術領域，包括應用心理學、資訊科學、人類學及人體

工學。

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來自於相信人本設計實務要與「數據科學」併行才

能發揮最大效益。基於對使用者及使用者體驗的關心，我相信這兩個

學科應該要有比現下更具生產力的對話。

儘管數據科學已經是備受公司推崇的工具，以人為本的設計藝術卻

沒有受到同等的重視，這包括設計有效的研究、提出對的問題（假

設）、設計對的量測項目及進行探索性的分析。我見過許多擁有絕佳

直覺的設計師，從他們設計的產品可看見他們對於人類心理學的敏感

度。然而在準備要推出設計時，他們卻不願參與規劃試驗的設計。多

年以來，透過跟設計師談話及共事，我發現有些設計師其實有意願參

與試驗及數據科學相關的討論，但他們卻感到無能為力。如果這聽起

來像是對你的描述，這本書就是寫給你的－這本書旨在幫助你推動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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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加深設計、試驗及數據科學之間的連結。這本書旨在幫助你參

與設計導向的數據科學、幫助你用證據展示什麼是好設計，以及展示

好的設計對於人們的正面影響。

來自 Caitlin的話

就像大多數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們，我曾經掙扎於如何將看似毫不相關

的興趣們結合為職業生涯。MIT的大學學歷，教導我應用量化試驗解

決問題的價值。它讓我相信量測數字能揭露這世界讓人驚奇的廣泛真

相。儘管如此，我依然感到若從事「科學的」或「科技的」研究員工

作將忽視我想了解人的複雜性的慾望，而這複雜性似乎難以簡化為量

測數值。

現在，成為一名使用者研究員接近一年後，我開始了解我過去誤將科

學及藝術二元化。設計學科以及應用設計的領域及產業，提供藝術及

科學合作的空間，在這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了解人。對我來說，

這樣的合作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數據不只被應用於了解產品使用者，

還能被應用於了解我們跨領域的合作夥伴。我們需要以人為本的觀點

來問對的問題，而學習科學工具則幫助解答這些問題。透過數據這

樣的共通語言，不同背景的人們可以有效的討論使用者，並挑戰原先

的信念與假設來追尋真相。當數據被如此運用，它可以保留人類行為

複雜性的細節，同時賦予詞彙及工具來描繪這樣的複雜性。同等重要

的，將數據應用於設計實務，讓過去單打獨鬥的領域們有溝通與合作

的通道，共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我希望這本書會幫助人們在打造好體驗的實務中融入同理心－包括對

使用者及對不同背景同事們的同理心。同樣地，我希望能對其他像我

一樣的年輕人示範，當你致力於跨領域學門，如數據與設計的互動，

可以用獨特且有趣的方式結合興趣及能力。如此一來可以發揮創意，

運用科技及產品開發，應對人在 21世紀的問題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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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架構

這本書一共分為八個章節，在此簡單介紹各章節的內容：

第一章 數據思維入門

在此章節，我們希望能讓你了解我們如何將數據應用於工作。在

數據及設計的交集之間工作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情，且運用數據

工作也可以是一個創意流程。我們會討論身為設計師會接觸到哪

些類型的數據，以及公司中不同的角色如何與數據互動，並介紹

本書的一些基礎用詞。

第二章 運用數據的基礎

在此章節，你將學到關於數據的基礎。我們將深入討論數據類型

及收集它們的方法。我們將接著介紹試驗方法論，讓你發揮數據

的全部潛力，並介紹貫穿全書的 A／ B測試的基本元素。

第三章 試驗的框架

在此章節要將概念付諸實行，說明我們是如何建構試驗的框架，

以及你可以怎麼應用。這裡談的是我們自己的做法，不過也有許

多其他人在使用相似的手法。

第四章 定義階段（如何框定試驗）

自第四章起，將開始更具象討論如何應用第三章所提出的試驗框

架。首先是從提出具體問題開始。我們會討論什麼是假設，並示

範如何打造一個假設，再發散成許多不同的假設。我們也會展示

如何從多個概念收斂至應該要聚焦的那一個。

第五章 執行階段（如何讓試驗動起來）

在此章節，將聚焦於如何打造最終將付諸實行的試驗。我們將再

一次強調發散的重要性，並展示試驗的設計如何影響收集到的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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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析階段（從試驗找出答案）

這裡將會帶你一覽進行 A／ B測試需要考慮的事項，也會討論如

何詮釋得到的結果，以及在 A／ B測試後該怎麼抉擇下一步。

第七章 打造數據意識設計環境

在此章節，將聚焦於如何在你的公司打造和推動學習導向的文

化，並讓數據成為學習的核心。我們也將談論文化中較軟性的部

分，包括哪些人適合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如何讓公司中的每個

人都可以接觸到數據，以及在設計流程中運用數據的長期好處。

第八章 結論

在此章節，將簡短的摘要書中提過的概念，並強調收集數據和進

行試驗時倫理的重要性。

如何閱讀這本書？

如果你對於如何將數據應用在設計中沒有什麼概念，那我們會建議你

先依序閱讀前六個章節。如果你對於運用數據已經很熟悉，則會建議

你先閱讀第三章來了解試驗的框架，然後依照自己的興趣挑選章節 

閱讀。

無論你對於將數據應用於設計流程有多熟悉，來自業界朋友的真實案

例都是學習如何將理論付諸實行的好方法。我們訪談了一些業界人士

來了解他們怎麼看待在設計中運用數據，將會分享他們的故事脈絡，

並補充我們的觀點。這些故事脈絡自然不一定能直接應用於你的狀

態，你可能有不同的使用者類群、產品或其他限制。但我們希望這些

故事能展示本書中介紹的抽象概念如何被運用於實務。

真實案例以外，我們也在本書的前幾個章節寫到一些範例故事，

來讓概念更具體易懂。我們的範例故事圍繞在舉辦一個夏令營。

這些故事在書中會有一個小小的營火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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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章節的尾聲，「自我評量」的段落都有一組問題，刺激你更深

一層思考該章節的內容。這些問題也能幫助刺激和自己或公司內的對

話，並幫助你將該章節介紹的概念應用於你的工作中。

我們希望此書能給予你踏上這趟旅程必要的裝備，並透過使用者的客

觀回饋，幫你與你的同儕建立共識。

介紹「經營夏令營」

你可能會注意到，全書中我們都很喜歡運用譬喻。從第二章開始並貫

穿全書，將會運用一個範例故事來解釋我們描述的一些情境及概念。

我們經常覺得一個略微抽象一點的譬喻會比真實世界的企業案例更能

呈現概念。比起試圖從別的公司的案例學習，並將很具象的情境及需

求翻譯成自己的情境，有時範例故事更容易應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因此，我們將不時要你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夏令營的老闆。每年有大

約 200個小孩來到你的營隊健行、參與戶外活動、一同用餐等。因為

你的營隊是如此大而多元，來自零星幾位隊員的回饋難以精確的反映

隊員們的整體體驗。你已經經營這個營隊好幾年，有些死忠家庭每年

都會再回來，但身為一個企業經營者，你也想要持續吸引新的家庭加

入。由於你一再定期舉辦這個營隊，我們認為你會有意試驗新的方式

來改進夏令營的體驗，進而帶動你的事業。

從第二章到第五章，我們會一再提起這個夏令營的譬喻，並要你思考：

• 如何定義及量測你的目標

• 如何看待你的使用者（現有使用者及潛在的新使用者）

• 如何設計體驗，並進行試驗及從中學習，以精進你的事業？

作為簡單的示意，來看看試驗如何套用在夏令營這個譬喻。如果你想

要改變營隊的體驗，將需要了解目前什麼是順利及不順利的。在整個

夏令營推行大幅度的改變之前，你會想要先從小規模開始嘗試新事

物。當你在試圖擴張事業，也會想確認改變會帶來你想要的結果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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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我們會展示如何運用這個譬喻來了解統計名詞如世代（cohorts）

及細分（segmentation）（第二章），並彰顯在定義目標（第四章）、

設計體驗（第五章）及分析結果（第六章）等階段需要考量的事物。

是的，它可能聽起來有點傻，但如果你願意試試看，我們認為它會對

你有幫助！

現在，讓我們繼續往前邁進⋯運用數據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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