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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策略，就是串連每一個小小的線索，看著過去和現在發生的事，然

後對未來做合理的推測。專精策略的人必定是好奇、客觀且無畏

的。他們承擔風險，悄悄靠近獵物，然後一擊必殺。

使用者經驗（UX）策略是使用者經驗設計和商業策略這兩個領域
的交集，是一個透過觀察或實證來大幅提升數位產品成功機會的

方法，而不只是畫畫 wireframes，寫寫程式碼，然後祈求好結果出
現。

本書將提供你實際運用 UX策略的方法，尤其針對創新產品的開
發，同時也會帶著你認識許多不同工作環境都適用的輕量小工具。

商業策略的基本原理並不是一定要念過 MBA的人才能懂的高深學
問，而策略這件事就像設計一樣，只能從實作中獲得體悟。

誰該看這本書？

本書的重點在填補 UX設計和商業策略之間的知識鴻溝，專為以下
這些對象而寫：

創業者、數位產品 PM、企業內部創業團隊

你想要帶領團隊的視覺設計師、UX設計師、開發者、行銷人
員等成員創造出擁有殺手級 UX的成功產品。但受到時間、經
費和其他資源的限制，所以得盡可能把團隊的心力集中在簡單

實用的方法上，謹慎地選擇最必要且經濟的工具。你可能了解

精實創業（Lean Startup）的原則，因此在研究和評估的階段會
想走捷徑，但同時也知道要根據合理的策略來做決策。本書將

提供你和團隊在開發過程中所需的輕量級工具，測試你們的價

值主張，幫助你們在市場上找到價值創造的機會點，以及提高

產品流量轉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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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互動／介面設計師

你很悶，感覺自己好像只是一個設計製造鏈的小齒輪。你也想

讓你的設計更創新，想嶄露頭角，但自己根本不在定義產品的

策略圈裡。你擔心自己是不是遇到了職場撞牆期，畢竟沒念過

商學院，也不是行銷高手。本書會教你如何在下列情況中為自

己扳回一城：

• 你不想浪費半年生命畫一個上級叫你畫，但你覺得根本就
是抄襲現有產品的網站地圖和 wireframes。本書會告訴你
如何系統性地從競爭對手的產品中找到對自己有利的點。

• 某些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總是拍胸脯保證他的產品
願景是正確的，叫你做就對了。你想做個使用者研究讓他

知道有些地方跟他想像的有所差異，但他說沒預算。本書

會示範一些不同的方式，讓你不論是在有沒有預算支援的

情況下，都能成為一個內部創業者。

• 你收到一個超大的產品需求單，要幫一個過渡期的產品提
高流量轉換率。本書會教你如何拆解使用者參與意圖和黏

著程度，有效地將客戶的期望對應至設計手法。

寫這本書的原因

在我做軟體設計和創業那陣子，也兼課教介面（UI）設計和產
品策略這兩個不斷進化的學科，我樂此不疲，一刻也不得閒。從

1993年起，我一路從工科的大學教到在職專班的職涯進修，從未
有過一本完美的書，能完全滿足不同學生的各種需求，反倒是我要

一直分享簡報內容、參考文件和模板。於是我決定寫這本書，把所

有我在新創公司、設計公司和大企業裏學到的 UX策略整理成冊。

我也希望各位有志成為策略師的設計師和產品開發者，能從我多年

的業界經驗裏得到收穫。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都經歷過不少起起落

落，這些起伏形塑了我從失敗中學習經驗的態度。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一開始就根本不想純談商業或科技，我想寫的書，是紀錄我們在

產品設計的真實世界裏，深深感受到的那份流動的活力。我想描繪

一種創業精神，但並不漫談成功或所謂最有用的方法，也期望藉由

分享我的心路歷程，能讓各位的路走得輕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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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編寫

這本書是根據我這幾年下來調整的教學方法所編寫而成。作一本創

新產品的開發指南是這本書最初的目的，因此你最好心中先有一個

點子或介面上想解決的問題，畢竟從實踐中去學習才是取得經驗的

不二法門。在本書的章節中，你們會接二連三學到許多方法，熟悉

這些方法後，未來就能在實務中自由搭配使用了。

本書有十一個章節。第一章開啟 UX策略的大門，第二章介紹了書
中所有工具方法的基本架構，第三至九章會教你運用這些 UX策略
的方法，第十章則藉由四位頂尖策略專家的對談來分享他們對於這

個主題不同的觀點和想法，最後，我們在第十一章做個簡單的重點

整理。

UX策略工具包是什麼？
本書提供了一套免費的工具包，讓你和團隊可以立即使用，為產

品打造亮眼的 UX策略。這些工具是我幾年來跟客戶實際應用於專
案，不斷琢磨整理而成的，即使一開始可能會讓人感到有點不太好

上手，但這些工具對於學習如何執行有效率的 UX策略真的非常重
要。在書中，我會慢慢地深入解釋工具的使用，以及每種工具能帶

來的助益。

下載 UX策略工具包：

http://userexperiencestrategy.com

下載了這個 Excel檔（.xlsx）的工具包後，把它放到 Google Drive
上變成一個 Google試算表，這樣就可以擁有編輯與分享的權限，
所以盡情分享給團隊成員吧。試算表底部的標籤頁可以切換不同的

工具使用。

UX策略強調團隊成員和利害關係人的合作。不論你是學生，剛起
步的新創公司，還是企業裡的跨領域團隊都一樣，一定要大家共同

參與，不然這些戰略都不會成功。數位化時代最好的合作方式就是

利用雲端工具，本書提供的雲端工具能讓派駐和遠距工作團隊對產

品願景達成共識。它也可以讓大家在同一份文件上一起作業，互相

聊天互動，留言或作筆記。



1

[1]

什麼是 UX策略？

我曾見過每個人心中 
那些無法挽回的傷害

　—尼爾楊（1972）

幾年前，有位事業有成的軟體工程師因自身遇到的問題而成為創業

家。這位工程師身旁有個重要的人需要接受藥癮治療，於是和數

以千計的美國人一樣，他展開了一場嚴峻的旅程：尋找一家信譽良

好的治療機構。但一路上充滿挫折，狀況百出。戒癮機構價格不透

明，也缺乏平台可搜尋比較，甚至還有很多收費昂貴的詐騙機構，

對這些急需協助的人再剝一層皮。但同時，他也發現許多不錯的戒

癮機構正面臨一些困境：機構總是有空床，他們不太容易過濾病

人，向保險公司收取費用也很麻煩。最後，軟體工程師抓住這個機

會點，展開了一場很不一樣的冒險。在解決市場問題的同時，也用

自身的經驗幫助他人。他的新創就這樣誕生了，概念就是一個幫適

合的病人與適合的戒癮機構媒合的線上平台。

這個產品被認為具有市場破壞 1的潛力，於是很快的，他成立了團

隊並取得資金。他與有口碑的戒癮治療機構建立良好的關係，建置

了空床與病人的比對系統 2及審核機構的方式，確保系統只納入最

好的機構。另外，他們也開發了網站來找尋顧客。

他們找了曾經使用過系統的人填寫線上問卷，也與公關、行銷、搜

尋引擎優化（SEO）公司合作。他們印製平面廣告、做網路宣傳並 

1 “Priceline Type Bed Auction Service Has Potential to Radically Transform 
Addictions Biz.” Treatment Magazine, January 12, 2012. http://tinyurl.com/8lj5wqa.

2 “Making a Treatment Match.” Behavioral Healthcare, February 25, 2013. http://
tinyurl.com/mv5gq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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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業界專家討教，成功找到許多對他們價值主張有興趣且願意投資

的商轉人士。所有執行步驟都按照章法進行，看似完美。

網站上線後，他們在臉書和 Google上做了不少廣告活動，推銷這
個產品省錢與豐富評價等特點。這些活動其實只為網站帶來小小的

觸及流量，且馬上就跳轉離開了。有時候，使用者會註冊，或再次

拜訪，但整整十八個月過去，沒有人在他們的網站上預約任何一家

戒癮機構。

軟體工程師的團隊發現他們花了幾百萬得到的不是成果，而是一個

沒有吸引任何客戶的產品。投資者和商業夥伴開始緊張了，就算公

關人員一直能找到對概念有興趣的媒體，網站卻始終沒動靜，也真

的沒什麼好報導。但網站確實具備許多能幫助使用者挑選比較、做

決定的功能。

「一定是使用者經驗出了問題。」團隊猜想。因此跑來找我。

就像很多其他產品開發者一樣，他們請我們 UX團隊立刻重新設計
「外觀」，畢竟他們得給商業夥伴一個交代，也認為網站功能已經

相當齊全，請我們團隊重新整理一下應該可以很快看出效果。但我

們拒絕了，因為他們需要的根本就不是 UX設計，而是全新的 UX
策略。

人們對 UX策略的誤解
UX是一個包山包海，涵蓋很多不同專業的詞彙，而 UX策略是使
用者經驗設計和商業策略這兩個領域的交集。他們並不是各自單獨

存在，而是在縝密的結構中，把各種線索交織連接起來。這就是為

什麼 UX策略總是有這麼多不同的解讀。

2008年，我在 Indi Young3寫的《Mental Models》（暫譯：心智模
型）這本 UX工具書裡第一次接觸到「UX策略」這個詞。在書
中，Young試圖將 UX設計進階到另一個層次，她寫了一段小小的
主張給讀者，如圖 1-1。 

3 Definition of Experience Strategy by Jesse James Garrett in Indi Young’s book 
Mental Models, Rosenfeld Media, 2008;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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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策略

你為產品所制定的策略不該單獨演進。即使使用經驗的價值

很清楚，開發產品的整體因素應該同樣被重視。Jesse James 
Garrett這樣形容經驗策略： 

　　經驗策略＝商業策略＋ UX策略 

心智模型能把商業策略比對現有使用經驗，以用來輔助經驗

策略。

圖 1-1  
《Mental Models》側欄（《Mental Models》© 2008 Rosenfeld Media, LLC）

 我那時真想知道 UX 策略是什麼意思，但除了「經驗」策略和
「使用者經驗」策略看起來有幾個字之差外，書裡面並沒特別對這

個抽象概念深入探討。後來在我任職互動設計公司到大企業的過程

中，也聽到很多關於 UX策略意圖的學術性概念，因此我想要在本
書中迴避對「策略」這個詞的意義爭辯，或是理論框架是否對業界

實用這類爭議。我們盡量避免這些口舌之爭，別像 2000年初期大
家爭論「使用者經驗設計」和「互動設計」一樣，徒增客戶和利害

關係人的困惑。

但如果說誤解真有什麼用處的話，大概是能用來對比出真實的情

況。那我們就來破解一些比較明顯的迷思吧。

誤解一：UX策略就是找出 「北極星」
現實：北極星並不是銀河最亮的星星，但因為它「恆定」的位置，

歷史上一直被用來導航 4。在數位時代的背景下，團隊通常會找一

個定點作為專案計畫的目標，接著再設定一連串程序。這類傳統商

業策略的做法在步調比較慢的大企業可以有效激勵團隊，但如果你

在做的是創新數位產品，消費市場步調快，不確定性又高呢？那就

需要可變、迭代、又可以不斷搜集回饋的敏捷手法了。在這種狀況

4 http://www.space.com/15567-north-star-polar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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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最好是不要用恆定北極星來引導 UX策略，而是要有一個能隨
著你概念翻新軸轉（point）譯註就調整的目標。

誤解二：UX策略就是「有策略地」執行 UX
設計

現實：我猜這個概念的反面應該是，嗯，無策略 UX設計嗎？ UX
設計跟 UX策略是兩件不同的事啦，設計是創造東西，策略是產出
一套創造東西之前的計畫。用一種方式解釋就是把「使用者經驗」

這個詞換成「產品」，產品策略師要思考產品的各種發展可能性，

然後在研究潛在客戶和競爭者後才定義方向，要考慮成本、售價以

及如何被不同顧客族群接受使用。相反地，產品設計師只執行特定

的工作。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專業。

我太常看到 UX設計師在沒有被告知整體商業策略的狀況下就開
始盲目設計產品，除了需求單上寫的東西以外一無所知。這種代

溝，正是精實 UX運動如此盛行的原因，主張讓 UX設計師擔任更
重要的領導角色（坐到策略桌上去），把跨部門團隊的專業黏合在 
一起。

誤解三：UX策略就是產品策略
現實：誤解二提到產品策略師跟 UX策略師的相似處，但不代表兩
者是可以直接相互交換的（就像我爸媽認為我和我那位產品主任／

經理弟弟的工作是一樣的）。傳統 Target實體購物經驗和店面商品
的設計者，與設計 Target.com網站的人腦子裡思考的一定是兩個
完全不同的問題脈絡。

但 UX策略談的事情比數位產品或線上經驗廣泛的多，通常會橫跨
幾十種不同的數位產品、服務和平台，連結了整個數位介面家族的

成員。以下舉幾個例子：

Apple

iMac、iPod、Mac實體商店、iTunes、iCloud等

譯註 「軸轉（point）」是精實創業大師艾瑞克萊斯捧紅的詞，廣為許多新創公司
運用。軸轉是嘗試與實驗的過程，目的在於依據紮實的數據資料作為支點，
提出明確的改變方案，進行策略的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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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

桌面版、行動版、升級版

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和雲端版本

Amazon

Prime、AWS、Kindle、Amazon內容提供者等

UX策略能提供所有接觸點合理存在的理由，再運用 UX設計，將
這些接觸點編織設計成一整套買賣雙方都合用的無縫生態系統。它

涵蓋整個使用者旅程直至最終的轉換漏斗（請參考第九章）。

誤解四：UX策略和品牌策略是完全正相關的
現實：品牌策略是計畫要如何溝通和傳達品牌訊息，包含對象、傳

達內容、時機、場景、渠道等。某些層面來說，品牌策略有助於定

義產品的 UX設計，反之亦然，但兩者的工作內容和目標很容易互
相混淆。不良的 UX會損害產品的「品牌價值」，但反過來卻非如
此，即使是最知名的品牌也無法用品牌掩蓋自家產品不良的 UX。

在《Lean Entrepreneur》5（暫譯：精實創業家）這本書裡，布蘭

特庫珀和帕特里克沃拉斯科維茨提到，「行銷可以幫產品帶來曝光

度，但若產品很爛，也會人盡皆知。」拿 Google來說，Google是
一個超棒的品牌，但他旗下的 Google+、Buzz和 Wave即使符合
Google品牌本身的策略，卻仍然禁不起大眾的考驗。在這些產品
初試啼聲時，不僅讓人搞不懂，也無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這些產

品在「大方向」就先失足，沒有解決到使用者真正的難題：幫助人

們與在不同平台上的朋友群聯絡。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完美的 UX設計已經無法作為品牌區別。像
Google這樣的公司，不用昭告天下，人們也會假設他們的 UX一
定不錯，然而，當發現 UX不好時，一切就會更加明顯。這就是為
什麼 UX策略變得愈來愈舉足輕重，隨著公司成長，數位產品變
多，你需要持續地軸轉（pivot）和調整計畫，這時候策略就得更
有效、可靠、順暢地被埋進所有的線上服務。不論如何，產品都需

要好的 UX。

5 Vlaskovits, Patrick and Brant Cooper. Lean Entrepreneur. Wiley, 2013.

 



6｜ UX策略

那到底 UX策略是什麼？
UX策略是一個在設計或開發數位產品前就要先開展的過程。它是
一個解決方案的願景，並能被真實的潛在客戶所驗證，證明市場的

確有這樣的需求。UX設計涵蓋許多像是視覺設計、訊息內容、易
用性之類的細節，而 UX策略則是一個「大方向」，比較像是上層
的計畫，用來在各種不確定的狀況下達成商業目標。

策略的目的是要提出計畫（game plan），幫助你從現在的位置前往
理想狀態。策略一定要依著自己的優勢，也要留意弱點，並靠著實

證、輕量的方法將團隊（你一定不會是一個人的吧）快速地推往理

想的終點。往往成敗只有一線之隔，關鍵就是紮實的策略，在這個

數位產品的世界裡，如果團隊間沒有一個共同認知的產品願景，時

間延遲、成本增加、不良使用者經驗等這些混亂就會加劇。

每個優秀的領導者都要好好地發展策略。因此我們說服了那位焦頭

爛額的軟體工程師創業家先退後一步，重新調整他們的計畫。大約

一個月，我們實際操作 UX策略，得到以下產出：

• 重新檢視了目前所有的研究，發現很多都是從商業假設來的，
而非來自真實使用者資料。因此客戶同意先暫停重新設計外觀

這項工作。

• 我們跟客戶一起運用最小可行性產品（MVP）原型來進行游
擊式使用者研究。客戶聽到潛在客戶的真實回饋，也認同他們

的客群並不是被不良戒癮機構敲竹槓的「每個人」。因此，他

們重新建立了商業模式，用直銷的管道鎖定高端客群。

• 我們實驗了新的價值主張，用登陸頁面來測試顧客獲取率
（customer acquisition），幫助客戶持著開放的心態，嘗試其他
可能的商業模式，比如說 B2B方案。

當然，很多發現的點會讓客戶感到失望，畢竟花了大把銀子，卻做

出一個無用的產品。剛開始他們怪罪網站的「使用者經驗」，但從

大方向的視角來看，他們看到了他們產品的 UX是怎麼被介面之外
的東西給害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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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UX策略很重要？
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指的是一個人心中對一件事情運作的概
念。比如說，十歲的時候我認為我媽領錢的方式是去銀行，在紙上

簽名，然後從櫃檯行員那裡收到現金。二十歲的時候，我則是要用

提款卡，在 ATM輸入密碼來領錢。但如果你問我十歲的兒子怎麼
領錢，他會跟你說，去超市買東西的時候請結帳櫃檯的人員當場領

給你。2015年領錢的心智模型跟 1976年是差很多的，因為新科技
和新商業手法讓人們能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務。過時的心智模型會一

直被推翻，日子則不斷地變得更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跟新創公司合作。創業者總是承擔了最大的

風險，辭掉穩定的工作，把一切都投注在一個他們朝思暮想的概念

上。剛說到的軟體工程師也是這樣的人，經過一段艱難的人生經驗

後，想要解決一些問題，這樣別人就不必重蹈覆轍他的痛苦經驗。

他希望能改變一種心智模型。

即使規劃創新產品很有趣，但要改變人們的行為其實很難。要能讓

客戶看到新的價值，不然他們不會願意拋棄舊有的東西。開發新

產品來解決大問題並不適合心臟不夠強大的人，你一定得要有滿腔

熱忱，或至少有一點瘋狂，願意淌這灘混水，去面對所有的困境和 
阻礙。

沒錯，就是要這種熱情來解決問題、改變世界、讓人們日子好過一

點。熱情並不是那些辭掉工作的創業者專屬，很多產品經理、UX
設計師或開發者都很熱血地運用科技來創造消費者真正渴望的產

品。當這些人聚在一起，就很有機會能創造奇蹟，推翻過時的心智

模型，畢竟人的時間是有限的，不做這個要做什麼呢？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揭開 UX策略的面紗，讓每個人都能上手使用。
讀者能立即把這些 UX策略的方法應用到不同的專案、不同的脈絡
上，這樣團隊不論未來面臨什麼限制，都不會感到不知所措。

本書藉著各種不同的商業專案過程來解釋 UX策略的運用，我也會
提及一些合作過的客戶，包括前面說過的軟體工程師、好萊塢製

片，和一位創造無貨幣交易平台的創業者 Jared，還有我的兩位實
習學生 Bita和 Ena，他們參與 UX實習，用一個假想的概念紀錄了
UX策略的整個過程。我甚至還會提到家族長輩，因為我是從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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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學到這種創業精神的。你們會了解，不論你擔任教導者、學習

者或是實作者，這趟創業旅程都會是很棒的獎勵；也會看到不論

專案是什麼或狀況怎麼樣，創造新產品就像搭雲霄飛車，要讓產品

好好待在軌道上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實證且經濟的策略方法。

身為 UX策略師，我的工作是幫助客戶面對難題、追求夢想，因
此，踏實的解問題技巧對於成熟掌握 UX策略來說超級重要。策略
把設計從抽象的本質帶往批判性思考的領域，以嚴謹的方法，用

清晰、理性、開放的心態看證據說話 6。產品利害關係人和創業者

在 UX策略中要導入批判性的思考，以幫助他們連接各種線索—客
戶、客戶的需求和客戶所有會想運用的科技解決方式。

這就是為什麼 UX策略師一定也要對科技有相當的熱忱，因為互聯
網的數位世界能提供給消費者無限可能的使用方式。每一個點擊、

滑動和游標來回都是使用者內心的決策，使用者有超級多的選擇：

決定要不要買，喜歡或討厭，要不要分享，或要不要繼續下一步。

所以，你得知道要提供什麼功能，也要知道人們到底會怎麼用它。

要去了解各種新出和即將面世的產品、平台和 app，這樣才能把適
合的結合到你的產品或服務上，讓事情照你腦中設想的樣子發生。

你準備好開始了嗎？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tical_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