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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身為 Slack開發者關係的部門主管，我花了很多時間幫忙設計師及開發
者打造對話式機器人：從大型的合作夥伴像 SAP和 IBM，到世界各地
的獨立開發者。在這本書裡，我希望可以與你分享這些過程中所學到的 
經驗。

對話機器人是怎麼改變世界的？我在工作時常常有深刻的體驗：

我的會議對象：你的助理 Amy真是太棒了！你怎麼找到這麼負
責的人啊？

我：Amy不是人類，它是軟體。

我的會議對象：

這種新的對話式介面大大的改變了我們與軟體的互動方式。最終，軟體

將在人類熟悉的地盤出現，並跟我們直覺地互動—這可能會讓人們有

意想不到的體驗，就像我們第一次看到 iPhone的觸控介面。

無論你是在設計新的消費者服務、企業型產品，或任何其他軟體，你應

該要考慮適合你產品的對話式介面。在未來，我們將會建立網頁，建立

行動應用程式，我們也會建立對話式應用介面。

設計機器人是一項全新的專業，並非微不足道的小事。雖然機器人是個

很棒的新介面，但它們並不適合每位使用者，你會需要學習如何有效地

運用機器人。有很多地方需要仔細思考，從核心目標到有效的初次登場

對話，列出不同流程，定義機器人個性，並在多元控件與文字間找到合

適的平衡。

這本書將帶你了解機器人，並學習如何設計機器人。你也將會看到許多

設計師與開發者分享他們成功、失敗與最佳實務的經驗。這本書是理論

與實踐並重，我們會實際演練設計兩種機器人的所有步驟：一個是在

Facebook Messenger上的消費型機器人，另一個則是在 Slack上的商務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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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適合讀這本書？

這本書聚焦於對話式介面的設計，但也包含發佈、行銷、架構以及商業

化。如果你正在考慮開發機器人或學習如何設計對話式介面，這本書很

適合你。

設計師

這本書將會成為設計機器人的工具組，當你需要解決機器人設計的難題

時，這是一本可以來回參考的書。我們將會深入介紹設計流程，並且提

供 B2B和 B2C應用情境的具體設計實例。我們會從使用情境的需求到實
際設計出一個機器人，然後對使用者驗證我們的設計。

產品經理

這本書將幫助你了解哪個使用情境比較適合機器人，以及身為產品經理

的你，如何使用機器人來呈現與拓展你的產品。我們將會提供範例，

如何撰寫一個好的對話式介面需求規格，並且分享讓用戶愉悅的產品 
決策。

企業家

這本書將提供你機器人生態概觀，機器人能提供的機會，對話式介面所

促進的參與度與商業模式，以及能與網頁和行動平台競爭的優勢。這本

書也包含企業家們分享他們開發機器人時的種種經驗與建議。

這本書的組織架構是什麼？

我們會先由概觀開始，接著談到理論，最後深入探索實際範例。

概觀

第 1章到第 4章提供機器人的生態概觀：定義聊天機器人是什麼，市面
上有哪些類型的聊天機器人，它們在什麼樣的平台上運作、可以支援何

種使用情境。如果你已很熟悉聊天機器人，你可以快速瀏覽這些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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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第 5章到第 13章討論組成此新型用戶體驗的不同面向，以及如何設計每
個環節。我們從應用情境與行銷方式開始思考，接著探討組成這些體驗

的對話元素。最後，探討延伸的主題，例如：發佈、提高用戶參與度的

方法以及商業化。

設計實踐

第 14章到第 19章是逐步設計機器人的實際範例。我們將練習先前學到
的理論，並涵蓋進階的主題，例如：使用者測試與分析。我們將會演示

如何設計消費型機器人與商務機器人。

飛向宇宙，浩瀚無垠

第 20章會討論機器人設計、機器人平台以及市場的未來趨勢。如果你不
相信預測的話，可以直接跳過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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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Law、Alyx Baldwin、Andy Mauro、Vittorio Banfi、D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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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對話機器人？

我們沒有敵意。

—電影：當地球停止轉動

對話機器人是軟體的未來。

對話機器人將顛覆軟體產業，就如同過去網路和行動運算的革命一樣。

歷史告訴我們，這些革命總是能帶來大好的機會，Uber、Airbnb以及
Salesforce這些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建立起來，就是抓住了新技術、新使用
者體驗及新銷售管道的風口。希望你看完本書後，能在這波對話機器人

的革命中抓住機會，設計出優秀的產品。

2017年，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機器人。一早醒來就請 Alexa（Amazon的
語音對話機器人）播放我最喜歡的 Bossa Nova音樂；Amy（x.ai的電子
郵件機器人）寄今天的會議行程給我；Slackbot（在 Slack上運行的機器
人）發送通知，提醒我今天要買機票到紐約。對話機器人無所不在 !

現在有很多關於對話機器人的討論，不過其中難免有一些誤解。為了釐

清這些誤解，我們先從機器人的歷史及對話機器人的定義開始說起吧：

它們可以做什麼？為什麼它們重要？

16年前，我寫了我的第一支對話機器人。我在一家簡訊服務公司擔任工
程師，公司即將在歐洲部署服務。你可以想像，測試簡訊是否能成功發

送是多麼孤獨的事情（由於系統還沒上線，我應該是此服務唯一的使用

者），因此我創造了一個小程式來回應我的訊息。這個機器人會重複我

說的每句話，我傳送「哈囉」，接著就會收到一個「哈囉」。但這很快變

得無趣，因此我開始給機器人加上角色以及一些我在辦公室聽到的有趣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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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跟其中兩個角色持續聊天：「Bob」跟「Samantha」。我不斷增加
他們的詞彙和技能，最後發現，在枯燥的測試過程中能跟機器人聊天，

是一件非常療癒的事情。

機器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50年代，當時的電腦科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設想了機器人能跟人類一樣聊天對話的概念，他發明了圖靈測
試（Turing Test），用來測試電腦是否能表現出與人類智慧等價的智能。
受試者要從對話中，辨別對方是電腦或是真人，如果無法辨別，那麼該

電腦即通過圖靈測試。圖靈是電腦科學之父之一，當我們談到智能機器

人，我們仍會提到圖靈測試。

過去最著名的機器人之一是 Eliza。由 Joseph Weizenbaum在 1964年為
IBM 7094所開發的，Eliza是一位心理治療機器人，它與使用者談論他
們的問題，許多使用者產生了強烈的情緒反應，即使他們很清楚知道他

們並不是在跟真人互動，而是機器人。

所以，什麼是對話機器人呢？

基本上，對話機器人是一種新的使用者互動方式，讓使用者可以在自己

喜愛的通訊軟體上，與各家服務或品牌進行互動。

機器人是一個藉由對話式介面，讓軟體服務曝光的新手法。機器人也可

稱為聊天機器人、對話式助手、對話式介面、聊天助手等。在這本書

裡，我將會盡可能一致地將它們稱之為機器人。

常見的情況是機器人以數位用戶的形式，出現在 Slack、Facebook、Kik
等通訊軟體中。它們是由程式驅動而非真人，透過對話帶入產品、服務

或品牌。本書的內容會以這些最常見的形式為主，不過也有其他形式的

機器人，我們會在第 2章機器人種類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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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機器人當作服務本身是常見的誤解。機器人只是一種服務的介面，就

像網頁只是提供訂機票的介面一樣，你也可以使用 APP來訂票，或是打
給客服人員幫你訂票，這些都是屬於同一個服務的不同介面。

[ 重點快照 ]

機器人只是一種服務的介面，就像網頁只是提供訂機票的介面一樣。

圖 1-1到 1-3可以看到一些對話機器人的例子及它們看起來的樣子。

圖 1-1 

Lyft機器人在 Slack聊天介面上，提供使用者乘車服務的預估時間

圖 1-2 

Amy機器人透過電子郵件，提供了排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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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已經探索了機器人的起源，也簡單看了幾個例子，接著我們

來討論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趨勢。

機器人革命以及演進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些機器人呢？為什麼需要將服務透過對話的方式呈現

呢？為什麼不架個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就好呢？過去不是一直用得好好

的嗎？這些會不會比創造一個機器人來的簡單多了呢？

答案是，軟體產業和用戶行為已經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使得機器人越來

越引起軟體公司的注目。以下是幾個比較重要的變化：

圖 1-3 

Hipmunk機器人透過 Facebook 

Messenger，向用戶提供旅行預

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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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過去幾年中，大多數使用者都採用了行動裝置，要透過傳統網頁來
吸引他們並和他們進行互動，變得更難且更貴。這使得許多軟體開發

商轉而開發原生行動應用程式（Native mobile apps）（在手機本機運
行的應用程式，例如 Instagram或 Google地圖），並且在行動應用商
店展示這些行動應用程式。

 2. 行動應用程式生態系統很快變得飽和，使競爭變得更加困難及昂貴。
此外，用戶厭倦了安裝和移除行動應用程式，只有極少數的應用程式

能嶄露頭角。

 3. 令人驚訝的是，能盛行且變得非常普遍的應用程式竟是通訊類應用程
式。現在大多數使用者手機裡，都有兩三個甚至更多個這類應用程

式。（打開你的手機，數數有幾種通訊軟體—別忘了包括簡訊、電

子郵件和 Siri/Google Now。）

 4. 使用者對通訊類應用程式非常投入，使用手機絕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
聊天傳訊上。這個現象對於沒有「舊」網頁概念的年輕人來說更是成

長中的趨勢。傳訊和無所不在的連結性，顯示人們偏好透過傳訊息來

進行互動，而非替代的、間接性的方式。

 5. 這些崛起的通訊應用程式，提供了廠商將服務、產品和品牌呈現在其
中的可能性。Slack和 Kik在 2015年推出了聊天機器人平台，接著
2016年則是 Facebook、Skype和 Apple。

 6. 綜合使用者和產業趨勢的變化、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進步，使得建構
對話式介面變得更加容易（儘管還是很不容易）。

圖 1-4總結了介面的演進。

網頁介面
行動平台

行動介面
聊天平台

對話介面

圖 1-4 

從網站到行動介面，再到對話式介面

不過，需要特別提醒的是：行動介面在許多方面比網站介面好用，並且

可推展新的服務（例如定位服務和以相機為主的服務），但在某些情境，

行動介面並沒有比網頁好用（例如建立很長的文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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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也一樣。身為設計師，你需要挖掘哪些使用情境在這個新介面更

好用。機器人是一個很厲害的大錘，但並非所有事物都可以成為那根 
釘子。

對話機器人的另一種應用是把它當作另一種吸引用戶的接觸點。你還

是可以提供專門的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與你對話機器人的通訊平台整

合，以吸引用戶，並呈現不同層面的服務。

以圖 1-5為例：一家航空公司使用傳統的網頁介面提供購買機票的服
務，但後續透過機器人來通知航班時間的變化。對話機器人最大的價

值在於，用戶已經習慣透過通訊應用程式收到通知，因此參與率要高 
得多。

[ 重點快照 ]

對話機器人最大的價值在於，用戶已經習慣透過通訊應用程式收到通知，

因此參與率要高得多。

航空公司 
網站

購買機票 航班時間通知
通訊機器人

圖 1-5 

使用對話式介面加強服務

來自紐約新創公司 x.ai的 Amy Ingram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可以將
服務 100％包裝在一個通訊應用程式裡。Amy是一個幫助安排會議的個
人助理，當有人發電子郵件給我，想要安排會議，我會將 Amy添加到電
子郵件的對話中（透過發送電子郵件副本給 amy@x.ai），然後讓 Amy完
成接下來的所有事情！ Amy串接了我的行事曆，知道我什麼時候有空，
而且藉由我本人或是網路資訊，學到我想要何時何地見面。Amy一個
月代替我回覆約 300封電子郵件。我們將在第 6章詳細介紹這個使用情
境，並聽聽 x.ai創辦者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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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展示像 Amy這類機器人的價值給你，圖 1-6是每週的報告。

圖 1-6 

Amy在一週內與 13個人協調安排會議，節省了我很多時間

採用對話機器人的階段

就像過去的網路和行動革命一樣，軟體產業在機器人方面的轉型可分成

幾個階段（圖 1-7），分別是：

 1. 什麼是機器人？為什麼我們需要它？這個階段，大多數使用者和軟
體開發商還不太了解機器人，或者該如何使用它們（寫這本書的時

候，我們仍然處於此階段）。

 2. 我們也需要機器人介面！在這個階段，很多軟體公司開始構建機器
人。大部分機器人剛開始時很粗糙，因為這塊經驗在業界還很少。

（我們正在迅速走向這個階段。）

 3. 我們以機器人為優先！一段時間之後，有些機器人開發商有了成功
的經驗，而且機器人介面變得更普遍。新創公司開始有了以機器人為

優先的心態。

 4. 我們只有機器人！有些公司只提供機器人介面的服務，而其他公司
即使還有非機器人介面的服務，但主要的服務也都轉到對話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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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階段

什麼是網頁？

什麼是 
行動平台？

什麼是 
機器人？

我們只有 
網頁！

我們只有 
行動平台！

我們只有 
機器人！

我們也有網頁！

我們也有 
行動平台！

我們也有 
機器人！

我們以 
網頁優先！

我們以 
行動平台優先！

我們以 
機器人優先！

圖 1-7 

採用新科技的四個階段

用戶的接受度也是如此。直到最近，才開始有一小部分的使用者（矽谷

除外）注意到機器人服務，但 Facebook、Kik、Google、Amazon和其他
機器平台已迅速改變，推動機器人進入消費市場，Slack則推廣工作時使
用的機器人。

對話機器人並非都生的一樣

它們彼此是有很大差異的。有 B2B機器人和 B2C機器人，團隊機器人和
個人機器人，甚至在同類機器人之間也有很大差異，Facebook機器人與
Kik機器人就非常不同，儘管它們都是消費機器人。也有超級機器人提
供了非單一服務的整組插件服務，使你能添加一項技能到此超級機器人

上，而不用製作自己的機器人介面。

小結

我們正處於新科技交界的時代—軟體深入了我們的生活，而對話式介

面將提供越來越多的工具和日常服務。這場革命將會改變我們的工作型

態、生活體驗，影響個人乃至於群體。

下一章，我們將深入探討對話機器人的類型，你將更了解人與機器人的

互動方式，也更能找出自己想設計的機器人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