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023-2842
中山管理評論
2019 年三月號
第二十七卷第一期
p.11-56
DOI: 10.6160/SYSMR.201903_27(1).0001

精準分眾以創新：由使用者行為
引導媒體服務設計
Innovation by Precision Targeting:
Navigating Media Service Design by means of User
Behavior

歐素華*Su-Hua Ou
東吳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本文引用格式建議：歐素華，2019，「精準分眾以創新：由使用者行為引
導媒體服務設計」，中山管理評論，27 卷 1 期：11~56。
Suggested Citation: Ou, S. H., 2019, “Innovation by Precision Targeting:
Navigating Media Service Design by means of User Behavior,”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Vol. 27, No. 1, 11-56.

*

通訊作者：歐素華。本研究乃科技部「複合創新：從經營模式到組織變革」（MOST1052410- H-031-058）之經費贊助。

~11~

精準分眾以創新：由使用者行為引導媒體服務設計

摘要
創新產品服務是否契合使用者需求，成為企業能否持續成長關鍵。不過為
何許多企業導入設計思考或線上論壇，還是無法打動人心？使用者創新建議讓
領先使用者創新或傾聽使用者聲音。但企業不易找到領先使用者，一般使用者
又經常說一套作一套，以致創新淪為傷心。本文調查新聞媒體公司如何投入分
眾調查以創新，主要有三點貢獻。一是精準分眾。分眾是具有連結力、專業度
與推銷能力的早期採納者，可及性高且影響力廣。二是使用經驗。分析分眾使
用經驗，更能精準聚焦核心需求。三是設計原則，由需求到創新之推理邏輯，
可引導跨部門協作，忠實傳達使用者需求。就實務貢獻，本研究提出由分眾引
導產品服務設計、跨眾傳播與經營變革。分眾，因精準分辨而得眾。
關鍵詞：分眾需求、以使用者為中心、設計原則、人物誌、社會建構

Abstract
Innovat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eet users’ unsatisfied need has become top
priority for corporates’ growth. However, as most enterprises engaged in design
thinking, focus group, or online community, their innovation still cannot meet users’
requirement. User-centric innovation literature describes various tools to learn from
users while user innovatio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lead users, however,
enterprises found it is not easy to get access to lead users or learn from target
audie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a newspaper company innovat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from the design principles, extracting from its core audience using
experience. There are thre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early adopters as the main target audience. Comparing with lead user
or user community, early adopters are more accessible, have some specific domain
knowledge, and are influential to other users. The more precise description of the
early adopters, the more clear of their pain points. Secondly, this paper inspires
enterprises to learn from users’ experience. Users’ sense making for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points for innovation. Comparison in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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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instead of producers’ mind can help enterprises shorten learning curves and
avoid ineffective designs. Thirdl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principles. By turning users’ pain points into design principles, producers can have
reasonable design instead of over design or insufficient services. Practical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media companies to learn from the early adopters by having precise
personas, analyzing users’ experience, and coming up with dedicated design
principles.
Keywords: Early Adopters, User-centric Innovation, Design Principles, Persona,
Social Construction

壹、緒論
「創新民主化」一詞在 2005 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提出，奠定使用者在創
新領域的關鍵地位(von Hippel, 1986, 2005)。傳統上，生產者扮演創新先行者角
色，但創新民主化強調使用者才是創新之源。von Hippel (2005)提出「領先使用
者」概念，倡議創新發明經常來自一群特殊的使用者，而不是生產者。例如，
衝浪高手設計專屬滑板、登山越野腳踏車的重新組裝、或大學教授設計醫療實
驗器材。這些專業高手經常能由切身之痛提出創新設計。
不過對企業來說，要找到這群會創新的領先使用者並非易事；更難的是，
如何讓使用者成為企業創新的來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論述為企業提供解方。
美國知名設計公司 IDEO 與美國史丹佛設計學院倡議設計思考方法論(Hargadon
& Sutton, 1997; Brown, 2009)，不少企業開始導入「傾聽、創造、銷售」(HCD,
Hear, Create, Deliver)之設計方法，希望設計者能學會傾聽使用者聲音，進而提
出創新設計。另一派學者則由社會形塑觀點，強調使用者所處社會文化之重要
性，說明滿足使用者的創新設計不但具有功能特點，還經常鑲嵌社會文化密
碼，需要深層探索(Cusumano et al., 1992; Oudshoorn & Pinch, 2003)。例如，穆
斯林對清真認證產品禁用豬類與酒精的嚴格戒律。甚至有時使用者的採用行為
更直接受機構或社會力量左右，例如助聽器的採用受醫學研究機構規範，許多
藥品使用更直接由醫生決定。因此，觀察使用者的採用行為更能有效體現使用
者的內部需求與外部形塑力量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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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內生需求或外在社會形塑，當前和使用者創新有關論述關注使用者
議題，包括領先使用者、一般使用者、或特殊社會文化場域之使用者，但卻未
處理「分眾」使用者。事實上，企業不容易找到領先使用者，一般大眾又過於
廣泛；所謂的目標市場區隔又過於功能性，且經常以可量化的決策指標呈現，
如無限卡、白金卡，或商務艙、經濟艙等消費能力區隔。由此，本研究特別提
出「分眾」的重要性。
所謂「分眾」乃是介於大眾與小眾之間，在學理上是具意見領袖特質的創
新早期採納者，有連結者、專家或推銷員特質(Rogers, 1995)，並不單純可以量
化指標進行市場區隔，而更著重在行為特徵與心理特質描述。例如過去經典偶
像劇中的「小資女」、「敗犬女王」、「犀利人妻」就有效傳達在女性族群中不同
分眾的特質差異。過去研究提出，以戲劇角色寫真的人物誌（persona）描繪特
定分眾族群，至少有以下三項好處。一是可及性。分眾較小眾中的領先使用者
或是廣泛一般大眾，更容易尋找。二是對話性。人物誌的分眾寫真較能將使用
者具象化，幫助研發設計人員記得住使用者，進而能有效對話。三是跨域性。
分眾的鮮明角色與行為描述，可讓跨部門或跨領域團隊聚焦，有助提出創新解
決方案(Pruitt & Adlin, 2010)。
然而，企業究竟要如何定位分眾？分眾行為要如何精準定義才能幫助企業
有效創新？更且，從分眾行為到創新設計間又有何推理邏輯可循？這些都是當
前文獻尚未能充分討論者。本研究欲探討，企業如何精準掌握分眾需求以創
新，這包括精準分眾內涵、推理邏輯與設計特點，以化使用者需求為創新來
源。
以下將先回顧使用者創新文獻，由不同學派觀點詳述本文立論基礎與研究
缺口。接著說明研究設計與分析架構，解釋從精準分眾需求到創新設計間的推
理過程。然後提出研究發現，說明一家媒體公司在導入使用者創新時，如何投
入分眾行為調查以有效取得核心客群需求，又如何將需求轉化為媒體服務創新
特點。最後討論本研究對使用者創新觀念上的貢獻與實務啟發。

貳、文獻回顧
為理解本文整體布局，在文獻探討部分，將整理和使用者創新相關文獻，
主要為使用者之內生需求探索與外在社會形塑兩類核心論述，據此提出研究缺
口，點出為何需由「分眾」來重新理解使用者創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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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論：使用者之內生需求
當前和使用者創新有關之文獻，主要有以下三類觀點。一是領先使用者創
新(lead user)，二是使用者社群創新(user innovation community)。三是以使用者
為中心(user centric innovation)。這三類使用者之特質差異極大，他們的創新作
為亦頗為不同。前兩者的創新主體是使用者，但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創新主體則
是設計者。三者的論述基礎均建立在調查使用者需求上，以下說明。
首先是領先使用者創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Eric von Hippel (1986)提出，
許多創新發明經常來自於一群非常特殊的使用者，而不是生產者。他稱這群善
於自己動手設計製造之人為領先使用者，具有兩種特質。一是位於市場趨勢最
前端，比其他人更早察覺市場需求。二是直接參與創新。使用者在評估自我需
求後，願意且期望由研發解謎中獲得相對較高利益，因而參與創新。
領先使用者著手創新研發主要基於以下三個原因。一是請生產者創新的代
理成本過高。包括監督、擔保、與後續服務成本等。二是使用者自己創新的低
成本利基，特別是某些專業領域，例如外科手術、高空滑翔、高山攀岩、滑雪
競技、建築模板施工等，內含複雜的隱性知識，且專業社群知識具高度黏著
性，造成使用者的研發知識難以移轉給生產者。三是特殊使用效益優於量產規
模經濟。通常領先使用者因有迫切且特殊需求而投入創新，例如滑板設計、特
殊建築工地的模板等，因此也最能由自主創新研發中獲益(von Hippel, 1986,
2005)。相較之下，一般生產者基於成本考量或限於創新能力，未必能即時有效
解決領先使用者的特殊需求。
哪些領域特別需要由領先使用者進行創新呢？學者研究美國機械工具產業
歷史發現，某些重要機械工具如車床、研磨銑床、紡織機或裁縫機，幾乎都由
使用者率先打造(Rosenberg, 1963)。另有調查指出，重要的原油鍊造設備，多由
使用者引領創新(Enos, 1962)。另外大部分被廣為授權使用的化學生產流程乃是
使用者類型公司的傑作(Freeman, 1968)。Eric von Hippel 在 1988 年提出，80%
的科學儀器設備來自使用者設計(von Hippel, 1988)。另調查發現，越野腳踏車
等極速運動設備，多數由使用者創新發明(Shah, 2000)。
不過許多領先使用者的創新設計並不容易商品化，甚至經常過度設計。高
規格的創新如何讓一般人容易使用，成為領先使用者創新的重要議題。學者提
出「工具箱」作法，希望將領先使用的創新設計，轉化為一般使用者可以應用
的工具實務(von Hippel & Katz, 2002)。例如 Cadence 就提供半導體晶片設計工
具給客戶自行設計晶片；微軟則提供 Excel 電子試算表格給使用者設計專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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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StataCorp 提供統計軟體服務，方便客戶自行設計客製化的統計軟體；線上
遊戲廠商也特別開放遊戲生成模組給玩家自由改良，以提高遊戲戰力。另有企
業嘗試邀請領先使用者參與研發，以善用領先使用者創新知識，並融入企業主
流設計中。例如樂高(LEGO)就邀請「積木大師」參與積木研發設計(Antorini
et al., 2012)。「積木大師」在 2008 年推出「經典建築」系列，就特別融入建築
專業，將白宮、雪梨歌劇院等知名地標化為積木。
第二種類型是使用者社群。領先使用者之創新知識雖是企業研發重要來
源，但對多數生產者而言，領先使用者社群並不容易接觸，相較之下，使用者
創新社群在數位科技催化下，反而讓生產者找到另類敲門磚。使用者創新社群
常以「眾籌」(crowding sourcing)態樣出現，例如戴爾電腦的點子風暴(Dell
IdeaStorm)，可以在線上社群有效取得全球各地使用者知識。樂高的線上創新機
制，只要有一萬人投票支持，創新點子就有機會商品化，且可獲得商品營收 1%
回饋金。而網路 T 恤製作商 Threadless.com 則推出 T 恤設計平台，由網民票選
出得票最高前十名，產製人氣商品。在 Threadless 未正式量產前，已事先「預
售」多數商品，提高整體銷售績效(Hienerth et al., 2011)。
不過事實上，要在茫茫網海「砂裡掏金」並不容易。學者指出，生產者要
善用使用者創新社群知識，至少需投入以下工作實務：理解使用者的創新知
識、辨識最優知識內涵、平衡競爭者的知識爭奪、持續維運創新知識社群(Di
Gangi et al., 2010)。例如戴爾電腦的點子風暴在 18 個月內有 14,500 個創意，但
真正付諸實踐者僅 3%。
第三種類型是以使用者為中心。領先使用者尋求不易或設計規格過高，一
般使用者創新社群又過於廣泛難以聚焦，近代另有一派學者提出以使用者為中
心的概念，而主角則是設計者。學者提出，與其盲目尋找使用者，不如由設計
人員有系統地調查核心客群(Sutton & Hargadon, 1996; Hargadon, 1998)。較之領
先使用者與一般使用者，設計者其實掌握更多資源以創新；甚至在某些新興科
技或複雜度較高的產業領域，例如電腦防毒軟體或晶圓設計，領先使用者或一
般使用者也未必有能力創新(蕭瑞麟、許瑋元，2010)。
IDEO 設計公司便是倡議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知名企業。該公司特別發展出
名為「傾聽、創造、銷售」(HCD, Hear, Create, Deliver)調查方法。包括如何進
行田野調查或舉辦專家座談，以聽到使用者真心；如何邀請使用者共同設計以
融入領域知識；如何規劃可執行收益模式以有效銷售。這套設計流程融入美國
史丹佛設計學院，發展為設計思考的課程內容。IDEO 認為，同理心、整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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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樂觀、實驗精神、協同合作是設計思考的核心價值。例如，該公司為美國
銀行(Bank of America)發展新服務型態，發現美國人有種習慣，會將口袋中的
零錢，順手存放在零錢罐中。於是他們發展出一個「保留零錢」的儲蓄服務，
邀請客戶開立簽帳卡帳戶，並選擇付出最接近價錢的整數，然後把差額存在儲
蓄帳戶中。此計畫一推出即吸引超過 250 萬名客戶(Brown, 2009)。
總結來說，領先使用者、使用者創新到以使用者為中心，乃是以使用者為
主角，雖然創新主體或有差異，但核心概念乃在探索使用者的內在需求。不過
另一派學者卻提出，有時候使用者的需求是模稜兩可的，或者使用者並不知道
自己要什麼，甚至使用者的需求並非自主，而是由外部環境所形塑，特別是社
會文化與特定機構力量，默默在影響使用者的需求偏好與採用決策。以下說明
社會形塑觀點。

二、形塑論：社會文化之外部形塑
近代學者研究創新產品使用，不論是科技產品、生活用品、乃至健康食
品，都和使用者所處的社會情境有關，如果不進一步掌握使用者所處的社會
文化場域，所謂創新產品或服務，恐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例如同樣有去毛需
求，男性刮鬍刀與女性得體刀的設計背後，便有不同的性別識別。男性刮鬍
刀以外顯陽剛設計為主，重視效率與科技感，彰顯男性對「控制感」之心理
特質。女性得體刀則以柔美安全為主，重視好感度與美觀設計，彰顯女性對
「安全感」之心理需求(Oudshoorn & Pinch, 2003)。
除性別認同外，許多創新設計富含社會文化認同符號(Petersen & Hussain,
2012)。例如要將美妝保養品或生活用品等輸往穆斯林國家，就必須通過清真
認證(Halal Certification)，從原物料到產品處理，包括工廠設施、製造機械、
包裝、保管儲藏、物流，甚至最終端零售賣場，都必須符合伊斯蘭教義，避
免碰觸不潔之物，如豬和酒精等。除宗教文化認證外，還有更多無形的社會
文化識別。例如，迪士尼樂園中代表美國夢幻樂園與開拓精神的米老鼠、米
妮、西部牛仔、睡美人等，在日本或法國就有全然不同的文化意涵。例如米
老鼠在日本是可愛教主，但在法國卻化身為敏捷偵探；又如天真浪漫的米
妮，到了法國卻變成紅磨坊裡的媚惑(Brannen, 2004)。又如，許多台灣在地特
色物產都鑲嵌著特殊在地文化符號，如客家桐花布代表客家人的「硬頸精神」，
金門高粱體現當地甘甜泉水與潔淨空氣的經典佳釀，7-11 裡的雞腿便當與茶
葉蛋更富含台菜風味(林雅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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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無形的身分認同或文化識別，背後是特定目標客群的社會生活與文化
底蘊，仍屬有跡可循，對有意投入創新者，可透過一定的脈絡調查理解使用者
身上的社會文化符號。不過有些創新產品就很難解密，他背後經常是機構與競
爭力量的形塑角力，直接影響消費者的使用決策。例如，學者研究膽固醇與心
臟疾病關係發現，從 1948 年美國成立國家心臟研究中心(National Heart Institute)
投入心臟疾病研究，到 1973 年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裁定食品業者可以將脂肪
與膽固醇資訊註明在標籤上；這中間長達 25 年的時間，美國的醫學組織透過不
斷的實驗遊說，才慢慢讓專業學術期刊、主流媒體、與食品業者接受冠狀動脈
硬化和脂肪與膽固醇之間的關聯(Garrety, 1997)。自此，注重健康的消費者開始
重視食品包裝上膽固醇與脂肪標示，作為採買重要決策。
另外如學者研究助聽器這項科技創新就發現，聽障人士其實並沒有專業知
識可以區辨單頻或多頻裝置優劣，而是由聽語師、耳科醫生所決定；但更特別
的是，聽語師與耳科醫生的採用則是由研究機構所決定。1973 年間，美國國家
健康機構(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開始接受來自大學與研究機構對助
聽器植入安全與聽覺效果的臨床實驗成果，最後決定優先採用由 Nucleus 所研
發的多頻裝置，而非 3M 所設計的單頻裝置，便是由專業機構所判決，而醫生
與聽障使用者也只能接受來自專業機構的建議(Garud & Rappa, 1994)。
產業競爭也經常影響採用決策。例如在 1975 年間的錄放影機規格大戰，當
時日本 Sony 推出 Betamax 規格，JVC 公司推出 VHS (Video Home System)規
格。若從技術上分析，一般認為 Beta 的技術稍微好一些，影像清晰度較高。但
高技術規格產品最後卻被打敗。在 1988 年 SONY 宣布投降，開始製造 VHS 規
格錄放影機。學者研究發現，VHS 一卷錄影帶的攝錄時間較長，又較願意授權
技術給其他製造商，且鼓勵消費者以租代買，終於讓 VHS 由錄影帶製造商到消
費者出租市場，取得全面勝利(Cusumano et al., 1992)。另外如日本知名汽車製
造商本田(Honda)在 1973~1976 年間推動減少氫氧化物排放的內燃機引擎，則是
逐步取得美國環境保護局、大眾媒體、環保團隊認同，最終才獲得日本政府支
持。自此，日本政府開始要求傳統汽車大廠如豐田、日產、馬自達創新減排設
計(Ei & Arie, 2017)。由此可見，使用者取用創新產品之最終決定權，其實並非
是內生需求，而是由外部產業競爭環境所形塑。
總結來說，社會形塑論者提出，使用者對創新產品服務之需求偏好，乃至
採用決策，其實深受社會環境影響，包括市場中的競爭者、具有核駁權限的主
管機構、專業人士意見等有形力量或性別與文化底蘊等無形力量。因此，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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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有何需求還不夠，還必須看使用者最終如何採用，才能理解創新來源與
形塑創新的力量。

三、研究缺口：由精準分眾洞察需求
使用者創新或以使用者為中心之論述，聚焦在使用者身上，強調使用者本
身就是創新來源；但社會形塑學派則提出，光看需求還不夠，使用者如何採用
創新產品才是關鍵，由使用行為可以掌握形塑創新的力量，尤其是社會文化、
競爭脈絡與機構力量。因此，與其問使用者「需要」什麼，不如看他們「使
用」什麼，更能洞察創新來源。但現有討論仍有以下不足之處。
首先是分眾不夠精準。在探討「使用」經驗之前，必須先掌握誰是企業關
心的使用者。過去使用者創新文獻倡議的領先使用者，確實有先見之明，但可
能過於創新，不易尋找，有淪為「小眾」市場之虞。一般使用者則過於廣泛模
糊，成為失焦「大眾」。至於社會形塑論者，雖關心使用行為，卻少討論使用者
的特殊類型與行為特質，從而限縮創新之多元可能性。現有文獻顯然較少討論
特定「分眾」需求與行為特質。
所謂「分眾」乃指一群在創新者與領先使用者之後的「早期採納者」，他
們可能是連接不同領域族群的連結者(connectors)、主動推銷創意構想的推銷
員(salesman)、或者領域專家(mavens)。這群人具有一定社群連結網絡與創新
擴散能力，而成為創新採納的重要關鍵(Rogers, 1995)。對許多組織來說，特
定「分眾」族群是較容易接觸的，他們有些是企業的貴賓會員或重度使用者
(連結者)，有些是經常接觸的學者專家(領域專家)，有些則是喜歡主動揪團或
推介商品的社群意見領袖(推銷員)。早期採納者不但具有一定的創新性與擴散
性，也較具有易及性，成為企業容易接觸的特定分眾。但過去文獻顯然較忽
略對分眾族群的需求探索，也低估分眾影響力。
即使部分文獻討論核心客群需求，如 IDEO 發展「傾聽、創造、銷售」的
調查方法，或其他文獻討論焦點團體訪談等(Griffin & Hauser, 1996; Antorini et
al., 2012)，卻經常淪為調查工具應用，極少說明分眾特質，輕忽分眾族群的社
會文化脈絡，也就難以精準掌握特定分眾的行為與思維。例如同樣重視手機照
相功能，過去曾導入設計思考工作坊的國內大廠就以高速瞬間連拍為噱頭，輕
忽年輕女生真正需要的是美肌與自拍廣角等特殊需求，以致看似高科技的創新
卻叫好不叫座。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如何精準掌握分眾特質與關鍵需求，是
當前使用者創新文獻的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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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文獻在近年來亦有不少深究使用者需求之研究。例如，林偉文(2011)
調查教育界如何導入設計思考方法論，並提醒教育工作者應觀察學生主動學習
的參與程度。例如台灣「夢想之鄒」團隊就特別上山了解學生不喜歡閱讀的原
因，並改以繪本與設計教學活動，啟發學生閱讀興趣。另外陳俊良、林耀欽
(2017)探討文創旅店為吸引年輕客群入住，以設計思考方法，善用同理心探索
客戶需求，進而以資通訊互動設計讓年輕旅客可以選擇並入住自己所設計的房
型。還有陳慧娟、何明泉(2012)投入科學博物館研究，調查使用者對策展設計
的驚喜感，以作為後續科學家與設計師重新設計的基礎。不論是教育創新、文
創旅店、或是博物館策展，雖看似以使用者為中心作為創新設計的起點，但卻
未具體描繪分眾行為內涵與需求特質，也未說明需求與創意作法間的連結關
係。
其次是分眾使用經歷被忽略。現有使用者創新文獻的另一項缺憾是忽略分
眾族群的使用經驗。尤其這群早期採納者具有某些意見領袖特質，對創新產品
原有一定的敏感度與判斷力，他們的使用經驗值成為另一項調查重點。雖然社
會形塑論者也強調使用經驗，但卻忽略「分眾」的重要性，以致所分析之使用
經驗仍不夠具體，也缺乏不同分眾之類型探討，限縮創新設計之多元可能性。
相較於過去生產者的創新經驗，分眾族群的使用經驗有以下特色。一是聚
焦使用者心中的比較對象，而不是生產者以為的競爭者。過去生產者之比較對
象，奠定在競爭分析上，例如組織內部優劣勢與外部機會挑戰；或是所謂「五
力分析」，包括生產者與消費者、供應商、競爭者、潛在進入者與替代者間的議
價能力(Porter, 1990)。但這些分析乃是由生產者思維出發，未必是使用者所認
為的較勁對手。例如就女性使用者的拍照需求言，相機的比較對象是手機，而
不是其他品牌相機；美妝的替代品不是其他品牌，而是微整形。因此，洞察使
用者心中的比較對象，尤其是過去的使用經驗，可幫助生產者縮短摸索期，避
免錯誤投資的成本誤置。
二是掌握關鍵主題。使用者需求很多種，從特定分眾過去的使用經驗，可
幫助生產者理解分眾最關注的核心需求，又有何主題特色。例如對智慧型手機
選購，年輕小資女的核心需求是美肌照相與適合追劇的螢幕大小；但時尚型男
的核心需求則是打遊戲的散熱功能、電池續航力與適合放在西裝口袋大小的螢
幕設計。特定分眾的使用經驗值，可以幫助生產者聚焦核心議題，發揮以小搏
大的積極效果。
三是釐清特定分眾的決策依據。使用者對創新產品的偏好特點可能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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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考慮者不同，例如購買智慧錶，喜歡比較的都會商人，他的決策點不僅有
性價比，還有專屬社群的認同感與整體造型。總結來說，特定分眾經驗值可以
幫助生產者看到使用者眼中的比較對象，降低創新盲點；可以提煉關鍵主題，
提高創新焦點；也可以理解使用者的決策依據，幫助生產者重新設計決策參考
點。這也是過去使用者創新文獻較少討論者。
缺口三是創新者的設計邏輯未能有效呈現。過去使用者創新或是社會形塑
相關論述，較少分析設計者的思維邏輯。國內少數學者如蕭瑞麟、許瑋元
(2010)，劉宛婷(2009)投入使用者創新研究，他們調查電腦防毒廠商之新產品開
發過程，強調如何由在地知識找出使用者之獨特痛點，進而找到創新機會。可
惜的是，他們的研究僅專注於使用者痛點整理，未能回答需求痛點與創新亮點
間的關係。鄭家宜(2014)、陳姿靜(2016)則進一步由使用者行為調查新聞媒體
之創新商業模式，並就不同分眾需求歸納整理設計原則；又如陳沛芳(2016)、
陳筱涵(2016)研究餐飲業服務創新如何依據分眾需求差異進行轉型變革；但這
些研究卻未說明分眾的使用經驗有何特色，與設計原則間又有何關連。
總結來說，創新者對精準分眾使用行為之掌握，與由此推導的設計邏輯，
乃至產生最終產品服務之關係，是當前使用者創新文獻與社會形塑論尚未能深
入探討者，也成為本研究起點。以下將說明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步驟，在闡述
本研究發現與貢獻。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查一家媒體公司如何投入分眾調查，以提出創新設計。分析重點
在由精準分眾的使用經驗，提出創新設計的推導過程，因此，以質性研究方法
來發展理論是較為合適的作法。本研究為一項長期追蹤計畫之部分，內容為媒
體創新服務設計上的多樣分眾調查、產品服務設計、與經營模式變革。本研究
著重在單一分眾調查與產品服務設計，以釐清分眾特質、使用經驗、與設計原
則間的連結關係。以下分別說明個案選擇、案例背景、分析架構、資料收集與
資料分析的作法。

一、個案選擇與理論抽樣
本研究以使用者創新論述為基礎，分析企業如何由使用者需求發展創新產
品與服務設計之過程。為符合理論取樣，選取的案例需契合以使用者為中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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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論述(Yin, 1994)。據此，本研究需調查企業如何精準鎖定目標分眾，又如
何調查分眾之使用經驗，以提出創新設計(蕭瑞麟，2017)。本研究選擇《捷運
報》，以下稱《Upaper》，為個案調查對象。雖然《Upaper》已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停刊，但停刊理由乃是和台北捷運公司的合約到期。《Upaper》在停刊前
投入媒體創新研發成果仍值得借鏡，並有以下理論抽樣原則。
第一是成立新聞研發中心，持續創新報紙版面設計與經營模式。
《Upaper》
是聯合報系在 2007 年 3 月 26 日向台北市政府所標購的台北捷運獨家發行媒體，
用意在經營都會年輕族群。在創辦初期，《Upaper》就特別觀察捷運族的搭車行
為，並以 15 分鐘看完報紙的輕薄短小設計定位報紙。
所謂「輕」是指以生活消費和休閒資訊為主，取代傳統綜合性報紙以政治
經濟或社會新聞為頭條的嚴肅感。「薄」乃是不作新聞分析與專題性報導。
《Upaper》重新設計版面為 B4 大小(35.3 公分乘上 50 公分)，僅有原來 A2(42
公分乘上 59.4 公分)版面的三分之二，報紙張數也縮減到 24 版。「短」指 300
字以內短文，且新聞標題必須控制在 12 個字以內，讓人一目了然，並且以圖代
文，方便閱讀。「小」指利基媒體。相對於聯合報曾有百萬發行量的大報風
格，《Upaper》是以六成女性通勤族為主的利基媒體。這群都會新貴關心的是
生活大小事、享樂吃好料、城市微旅行等。這些微小而確切的幸福，才是核心
讀者所需要的新聞。
原因二是邀請使用者參與產品設計。
《Upaper》在創辦之初就規劃一系列專
題，例如「頭版秀自己」、「封面人物換你作」、「健康生活」、「電車男女—見證
你的愛情故事」、「捷運生活大搜索」、「等你放馬來」、「愛情留言版—為你傳
情」、「臺北要更好，等你投書」等。從頭版到留言版，精選讀者投書，轉化為
有趣寫實的新聞內容，實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創新理念。
原因三是持續調查分眾行為與資訊需求。
《Upaper》投入分眾需求調查，並
由此創新媒體報導內容。例如每週二「談彩妝」，提供粉領族打扮秘訣；週四
「享樂趣」企劃科技新知與藝文活動，讓上班族吸收最新趣聞。週五「吃好
料」則是讓準備度過小週末的捷運族可以預先規劃晚上的好料時光。
《Upaper》在經營廣告業務上，也特別由分眾需求思考。第一是讓廣告內
容結合通勤族的生活型態。百貨潮牌、理財投資、3C 消費性電子商品，是通勤
族的消費核心。《Upaper》發展周間固定的廣告主題以結合消費型態。例如，
週二、週四有固定旅遊廣告版面，週五與週六則是房地產與大型展覽廣告。第
二，以新聞連結廣告版面，將商品主題化，藉此提高捷運族的採購決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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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編輯與業務合作企劃專題。《Upaper》推出週二「妝時尚」、週四「享樂
趣」、週五「吃好料」等專題，由編輯部負責採訪，業務部推薦廠牌，連結新聞
與廣告資訊。第四，以「報衣」和報紙「反置」設計，達到類似「廣告頭版」
效果，提高廣告曝光度與接觸率，也巧妙迴避捷運公司限制。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議題。一是調查行動族群的資訊需求。
《Upaper》
閱報率下降，由 40 萬份縮減為近 30 萬份(指 2014~2016 年間)，但競爭對手
《爽報》在同時段卻仍穩定經營，這說明報紙仍是接觸年輕人的主要管道之
一。因此，如何以使用者為中心，有效回應捷運族群或是更廣大行動族群的資
訊需求，以重新設計一份專屬行動族群的報紙，是本研究調查重點。
二是分眾族群的使用經驗調查。行動族群的資訊需求與使用經驗是本研究
調查重點。相較於傳統競爭分析，分眾族群心目中的競爭者，可能和生產者所
認知者極為不同，可以提供生產者全然不同的參考基礎。例如傳統美妝保養品
的競爭者可能是微整形，有線電視的競爭者可能是 Line TV，信用卡的競爭者
可能是行動支付等。因此，調查分眾族群的使用經驗也成為本研究焦點。
三是設計原則提煉。從使用需求到產品服務設計間，究竟有何原則指引，
也是本研究調查重點。設計原則不但可以總結特定分眾行為模式，也是引導跨
部門協作的重要基礎，以有效聚焦產品服務設計內涵。總結來說，本研究擬分
析《Upaper》設計團隊如何調查特定分眾族群的使用經驗，以提出分眾之關鍵
資訊需求，並精鍊設計原則以作為創新媒體服務之基礎。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調查方法，探索《Upaper》如何深入行動族群生活脈
絡，並追蹤《Upaper》設計團隊如何分析比較使用者心目中的重要參考資訊如
《爽報》與其他相關媒體；同時就個案公司《Upaper》的經營模式進行了解。
《Upaper》設計團隊特別採用「人物誌」手法進行分眾族群調查(Pruitt &
Adlin, 2010)。所謂「人物誌」乃是人物描寫。Persona 字源拉丁文，原意是「面
具」，原始運用在戲劇中的角色描寫。簡單來說，就是將一個人放上面具，具體
彰顯行為特質。一個角色要生動靈活，就必須對角色從內到外有完整而詳細的
描述，並凸顯個人特質(personality)，讓角色有靈魂。
學者認為，「人物誌」較傳統市場調查更為生動活潑，有戲劇化、特定化
與具象化功效，並有以下優點(Pruitt & Adlin, 2010)。一是化模糊為具體，有助
於創造更具意義的共同語言。過去設計團隊常會說，「這不是使用者喜歡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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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使用者覺得太貴了，不好用」等語。但事實上，每個人心中的使用
者可能是不同類型的人。例如知名 Adobe 公司就發現，過去他們鎖定繪圖設計
師作為開發修圖(photoshop)或插畫(illustrator)軟體程式的使用者。但因使用者
行為描述不夠具象化，以致不同團隊在開發設計上陷入爭議。後來 Adobe 重新
聚焦在「有創造力的專業工作者」(creative professional)並嘗試整合研發團隊意
見，反而能激盪有意義的對話。因此，越能具體描述人物類型，越有助於研發
團隊精準設計。
二是化侷限為創意，有助於優質決策。人物誌因鎖定特定類型使用者，而
非一般使用者，反而可有效聚焦而能激發創意。過去學者就以「選擇矛盾」說
明過多選擇困境，設計團隊不但浪費時間在多項選擇評估上，且因需要做出最
優決策而陷入不滿意。相對的，有限的選擇反而能心無旁騖聚焦在特定問題
上，較能做出相對滿意決策(Schwartz, 2004)。學者也由此延伸說明人物誌優
點，正在有限決策的創意思考上(Pruitt & Adlin, 2010)。三是化專業為共通語
言，有助跨領域交流。過去研發團隊因熟悉專屬領域知識而容易陷入原有技術
產品或服務思維；但人物誌設計經常需要熟悉市場端的行銷人員或專業設計師
參與，迫使研發人員必須以科普化語言和其他領域溝通，從而在互動過程中，
理解原始產品設計情境和真實使用情境差異。
人物誌是選擇特定的一群人切入研究，本案研究對象是行動族，他們本身
有專屬的職業或社會定位，但同時也是特定資訊需求的愛好者，甚至是創造
者。《Upaper》設計團隊在規劃人物誌時，特別以「資訊需求」為研究主題，並
且將訪談對象依據行為類似性進行歸類整理。因此，人物誌不是指「一個人」
，
而是「一種人」的綜合體。這些人物誌將會扣連到資訊需求內容、傳播載體與
經營模式創新。
本研究特別觀察《Upaper》聚焦使用族群中，是否符合創新擴散理論中
「早期採納者」特質，包括連接不同領域族群的連結者、主動推銷創意構想的
推銷員、與領域專家等。因這群人是接受創新的早期採納者，較願意對創新構
想提出回饋意見，並主動傳播創新服務，而成為本研究鎖定對象。
《Upaper》在行動族群資料收集上，主要有以下作法。一是量化資訊收
集，由台北捷運公司與《Upaper》統計，掌握 200 萬捷運族群分布。根據調
查，搭乘捷運者以 16~39 歲的學生及上班族為主，其中有 63%~65%是女性，六
成以上屬單身人口。另有近一成是外國人，包括來台觀光的自由行人口與交換
學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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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質化資訊收集。
《Upaper》由以下四個指標篩選捷運族群並訪談之。一
是閱報頻率。《Upaper》設計團隊的調查對象必須是看過《Upaper》或競爭對手
《爽報》者，且優先調查每週閱報頻率在 2~3 次以上的捷運族群，其次則是每
週閱報頻率在 1~2 次者。至於從未看過《Upaper》或《爽報》讀者也是調查對
象，以理解在傳統紙媒之外，行動族群的主要資訊取得來源。二是消費實力。
《Upaper》調查對象必須有一定消費實力，主要以月薪在 3.2 萬～5 萬，可支配
所得在 1 萬~2 萬元為主。《Upaper》的重要營收仍是廣告，且以電子產品、化
妝用品等消費性產品為主，年輕族群是廣告主的核心消費客群。因此，
《Upaper》
調查的行動族群也必須有一定消費實力，才能契合《Upaper》在設計營收來源
的重要參考。
三是多螢使用。
《Upaper》調查對象必須具有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或電腦
之使用者，如此方能調查其在紙媒以外的新媒體延伸使用行為。調查內容包括
移動族群在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時的媒體使用行為，以及上班前與到辦公室
後的媒體採用內容，並且摸索出不同載具間的特殊性與相關性。不同載具的資
訊呈現方式，更是調查重點。四是社會影響力。《Upaper》調查對象以具有一定
社群影響力，或參與特定社群活動者，如學生族群中有參與社團活動或線上電
玩社群者；上班族小資女有一定交友圈，如有成立或參與臉書社群（虛擬世
界）， 或 有 參 加 舞 蹈 社 團 、 瑜 伽 、 運 動 、 藝 文 讀 書 會 等 客 層 ( 實 體 世 界 ) 。
《Upaper》調查對象約 100～120 名(以有效調查訪談資料為主)，並鎖定近 30
位讀者進行深度訪談(參見表 1)。
主要訪談內容包括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移動行為與生活脈絡。訪談問
題包括：過去一週在捷運搭乘中，最常做的事情？移動中所關心的資訊內容？
主要上下車地點？這些地點中，有哪些重要活動內容？例如經常去看展覽、看
電影的站點，或吃飯約會的站點等。希望由此探索捷運路線中，有哪些特殊的
關鍵站點，這些「黃金點」中蘊藏那些重要資訊內容或網絡連結。例如喜歡藝
文活動的族群就偏好善導寺站，可以到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看展覽；或
是捷運市府站，到華納影城看電影。
第二類是了解移動族群的思維與資訊需求。包括：主要接收取得資訊的管
道有哪些？常看的媒體資訊有哪些？對《Upaper》與《爽報》或其他相關媒體
有何看法？有哪些喜歡與不喜歡內容？有需求但目前尚未提供的內容有哪些？
這些訪談過程有時未必能一次到位，而必須反覆詢問；甚至對有些關鍵受訪
者，必須來回詢問數次，以取得更成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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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調查方法與受訪人員整理（2015 年 2 月～2016 年 7 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類是專家意見回饋。《Upaper》在人物誌製作後期，同步就人物誌製
作、新聞版面再設計、串媒體實務、營收獲利模式等，訪談幾類專家意見。第
一，資深媒體工作者與高階主管，由專業角度提供反饋意見。次為學生族群，
且有一定社群代表性者，提供反饋意見。第三是本研究預定調查之藝文電影高
階主管，由專業角度提供設計建議。

三、分析架構與步驟
本研究之分析重點在說明企業如何由特定分眾族群需求提煉設計原則。奠
定在過去使用者為中心之理論基礎上，本研究發展出一個分析架構，說明四個
分析構念與步驟(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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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由分眾需求到設計原則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分析特定分眾之行為特質。首先由設計團隊定義場域中的關鍵人
物，找出該場域的核心使用者，並進一步由他們的行為脈絡、資訊需求、與資
訊取得方式等，設定角色，選定核心議題，以彰顯特殊資訊需求類型。
《Upaper》由量化與質化資訊中，初步將人物誌依大台北地區生活型態，整理
為「時尚咖」、「戀人」、「商人」、「慕文青」、「愛玩客」等人物，其中特別鎖
定「慕文青」這個族群，主因是近年台灣大力提倡文創產業發展，尤其科技硬
體服務也正與軟體文創融合，尋求轉型並創新服務體驗價值。因此，
「慕文青」
之需求尤顯重要。「慕文青」這類讀者由近 30 位核心使用者組成。
其次，使用經驗分析。本研究調查設計團隊如何採用雙對偶分析，同時
分析使用者對原有產品服務的使用體驗(Upaper)以及使用者對其他產品的使用
經驗。本研究在資料整理過程中，特別將慕文青的需求區分為核心需求與延
伸需求，核心需求主要是報紙版面設計，延伸需求則是紙媒以外的服務設
計，例如慕文青參與藝文策展或專家講座。核心與延伸需求可以分別獨立存
在，但兩者相加卻能發揮互補綜效，甚至延伸需求還攸關媒體報導形態與傳
播機制，以下將在研究發現章節說明。
第三，提鍊創新設計原則。本研究由分眾族群的雙對偶分析中，取得分眾
客群的媒體使用痛點與比較經驗，進而轉化為創新設計原則，以企劃核心報導
內容與延伸策展體驗設計。較具挑戰為，設計原則提煉並不容易，需反覆討論
實驗，並徵詢媒體專家意見，而有持續修訂之必要。
第四，創新產品服務設計，並取得使用者意見回饋，以再度檢視設計原則
與創新設計之優劣，作為進階優化服務設計之依據。總結來說，本研究分析重
點包括：分眾族群之人物誌設計、使用經驗調查，並由此提煉設計原則，以作
為媒體創新服務設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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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分為五部分呈現，第一部分說明《Upaper》的核心分眾，慕文青
的行為特質與對藝文電影之需求。第二部分說明慕文青對《Upaper》之服務設
計有何痛點，又對其他媒體有何使用經驗。第三部分說明服務設計原則。第四
部分呈現《Upaper》如何由設計原則提出核心服務設計，也就是報紙內容版面
設計。第五部分說明《Upaper》如何由設計原則引導延伸服務設計，亦即電影
策展體驗活動，並說明初步成效與使用意見反饋，以作為持續創新基礎。總結
來說，精準分眾目的在讓分眾行為描述更精準；使用經驗分析，在讓痛點呈現
更明確，而由此提煉之設計原則與服務，方能有效打動使用者。

一、分眾行為特質：慕文青
林文藝是巨蟹座，今年 25 歲，身高 162 公分，體重 51 公斤，外表柔順但頗
有想法，對藝文知識充滿渴望。林文藝碩士畢業後決定到科技公司上班，但她
不改文青本色，堅持留直髮化淡妝，一定要穿素色淡雅的衣服出門，經常穿帆
布鞋上班(參見表 2)。
《Upaper》分析林文藝這類慕文青特別喜歡投入藝文活動，
主要有以下行為特質。行為一，身體力行參與藝文活動。林文藝每到週末就當
起策展解說員，穿梭在華山藝文中心展場間，當個稱職的知識小蜜蜂。這不但
能讓她反覆欣賞經典作品，還能滿足傳播藝文知識的榮譽感。每當參觀民眾認
真聽講並發出崇拜眼神，林文藝就感到無限光榮。
行為二，愛看藝文電影，收集專業情報。林文藝平常最愛做的事，莫過於
看電影了，一周至少看二到三次，而且愛看藝文電影。喜歡的電影就算重複觀
看十遍也不膩，因為每次都能得到不同啟發。她覺得在電影院看片最有感覺，
尤其是藝文電影。例如資深名導侯孝賢在 2015 年得獎大片《刺客聶隱娘》就一
定要在電影院看，才能體驗一幕幕美的像電腦螢幕保護程式的大自然美景。林
文藝原本只想藉影片體驗不同戲劇人生；當電影看得越多，才開始懂得比較拍
攝手法與鏡頭語言，並逐漸產生興趣。例如新生代導演林順家得獎作品《走
棋》描述親子關係，對父親的角色演繹，就刻意以昏黃燈光、不對焦、與父子
對話時不拍攝父親肩膀的手法，提醒讀者父親已經不在的事實。
在看藝文電影前，她必定做足功課，以理解導演想要傳達的故事內涵。搭
乘捷運上班的通勤時間，林文藝會看《Upaper》收集電影情報，或者拿手機上
《觸電網》，關心知名導演動向；偶爾也會上光點台北或佳映娛樂，了解最新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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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電影訊息。有興趣的電影，她會收集影評觀點，並不擔心有「爆雷」或劇
透，因為她認為藝文電影就是需要有人幫忙解讀，不然一定看不懂。而且林文
藝還喜歡跟好友討論劇情，
「以文藝會友」讓她感覺到生命的富裕與熱情。
表 2：慕文青的人物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行為三，手帳筆記，專屬風格設計。看完藝文電影後，林文藝總希望能
留下對藝文電影的感動時刻。林文藝常說：「感覺很重要，留住感動那一瞬間
更重要！」林文藝常在看完電影後，親手繪製手帳本，以豐富顏色、透明貼紙
或紙膠帶等，在格子本裡記載電影中的經典對白。她以插畫繪製劇中人物角色
特點，包括主人翁所穿著的服裝設計、重要物件、經典場景等。林文藝甚至還
會花時間整理心儀導演的創作歷程、代表作品、影評論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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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導演的代表性作品，才能體驗導演的生命歷程，感受電影當中
不為人知的細膩美感。這就好像在和導演進行私密對話，一般外行人
不會知道這種『只有我懂！』的感覺。」
行為四，臉書分享，引經據典。林文藝除了在手帳本裡翔實記錄藝文電影
的創作內容外，她還會在臉書上分享對藝文電影的觀看心得。
「臉書上的分享和手帳本的紀錄是不一樣的。手帳本是私人筆記，但
臉書分享有和藝文同好對話的意思。這時候，一句發人深省的潛台
詞，或是一個經典的表情剪影，就是你和藝文同類對話的角度。這可
以展現個人的藝文風格與文青段數喔。」
一句話、一個角色、一個剪影、一個物件，經常是林文藝在臉書分享藝文
電影的開場白，也是記錄觀看藝文電影心得的重要角落，更是她以文藝會友的
社群部落。

二、慕文青對捷運報與競媒之使用經驗
透過分眾需求調查得知，林文藝首要資訊需求就是看懂藝文電影，因此
對藝文資訊內容的使用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觀影前，積極收集
藝文電影情報，尤其是深入淺出的專業講評，以看懂藝文電影。二是認識藝
文導演作品，從一部作品到一系列創作，如李安或侯孝賢等名導作品，她不
追電影明星而追導演名劇。三是引經據典，專業資訊分享。林文藝看藝文電
影的目的不但在認識作品，更在傳播知識，她經常在觀影後，製作手帳、留
下經典名句、並在 IG 或臉書上分享心得。從林文藝這類慕文青的資訊需求，
《Upaper》進階調查現有報導能否滿足林文藝需求。結果發現這類分眾有以
下使用痛點(參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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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由「慕文青」痛點引導創新服務設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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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一：看不懂藝文作品。林文藝雖然經常看電影，但還是常常看不懂藝
文電影，即使反覆看過很多次也一樣。例如侯孝賢導演的《刺客聶隱娘》，就是
一個不容易消化的電影，林文藝表示：
「我第一次看《刺客聶隱娘》就花了不少時間在釐清人物關係，再重
看會發現很多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細節。例如聶隱娘使用的獸首刀或是
金金兒臉上戴的金面具。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文化物件，就很需要有
專家幫我『腦補』一下！」
林文藝很希望看懂藝文電影，尤其是電影中關鍵物件背後的歷史文化故
事，但是《Upaper》對藝文電影的報導極少，電影資訊多以宣傳新片為主，報
導內容通常只有電影片名、導演、演員、上映日期等簡短敘述，很像電影片商
廣告，且以好萊塢商業大片為主，藝文電影經常只是點綴，更難見專題報導。
除非有台灣導演贏得國際大獎，像是侯孝賢導演以《刺客聶隱娘》在國內外贏
得多項大獎，才有大篇幅報導。
《Upaper》開闢週五電影版，特別和光點台北、佳映娛樂等藝文電影片商
合作，選定 4~5 部藝文電影介紹；雖然已節錄部分藝文電影劇情，簡單介紹導
演、卡司與上映日期，但卻沒有告訴讀者為何要看這五部作品？有何邏輯可
循？《Upaper》似乎只是把片商提供的資料原文照登，未有主題編輯，更沒有
專業觀點或關鍵物件介紹幫讀者看懂電影。週五電影版反而淪為電影廣告專
版。
至於競媒與其他相關媒體報導，也有過猶不及的缺憾。例如《爽報》主
要以報導好萊塢熱門強片或網飛(Netflix)最新熱門影集為主，以追星、趕流行
為報導重點，且經常喜歡設計評比表格，讓讀者覺得新鮮有趣。但是對藝文
電影幾乎少有報導。林文藝說：
「《爽報》最喜歡幫熱門強片打幾顆星了！但是藝文電影只用星星表
示就太淺薄了。我要的是專業情報，例如這部電影得獎原因，故事情
節的看點介紹，或電影中關鍵物件的介紹，我真希望有人能用專業又
輕鬆的方法幫我看懂電影！」
林文藝也會上網看專業影評，但卻經常有失落感。因為像聞天祥與焦雄屏
這類專業影評人的分析方式經常自成一派，在點評過程中運用很多專業術語，
感覺在對「文青」授課，她經常有看沒有懂。林文藝真心希望，有人可以用
「白話文」幫她講解藝文電影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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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二：找不到導演情報。林文藝知道，要進入藝文電影殿堂，就一定要
從認識導演作品開始。一百部電影不但是一百種人生，更是一百個導演的創作
故事。但是《Upaper》並不會用心幫讀者做好功課，這讓林文藝很困擾。林文
藝希望知道這位導演過去拍過哪些電影主題，又在攝影、美術、音樂、文化與
歷史觀呈現上，有何特殊見解。她就曾經因為不熟悉導演表現手法，且對影片
探討的歷史主題陌生，以致對所謂經典名片消化不良。林文藝失落地解釋：
「知名導演柏格曼早期談論宗教的《處女之泉》、《第七封印》，即使
讓人驚嘆影片的藝術成就極高，但因為不了解導演拍攝手法，也不懂
故事背後歷史脈絡，很多地方完全空白看不懂，更不用說和朋友分享
了。」
如果在觀影前可以知道導演的創作歷程，對這部電影的看法，她就能完全
融入電影情節中，也較能提出獨特見解與朋友分享。她一點都不希望看完電影
後，只能在一旁默默聽朋友高談闊論，對於導演的創作故事完全說不上話，那
就太遜色了。但是《Upaper》對導演的報導極少，更沒有幫林文藝整理導演經
典作品特色，「只有報導，沒有文藝」讓林文藝非常失望。
至於其他媒體報導不是過於稀疏就是缺乏系統。林文藝發現《爽報》很少
介紹藝文電影，更遑論導演故事。偶爾邀請知名部落客寫電影評論，也只有短
短 500 字短評，經常只是點到為止。林文藝無奈地說：
「《爽報》以娛樂為主，即使介紹導演，也是介紹好萊塢賣座導演故
事。偶爾邀請知名部落客寫影評，但常常有說等於沒說一樣。例如介
紹《宿怨》這部得獎作品，只說電影氛圍、配樂、鏡頭與演員表現很
特別，不是一般商業恐怖電影；又說《宿怨》和韓國片《哭聲》與
《毒鑰》的套路有些類似。結果我更迷惘了，這下子是不是要看三部
電影才能懂恐怖藝文片。」
《爽報》對藝文報導近乎問道於盲，但林文藝如果往專業電影網站如佳映
娛樂尋找導演作品，也未必有系統性的整理介紹。少數如光點台北有時舉辦導
演系列講座，但得花時間花金錢聽演講，林文藝也未必能抽空參加，反而離藝
文電影越來越遠。顯然，其他媒體或過於疏忽藝文報導，或過於專精藝文講
座，反映現有報導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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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三：記不住經典名句。看完藝文電影後，林文藝最常遇到的另一項困
擾，就是要抓緊時間，快速在手帳本記下經典名句，否則就無法出口成章向藝
文同好介紹電影精彩之處。林文藝常想，
「每部藝文電影應該都有她的藝文賣點，有沒有一些可以遵循的小撇
步或經典名句，幫助我記住電影中的關鍵對白或情節，這樣就能出口
成章，還能累積專業知識！」
林文藝不論看展或看電影，一定帶上自繪手帳本，看完後記下經典名句，
貼上電影票根或和電影看板合照，然後再記錄自己的心得。如果有報紙可以先
幫忙做好功課，就可以讓她有更多時間好好設計手帳內容。對於《Upaper》的
電影版，林文藝也提出期許：
「如果《Upaper》可以把電影版設計的很有藝術感，而且有導演與經
典名句介紹，我就會把它仔細剪貼好，貼在我的手帳本裡。可惜，現
在《Upaper》的報導還是很商業，沒有剪貼價值。」
至於其他媒體對於電影經典名句的整理，則是過於媚俗或說教，也缺乏記
憶脈點。林文藝曾到網路上尋找電影經典名句，發現大部份的電影金句都以好
萊塢強片為主，有網民整理 20 句可以改變人生的經典台詞，都以熱門大片為
主。例如：
「只要有人開燈，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候，仍可找到幸福。」這是《哈
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校長鄧不利多的台詞。又如：
「勇敢的人也許沒辦法
一直活著，但謹慎的人卻不會真正地活過。」這是電影《麻雀變公主》主人翁
的經典台詞。林文藝感嘆地說：
「這些金句雖然也很不錯，但是商業氣息太濃，
總感覺少了點人文內涵。而且重點是，我是要看電影，不是要背金句啊。」
林文藝發現，《爽報》也曾經和博客來共同舉辦文青金句甄選活動，並且
從萬部電影或書籍中海選出 20 句文青名句。例如第一名句「你可能不知道自己
要的是什麼，但是要先知道自己不要什麼。」這是《走在夢想的路上》一書作
者謝哲青的名句。第二名句「有一天，或許你會發現，最感動的不是你完成
了，而是你終於鼓起勇氣開始。」《愛：即使世界不斷讓你失望，也要繼續相信
愛》
，作者 Peter Su 名句。林文藝發現，這些金句整理的共同弱點，就是有金句
缺脈絡。
「就像是國高中生在背歷史、地理課本一樣，記的住、考的好，卻缺
乏情境脈絡，無法產生深刻的記憶點與感動點，背過就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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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經典名句是幫助林文藝看完藝文電影之後的心得記錄，也是與
朋友同好分享的通關密語。
《爽報》或其他媒體幾乎不會在介紹藝文電影時，同
時整理經典名句；其他網路媒體則過於速食或者口味過重，雖用心整理經典名
句，但卻和電影劇情脫節，淪為教科書般的知識整理，反而更缺乏記憶點了。
痛點四：感受不到完整電影體驗旅程。對林文藝來說，看藝文電影就像在
參與一場精采策展，從事前宣傳、事中展演、事後藝文活動延伸都應該是一套
令人感動的體驗旅程，而不僅是單純打發時間或看完電影後拿個小禮物那麼簡
單。林文藝說：
「藝文電影不只是用看的，更要用心感受，用各種方式演繹劇中所要
傳達的觀點，讓人省思，讓人感動，甚至還有教育意涵。以前曾有片
商在電影院放置大型看板，或者在看完電影後送個銅鑼燒、小禮物，
這太商業化了，不太適合藝文電影。」
林文藝常會主動在臉書上分享看電影或看展覽的心得觀點，更喜歡拍上有
意義的照片與社群好友分享。林文藝非常希望藝文電影能有些策展巧思，可以
幫助自己好好展現文青知性的一面。林文藝直言，《Upaper》對電影體驗設計完
全空白，更不懂得善用捷運通路資源，真是太可惜了！
「《Upaper》是最有機會善用捷運通路的媒體啊。今年（2018）初我
就曾經在捷運淡水線最後一個車廂坐到『電影專屬座位』喔，整個車
廂設計完全是電影院包廂 fu（感覺），還有紅色沙發特別座。這是台
北電影節的宣傳活動，雖然有點商業化，但最少是個嘗試。」
林文藝認為，《Upaper》其實可以利用電影專版報導搭配電影策展巧思，
經營一場台北人的藝文盛會，這樣更像是一份融入台北人的生活情報，
「有了獨
家通路，但卻沒有獨到體驗，真是太可惜了！」至於其他媒體的電影體驗活動
也過於商業化，缺乏感動體驗。林文藝發現，
《爽報》經常舉辦電影抽獎活動，
且多在官網或臉書上舉辦，目的在以置入行銷提高點閱率並且幫廠商行銷，商
業氣息過濃。
「這根本談不上電影體驗，只有電影行銷，而且有時候還設了許多取
票門檻，或者要填很多資料，這反而讓人更討厭了。」
林文藝除了看藝文電影外，偶爾會參加電影欣賞講座，例如光點台北所舉
辦的系列藝文講座就是她的最愛之一。這可以幫助她更深刻理解導演的想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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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內涵價值，還可以建立自己的藝文知識寶庫。只是林文藝並沒有太多時間
參加藝文講座，她解釋：
「如果在看完電影後能有簡單體驗，幫助我更加瞭解藝文電影一些，
或者讓我可以拍上更多有意義的照片貼在臉書，其實也就足夠了。太
花時間的講座，反而不容易親近。」
總結來說，林文藝需要的藝文電影體驗是要能留下記憶感動的「輕巧旅
程」，最好能讓他有更多知識或照片或金句可以分享到臉書或社交媒體上。但
《Upaper》或《爽報》最多只有在廠商贊助下贈送觀影者小禮物，或者在網路
上舉辦抽獎活動；有時候邀請電影導演到台灣造勢，也僅限於快閃式媒體宣傳
曝光，無法與觀眾有更多互動。這些藝文電影體驗的設計痛點，如何轉化為創
新內容的設計亮點，將在以下說明。

三、由痛點對比浮現設計原則
《Upaper》研發團隊發現，慕文青看藝文電影最核心的需求乃是對藝文的
感動體驗，具體痛點呈現在看不懂藝文電影、找不到導演情報、記不住經典名
句、感受不到完整藝文體驗旅程。《Upaper》由使用痛點與比較經驗中，清晰描
繪使用者需求，進而提煉設計原則，作為創新媒體設計基礎。整體而言，藝文
電影中的關鍵物件、導演角色、經典名句、體驗旅程，構成藝文體驗之設計核
心。如何化文藝為難忘記憶，才是藝文電影的報導基調。以下說明設計原則之
浮現過程。
設計原則一，代表性物件，藝文知識科普化。對林文藝來說，把難懂的藝
文電影科普化，是最重要的知識需求。但現有媒體報導不是太艱深難懂，就是
太流行商業。《Upaper》研發團隊發現，藝文電影本身蘊含許多意喻深遠的細
節，尤其劇中關鍵物件多有特殊意涵，需要被有系統地解讀，並有深入淺出的
詮釋。
一位光點台北主管分析，藝文電影非常講究物件設計，經常透露特定時代
背景與文化脈絡，還有角色間細膩的情感刻劃。例如新生代台灣導演陳順家拍
攝電影《走棋》，就以「棋盤」這個物件，描述父子間的對弈關係；另一位導演
何旻容拍攝《離枝》描述越南新娘與台灣父子關係，特別以越南小吃如「辣芭
樂」來描述小孩對媽媽味道的懷念。因此，整理藝文電影的代表性物件，傳達
引人入勝的故事，將艱深難懂的內涵轉譯為科普化的描述，就可以加深慕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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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藝文電影的知識。其實林文藝並不需要懂得太多，她只需要知道特定物件背
後的故事，方便和好友介紹就可以了。
設計原則二，關鍵人物，編劇導演作品進化。
《Upaper》研發團隊還發現，
慕文青也特別希望認識藝文電影的導演或編劇。但現有報導不是過於疏忽導演
介紹，就是舉辦耗時間的導演講座，慕文青在沒時間聽講下，只能離得更遠。
導演陳順家就分享，相較於商業大片多以好萊塢明星為宣傳賣點，藝文電影則
相當於導演電影，導演是整部藝術電影靈魂，經常將自己融入電影拍攝細節
中，透過內容傳達專屬情感，並展現獨特敘事風格，充分呈現導演個人藝術價
值觀。
研發團隊分析，例如深受法國藝文界喜愛的台灣導演侯孝賢，被喻為台灣
當代抒情詩人，由三部得獎作品可以看到侯孝賢的導演風格演化。第一部作品
《童年往事》，在 1986 年獲得德國柏林影展國際影評人獎，劇情描寫一個家族
的悲歡離合，片中以父親、母親與祖母的三場死亡儀式，堆疊出主人翁「阿孝
咕」的成長。讓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不得不面對生命來去，最後展現出面臨
生老病死的豁達態度。該部作品由侯孝賢自己旁白，有濃厚的自傳意味。
第二部代表作品《悲情城市》在 1989 年獲得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
金獅獎，故事描述 1945 年台灣剛脫離日本統治重新回到國民政府統治時代。林
姓一家人所發生的故事，忠實紀錄當時台灣人民生活，也反映台灣歷史爭議
「二二八事件」。《悲情城市》成為侯孝賢電影作品的重大轉折，由過去關懷小
人物的生活點滴，擴大到對時代的關懷。第三部作品《聶隱娘》讓侯孝賢在
2015 年獲得法國影展最佳導演獎，也是他首部武俠片。侯孝賢以遠景、長鏡
頭、慢鏡頭的靜態美學，改變大家對傳統武俠片必須快速切換鏡頭，並有緊張
刺激情節的既定印象。法國電影雜誌《Telerama》評論這部影片：「顏色、對
比、光影、服裝都美得驚人，感覺像是有人從 9 世紀的中國親自帶來這份見
證。」法新社則形容這部武俠片節奏如冰河移動般緩慢，但震撼力十足。
設計原則三，畫龍點睛，經典名句脈絡化。
《Upaper》研發團隊發現，一句
經典，往往能精準詮釋整部電影精髓，即使看完電影，名言依舊長存觀眾心
中。不過現有報導對電影金句整理不是過於媚俗商業，就是偏向背誦說教，難
以彰顯藝文電影品味與劇情脈絡。對藝文同好來說，一部電影的靈魂在導演，
而精神則埋藏於經典對白中。針對以上三個內容創新設計原則，任職光點台北
高階主管指出，藝文知識科普化確實是藝文電影的最大經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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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光點藝言堂》就舉辦過系列講座，邀請聞天祥、陳俊蓉老師
等分享電影新浪潮的歷史脈絡與影像幕後實況；但確實較缺乏由使用
者痛點歸納整理設計原則。這三個內容設計原則也很適合應用在講座
規劃與活動設計上。」
專門引進藝術電影的佳映娛樂主管則表示，過去藝文電影主要族群就是
「文青」，較未思考所謂「慕文青」這個族群，這確實會限縮影片介紹的溝通模
式。
「藝文電影經常曲高和寡，但是站在藝文推廣角度，確實需要思考科
普化過程。這三個設計原則是藝文科普化很好的參考點，不過如何與
當代議題做連結，甚至以年輕世代熟悉方式重新詮釋，也是很重要的
思考點。」
設計原則四，服務體驗旅程化。《Upaper》研發團隊反省，看藝文電影不
是在趕場追劇，而在體驗分享；因此，從事前科普化報導解析，事中特殊體
驗，到事後講座知識分享，都應該有獨特體驗旅程設計。尤其應緊扣物件、主
角、金句之設計原則，才能有一致性的體驗加值，有效傳播藝文電影內涵。光
點台北主管分享：
「我們曾經有一部電影在談社區經營，光點台北當時就很想辦露天電
影院，邀請附近鄰居或住在青年旅店的朋友一起欣賞。觀賞後在搭配
小講堂，加上一些有趣的物件設計，創新觀影體驗。這個做法不但可
以讓光點台北與社群結合，也可以逐步發揮光點台北獨特的平台價
值。」
佳映娛樂主管也直言，「藝文電影和商業大片完全不同，與其學習商業大
片的宣傳造勢，不如由小眾開始經營，然後慢慢找到能由小眾引爆大眾的話題
模式。」如何設計一場小型又有型的藝文電影體驗活動，讓慕文青不需花費太
多時間，就能由看藝文電影到體驗藝文內涵，並能與同好分享，進而發揮傳播
擴散效益，是藝文電影在報導之外的延伸性設計。以下說明《Upaper》依據設
計原則所提出之行動方案。

四、成效分析一：紙媒核心設計之原則運用
《Upaper》研發團隊在 2015 年 10 月，以日本備受關注的電影《戀戀銅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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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為例，嘗試由慕文青所提煉之設計原則，重新設計報紙版面。這部電影是
日本知名導演河瀨直美執導的劇情長片，在日本創下三億票房佳績，更榮獲第
68 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閉幕片。此部電影改編自同名小說《戀戀銅鑼
燒》，為日本知名作家多利安助川所作。本部電影以「翻轉人生」為主軸，描述
三個原本不會有任何交集的生命，卻因為甜蜜的紅豆餡而意外相逢。具有 50 年
製作紅豆餡經驗的老奶奶德江，用心熬煮熱騰騰的紅豆餡，並與店長千太郎共
同挽救經營不善的銅鑼燒店。以下分析《Upaper》如何由設計原則引導實驗作
品呈現(參見圖 2)。

圖 2：將三項設計原則融入報導內容與互補廣告，包括物件、人物、金句之應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設計一：以代表性物件，將藝文知識科普化。電影《戀戀銅鑼燒》的關鍵
物件有紅豆、青鳥與櫻花樹，這三個物件也代表三個看點，《Upaper》將物件以
故事呈現，引導讀者探究其深層意涵，希望在報紙版面設計上兼具美感與質感。
物件一，戀上櫻花，代表生命的蛻變。研發團隊發現，櫻花在這部作品中
扮演三種角色，一是日本人的報春使者。在日本境內廣為種植，多達兩百種品
項，每到三、四月吸引各國旅客前往朝聖，同時也代表崇高地位的國花。二是
如雪花紛飛般的凋謝壯烈之情。花開花謝稍縱即逝，櫻花致力於將自己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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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放到最後一刻，就如同電影中女主角德江奶奶的一生，雖然從小就因漢生病
被囚禁在療養院中，卻仍展現對生命的愛戀與強韌，堅持到人生最後一刻。三
是希望的象徵。在電影結局中，男主角千太郎聽到德江奶奶的鼓勵，不再毫無
目標的活著，從小店走出戶外，在壯闊的櫻花林中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即使
遭遇困境，也要抬頭仰望天空；心念一轉，生命就此豁然開朗。
物件二，戀上青鳥，放飛自由。研發團隊分析，《戀戀銅鑼燒》這部電影
裡另一個貫串全劇的物件，是女學生若菜所飼養的金絲雀。若菜家庭貧困，居
住的一般公寓無法飼養寵物。每到夜晚金絲雀總是啾啾的叫，遭到鄰居檢舉。
正當她苦思金絲雀的去留時，德江奶奶答應幫忙照顧，不過最後德江還是將金
絲雀放飛自由，讓牠回歸自然。一直飽受病痛折磨且不受世人諒解的德江、欠
債且對人生感到茫然的千太郎、因家庭貧困無法繼續升學的若菜，他們都如金
絲雀般，困在心靈囚牢中，等待破繭而出。
物件三，戀上紅豆，用心磨人生。研發團隊指出，「最甜蜜的紅豆餡，是
我對生命的眷戀。」電影中這句經典對白正是德江奶奶的心聲。德江製作的紅
豆餡與他人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別人是用機器製作，她則賦予紅豆全新生命，以
手工用心熬煮近 50 年，充分發揮職人精神。《Upaper》在電影情報中，以上述
三個物件帶出電影故事內涵，幫助慕文青有效找到故事脈點，容易融入電影情
節中。
設計二：關鍵人物，編劇導演作品進化。在第二項設計原則應用上，
《Upaper》以代表性作品，報導編劇導演作品進化過程。《戀戀銅鑼燒》導演河
瀨直美在日本有「五感導演」之稱，讓觀眾在看電影當下，恰如其分地感受視
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同時也被譽為後小津安二郎時代，最富有人文
氣息的大師，在法國坎城影展入圍七次。河瀨直美自幼與阿婆走訪奈良周圍深
山樹林，特別的經歷與缺乏父母關愛的傷痛，潛移默化地形塑她日後創作風
格。《Upaper》研發團隊在向藝文界取經後，決定由以下三部作品，呈現導演創
作風格。
作品一《殯之森》，以紀錄片手法拍攝劇情片。河瀨直美以大量的長鏡頭
讓人物直接在畫面中說故事，不多的對白也使觀眾多了可以思考沉靜的空間。
《殯之森》在 2007 年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她實際到養老院裡記錄老人們
的日常生活時光，讓演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演出，沒有刻意鋪排場景，臉上情
感自然生動。緩慢的日常節奏，留下大量空白，也深刻勾勒出老人們最真實的
生活場景。

~40~

中山管理評論

作品二《第二扇窗》，體現人倫生死議題。河瀨直美擅長在空鏡頭與空鏡
頭間，帶出對家族與生死等人生議題。2014 年的作品《第二扇窗》，直接道出
她對生離死別的詮釋。生命無常，但死亡並不是結束，緣起不滅，回憶會與思
念集結成一種能量，持續活在生者心中。所建構的每一段故事，更是一場場人
生審視。
作品三《戀戀銅鑼燒》，描繪自然寫實主義。河瀨直美擅長在大自然環境
中，手持攝影機拍攝生活片段與花草樹木。在她平實舒緩的鏡頭中，深切表達
對大自然的敬仰，將自然風景轉換為電影語言，訴說人際間的細膩情感，而後
放眼自然，人只是一小角色，與萬物相生相息。2015 年的《戀戀銅鑼燒》是河
瀨直美第七次入圍坎城影展，這是首度改編自小說的電影，也是最貼近觀眾的
一部，敘事手法一改以往的艱澀難懂。《Upaper》透過三部代表性作品介紹，讓
慕文青有效理解導演河瀨直美的創作特色，更容易與電影同好產生共同話題，
知性交流。
設計三：畫龍點睛，經典名句脈絡化。在第三項設計原則應用上，
《Upaper》則嘗試將經典名句結合故事情節。《戀戀銅鑼燒》這部電影中的幾句
經典對白，相當能體現電影核心思想。例如，
「即使我們活的理所當然，世人的
不諒解依舊可能會毀了一個人。」「我們生下來就是為了看一看、聽一聽這個世
界，就算沒能成為大人物，也有我們存在的意義。」「熬煮紅豆餡時，我總是會
豎起耳朵，傾聽每一顆紅豆訴說它們的旅行故事，因為我相信世間萬物都有他
們生命的意義，與想對我們說的話。」
這幾句電影經典語錄體現社會邊緣弱勢者，如何面對長期苦難與歧視，依
然保有勇於面對人生的態度，這樣的處世智慧發人深省。只要想起這幾句話，
電影畫面就栩栩如生浮現眼前，讓慕文青有更多與他人分享討論的話題。同時
研發團隊也巧妙將這三個設計原則應用在報紙廣告版面設計上，例如
《Upaper》爭取到巨匠美語贊助實驗報導與體驗活動，就特別邀請幾位在巨匠
美語上課而成功翻轉生命的學員，以金句分享個人故事。
《Upaper》對藝文版面的重新設計，取得不少回饋，作為後續優化與創新
報導基礎。就藝文知識科普化之設計原則，科技公司上班族表示：
「以前在報紙上都只能獲得很簡陋的資訊。沒想到報紙也能設計的這
麼有深度，電影情節中對關鍵物件的介紹讓人難忘。不過這份報導文
字有點多，可能得把報紙帶回家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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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導演作品進化與經典名句脈絡化原則，《Upaper》也獲得以下回饋。電
影愛好者林先生發現：
「以前看電影很容易忽略劇情意涵，只是單純喜歡它的情感描述，現
在看完報導後覺得這部電影更加令人感動了。而且更想看導演的其他
作品。這樣的報導其實可能更適合變成電影介紹單張，放在藝文電影
院前讓觀眾索取。」
《Upaper》的廣告部門則援引藝文電影設計原則，重新設計報紙廣告，讓
整個藝文版面更具整體性。業務部門主管分享：
「以前報紙藝文版廣告常是最新上檔的商業大片，加上抽獎或折扣優
惠。但這次《戀戀銅鑼燒》卻幫助我們思考如何創新報紙廣告設計。
我們決定選擇具有『翻轉人生』意義的巨匠美語為互補廣告，並以小
人物學美語的翻身故事呼應這次的藝文版主題，這樣不但更具整體
感，也為贊助商創造新價值。」
讀者意見回饋進一步幫助《Upaper》深化藝文電影內容設計，部分意見並
轉化為電影策展體驗，例如藝文版變成報紙單張簡介，方便慕文青取閱；劇中
關鍵物件與經典名句結合以強化體驗記憶等。以下將進一步介紹《Upaper》如
何設計體驗策展，以滿足慕文青之延伸性需求，進而有機會改變媒體傳播形態
與創新經營模式。

五、成效分析二：延伸體驗設計
《Upaper》在 2015 年 10 月 15 日於光點台北舉辦《戀戀銅鑼燒》快閃體
驗活動(簡稱《閃戀光點》)，嘗試以體驗旅程化之設計原則，重新設計藝文電
影在觀賞前中後之體驗服務，包括觀影前在虛擬平台上之分眾傳播、觀影後在
戶外實體策展之五感體驗、離場後在虛擬社群進行二度分眾傳播。透過虛實整
合之策展體驗，讓慕文青留下深刻記憶點，並有效達到傳播擴散效益。以下說
明(參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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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現場體驗設計，包括主題曲演奏的聽覺體驗，經典名句的策展視覺，手工
銅鑼燒味覺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影前：由分眾媒體串接小眾媒體。《Upaper》對藝文電影宣傳除重新設
計藝文版面吸引慕文青注意外，也同步在《Upaper》官網及策略聯盟夥伴，光
點台北、佳映娛樂、及合作廠商巨匠美語之官網，同步宣傳電影《戀戀銅鑼
燒》之快閃體驗活動，希望能觸及慕文青之外更多元的分眾族群。《Upaper》主
管分享道：
「《Upaper》本身的藝文族群是慕文青，但光點台北與佳映娛樂的主
要客群是真文青；巨匠美語則以知識性或專業客群為主，這中間有些
差別，但都是對藝文電影有興趣者，可以藉此進一步拓展客群。」
《Upaper》研發團隊說明，不同宣傳管道的呈現方式也會有些許差異，希
望藉此打動特定分眾的心。《Upaper》官網以《閃戀光點》的活動海報為主，搭
配小額抽獎折扣優惠，吸引慕文青以外之其他分眾參與。光點台北官網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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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河瀨直美系列作品為主；佳映娛樂由國際影評角度介紹這部作品；而巨匠
美語則以職人精神與翻轉故事，搭配抽獎活動，鼓勵較少接觸藝文電影的觀眾
前往體驗。多元管道的宣傳機制確實見效，在不到一周宣傳期，成功招喚 80 多
位觀眾擠滿光點台北藝文電影院。
觀影後：由五感設計重現電影原味。《Upaper》在光點台北藝文電影廳外
設計一場別出心裁的快閃活動，搭配現場演唱電影主題曲，讓觀眾一看完表演
邁出電影院時，再感受一次身歷其境的難忘體驗。首先是電影中關鍵物件的策
展轉化。《Upaper》將代表性物件結合電影角色，深化體驗脈點。電影中的「櫻
花林」以大型活動看板呈現，看板上寫著「蛻變」的核心主題，結合表演者化
身為男主角千太郎贈送精緻銅鑼燒(由強調傳統工法的滋養製菓提供)，呈現電
影最後一幕中男主角由角落小店走向人群，在整片櫻花林下叫賣銅鑼燒的經典
場景。
現場並有表演者演唱電影主題曲，有女學生扮演劇中女配角若菜叫賣銅鑼
燒，現場還有鳥籠傳來青鳥的歡叫聲。觀眾彷彿置身電影情節裡，也適時呈現
導演河瀨直美對五感體驗的追求，包括優美的聲音，如電影主題曲、女學生叫
賣聲與鳥叫聲，傳達聽覺體驗；香甜的銅鑼燒，傳達嗅覺、味覺與觸覺體驗；
看板設計傳達視覺體驗。
在電影金句呈現上，《Upaper》在現場以看板設計展現。鳥籠看板上的金
句「自由來自於心靈上的解放」，反映電影中三位主角被桎梏而渴求解放的心
靈。紅豆看板代表人生，在看板上寫著：
「用心熬出生命的味道。」訴說人生就
像紅豆一樣，在生活中需要用心感受，才能如美味紅豆餡般，呈現特殊風味。
櫻花林看板則寫上「蛻變」兩字，代表劇中男主角的勇敢蛻變。將金句結合物
件，也是《Upaper》的策展巧思。總結來說，由關鍵物件連結角色扮演與金句
展示，搭配五感體驗，是這場電影體驗策展的核心思維。體驗服務設計，獲得
不少迴響。經營藝文電影的佳映娛樂發行企劃主管就直言，以體驗策展加深觀
眾的記憶點，較單純致贈一千個義美銅鑼燒來得有意義。
「將電影中的關鍵物件以組合方式做體驗式宣傳，是很不錯的作法。
這次活動有點太趕，如果能在全台首映時就舉辦會更好。常設展型態
也可考慮，例如上映期間都在光點台北策展，這樣也能讓其他觀眾知
道原來光點台北也有上映《戀戀銅鑼燒》。」
光點台北行政主管則認為，有意義的藝文電影可以激發各種多元展演方
式，深化電影意涵。例如可結合滋養的手作紅豆餅古法或是舉辦電影講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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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戀戀銅鑼燒》裡的紅豆餡與台灣老牌名店滋養製菓的製作過
程一模一樣。我們可以邀請滋養在光點台北二樓藝文空間展覽，並利
用週末開設課程，教導大家如何做銅鑼燒。還可以舉辦新生代導演講
座，讓更多人認識藝文電影。」
總結來說，《閃戀光點》的策展設計，確實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藝文電影
體驗，更讓多年投入藝文電影經營者，如光點台北與佳映娛樂等，重新思考藝
文電影的呈現方式與延伸效益，在藝術演繹之外，還有沈澱與教化人心的效
果。
離場後：由社群媒體傳播感動瞬間。實驗策展意外為《Upaper》帶來二次
宣傳效果，許多參與者主動在臉書發表對實驗策展的心得感想，以自己的話語
表達電影內涵，達到多元社群傳播效益。觀眾回家後，於社群媒體發出的反饋
如下：
「不要被生命中的痛楚綁住，而是用溫柔眼光看待每個角落，感受最
純粹的生命力。」
「不該因為不了解害怕，就選擇逃避與視而不見，即便是被邊緣化，
也更應該要勇敢地為自己發聲。」
「所有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並打從心底信念著。」
「想做的事情很多，用心去執行，才會有效果。」
除參加觀眾主動在社群臉書分享外，《Upaper》也在策展後規劃不同類型
傳播機制。一是紙媒報導，
《戀戀銅鑼燒》策展體驗活動在隔天也有紙媒露出，
但限於截稿時間在晚上七點，時逢體驗活動開始，因此僅有小篇幅版面呈現。
《Upaper》事後也提出檢討，建議未來可以更豐富的圖文介紹整理觀眾回應，
達到電影二次宣傳效果。二是七分鐘策展體驗短片，並連結到 YouTube 與其他
藝文媒體臉書，讓更多人感受策展價值。不過也有觀眾反映七分鐘時間過長，
可以剪輯為三分鐘以內的體驗宣傳短片。三是參加者的臉書貼文，以親身參與
見證行銷《戀戀銅鑼燒》
。
延伸性的藝文電影策展活動不但讓慕文青留下深刻印象，對藝文電影有更
多詮釋，也豐富《Upaper》報導型態與多元傳播機制，甚至有機會進一步創新
媒體營收模式，這部份將在實務意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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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善變的使用者是當前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與時俱進，聚焦特定分眾
以有效滿足需求，成為企業能否持續成長獲利關鍵，也是未來學術界的重要研
究方向。本文特別由精準分眾的使用經驗提煉設計原則，這樣的研究任務是理
解創新者如何由早期採納者身上取得關鍵資訊，以提高設計價值，縮短學習曲
線。於學理上，本研究提出「分眾」的重要性，強調掌握分眾需求不只要聽其
言，更要觀其行，尤其是使用行為，以從分眾經驗值中掌握核心需求。在實務
上，本研究說明企業如何投入使用者創新研發，尤其是人物誌精準設計之價
值，以協助企業建立具體可行之研發制度。最後，本文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探
索方向。

一、理論意涵
本研究分析精準分眾需求的方式，可豐富對使用者創新論述之理解。本文
由分眾行為，闡釋使用者創新過程的三個新觀念：精準分眾、使用行為、設計
原則，以下說明之。
鎖定精準分眾，非一般使用者：過去使用者創新文獻或社會建構論述對使
用者的描繪不是過於大眾模糊，就是偏於小眾獨特，難以貼近企業核心客群需
求。以使用者為中心之論述強調要傾聽使用者的聲音 (Hargadon & Sutton, 1997;
Brown, 2009)。但此文獻卻未說明是哪一類型的使用者，他們對特定產品或服
務之使用行為又有何特色，從而有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設計缺憾。至於使用
者創新文獻強調邀請「領先使用者」參與創新，但這群領先使用者並不容易接
觸(Schultz & Hatch, 2003)；有時，這群「極端」用戶的先見之明也可能出現過
度設計，不易商品化，甚至淪為小眾市場，不易貼近使用者需求。
本研究提出精準分眾的重要性。相較於領先使用者走在潮流之前，或一般
大眾落在潮流之後，本研究提出「分眾」乃是傳播擴散理論中的「早期採納
者」，介於領先使用者與一般大眾之間；他們可能是連結者、推銷員，或是特定
領域專家，經常能有效解譯發明者或意見領袖的創新構想，而成為創新擴散之
重要推手(Rogers, 1995)。
「分眾」不但具有族群代表性，也有意見領袖特質，具備一定專業判斷能
力，也較領先使用者容易接近。精準分眾，可以幫助企業聚焦在特定主題上，
並且可由分眾具體行為描述，梳理分眾需求的完整脈絡。例如本研究由捷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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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族的人口統計與質性訪談，聚焦在「慕文青」此特定分眾，並提出「看藝文
電影」的核心主題，進而觀察整理慕文青看電影的特殊行為，包括看電影前的
專業影評介紹、電影物件解讀、了解主要編導的拍攝手法與創作進程；看電影
後以專屬手帳本記錄觀影心得，並在臉書社群分享藝文知識等。精準分眾可以
幫助企業聚焦研發主題、釐清產品或服務的需求脈絡，進而可避免過度設計或
設計不足之缺憾。分眾越精準，研發越到位。這是本研究對使用者創新文獻提
出的第一項學理貢獻。
分眾使用行為，非一般意見調查：在精準分眾之後，更要精準分辨其需求
內涵。本研究發現，分眾需求之釐清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尤其是對特
定產品服務之使用行為。經濟學家早已提出，人類的行為不一定是理性的，經
常說一套，做一套；與其聽使用者說了什麼，不如細心觀察他們做了什麼。
分眾之使用行為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目標產品服務之使用行為，也就是
本研究個案《Upaper》的使用行為；一是對其他相關產品的使用行為，包括
《Upaper》的競爭對手《爽報》與其他慕文青經常取用的藝文資訊，如光點台
北與佳映娛樂之藝文報導等。這較過去以使用者為中心之創新學派僅傾聽使用
者說了什麼，或以焦點訪談問使用者做了什麼，更具有參考價值。
首先是顯性需求的呈現。對目標產品的使用行為，可以具體呈現分眾好
惡，慕文青特別關注《Upaper》對藝文電影報導，並提出對藝文電影資訊貧乏
的不滿。但若要更精準釐清分眾需求，設計者就必須主動提供或進階詢問其他
具體參考點，幫助分眾思考其他可行或不可行的服務設計。這是隱性需求的浮
現。提出具有比較價值的參考點，尤其是分眾對其他相關產品服務的使用行
為，可以幫助研發人員擷取分眾更隱而未顯的特殊需求。例如，本研究提出，
慕文青不只有藝文報導的取用需求，還有身歷其境的藝文體驗需求；對藝文資
訊的取用是顯性知識，對藝文體驗則是隱性感受，兩者有層次上的差異，也是
多數研發設計容易忽略的需求探索過程。
聽其言，觀其行，洞察其心，是本研究對使用者創新文獻提出的第二項貢
獻。聽其言，可以收集表面證據；觀其行，可以看到顯性需求；洞察其心，必
須深入隱性需求。而這個探索過程，必須由分眾的使用行為著手，由對目標產
品的使用需求與其他產品的比較差異中，取得使用者更深層的痛點，這是設計
者能否打動目標客群的基礎。
設計原則的邏輯性，非空泛概論性：精準分眾與使用需求的分析，是本研
究提出的核心貢獻；此外，本研究提出從需求到產品服務之間，存在具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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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原則，以引導研發人員提出合理設計。過去以使用者為中心之論述，曾
提出創意設計的功能性原則。例如 IDEO 設計公司提出知名的腦力激盪七大法
則，拒絕判斷、鼓勵野性想法、用加法取代減法、聚焦在主題上、讓創意具象
化、一次一句對話、設定高目標創意發想數值等。但這些設計法則僅是激發創
意的環境設計，和產品服務之使用情境並無關連。
也有文獻聚焦在產品設計原則，例如由功能基礎或需求基礎訂定客製化顧
客旅程，提供漸進式改良原則等(Randall et al., 2005)。還有研究聚焦在服務設計
原則上，例如「讓使用者參與」之服務原則，可提高控制感與滿意度；
「將快樂
的流程分階，將痛苦的流程合併」服務原則，前者可延長樂感，後者可縮短痛
感(Chase, 2004)。例如排隊等候登機時間，等候線的安排可以縮短等候的痛苦
時間。又如「完美落幕」之服務原則，以健身為例，即使前半段的基礎培訓很
枯燥乏味，只要最後讓使用者嚐到健身的甜頭與成就感，就是有效服務。
這些設計原則雖有一定參考價值，也有其應用情境，但卻無法和使用者的
核心需求與痛點有效連結，更無法提供設計人員合理設計的基礎。從需求痛點
到設計亮點間，需有言之成理的推理邏輯與因果關連，才能讓設計人員有所依
循，提出真正貼近人心的合理設計。本研究由慕文青的使用經驗中，提出代表
性物件，將藝文知識科普化原則；關鍵人物，編劇導演作品進化原則；畫龍點
睛，經典名句脈絡化原則；服務體驗旅程化，串接觀影前中後原則。這四項原
則和分眾需求緊密扣合，且相當具體可行，容易讓設計者有所遵循。精準分眾
的精準設計較之「小眾」之過度設計，或較之「大眾」的失焦設計，更能提出
有效之合理設計。
精準分眾、使用經驗、與設計原則，是本研究對以使用者為中心之創新文
獻提出的三項學理貢獻。三者相互連動且有前後關係，分眾不夠精準，就無法
有效取得有價值的使用經驗，進而也就難以精準提煉設計原則，遑論能有打動
人心的產品服務設計。這三個面向也點出創新研發的三個重要場域，精準分眾
是特定客群的生活場域，使用經驗是分眾演繹的情緒場域，設計原則是創新者
的設計場域。生活場域的精準寫實，將決定分眾如何出場，劇照如何呈現；情
緒場域的高潮起伏，可以有效演繹分眾使用經驗中的愛恨情仇，忠實反映使用
痛點；設計場域則能有效傳達從分眾劇場到產品服務賣場的賣點設計與邏輯脈
動。創新設計能否打動使用者的心，就像一齣好戲，從劇照、劇情、到劇終能
否接拍續集，都需要一套精心設計的劇本，而這也是當前設計思考積極倡議以
人物誌為設計起點的原意。只是，現有以使用者為中心之文獻雖分析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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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夠精準，也少有分眾；有痛點調查，卻未洞察使用經驗；有設計原則，卻
缺乏因果邏輯。本研究補足以使用者為中心之創新文獻缺憾，並對實務有所貢
獻。

二、實務意涵
分眾創新對企業的應用可以分為三個方向討論。第一，單一分眾推導設計
原則，以創新產品服務。第二，由單一分眾到多分眾的創新推廣機制。第三，
由分眾設計引導企業經營模式變革。以下由媒體產業之創新實務說明之。
第一，分眾設計：需追求一致性、延續性與豐富性。本文指出，企業可以
學習由分眾需求中精鍊設計原則，以提高產品與服務創新之可行性。設計原則
有以下作用。作用一，一致性。創新研發經常需要跨領域、跨部門協作，例如
本研究個案《Upaper》就需要研發部門、編輯部、網路數位、行銷業務等跨部
門合作，若無清楚設計原則引導，恐出現分眾需求各自解讀，而使得研發難有
精準對話與共識基礎。過去設計思考工作坊雖重視使用者需求，也提倡創意發
想原則，但卻未直指需求解讀的原則性，顯然忽略創新研發可能有不一致解讀
的致命缺陷。
作用二是延續性。設計原則的提煉對研發計畫的有效延續也扮演關鍵角
色。組織人員的流動、計畫的分階段執行、或進階設計改良，都需要奠定在原
有的設計基礎上。設計原則可以扮演研發創新的指南針，提高延續性。顯然，
過去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相關文獻亦忽略創新延續性的原則指引。
作用三是豐富性。本研究由「慕文青」看藝文電影需求，提煉藝文知識科
普化、編劇導演作品進化、經典名句脈絡化、服務體驗旅程化，總結為體驗感
受之創新原則，由此作為創新報紙設計基礎。在未來，隨著更多人物誌類型提
出，設計原則提煉也將更為豐富而有交互應用可能性。例如知識科普化原則也
適合應用在「愛玩客」等旅遊族群上，以該族群容易理解的語言及呈現方式，
豐富創新內容。又如服務體驗旅程化原則也可應用在「戀人」戀情升溫的報導
設計中。例如戀人在用餐前如何有得體穿搭，用餐中如何有適度浪漫回應，用
餐後如何延續好感度，都是體驗旅程化之示範。
第二，跨分眾設計：創新服務需思考分眾、分階、分流擴散。本研究由
《戀戀銅鑼燒》之串媒體實驗發現，類似藝文電影這類專業情報，必須經過特
殊解譯，才能逐漸由專業文青社群擴散到慕文青與一般大眾。事前以平面媒體
和特定藝文網路媒體，讓慕文青對特定藝文電影主題產生興趣，這是媒體以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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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科普化進行一度資訊解譯；事中以電影體驗活動讓慕文青感動，這是以策展
活動進行二度解譯；事後善用慕文青主動抒發感想並發佈網路貼文，傳遞給親
朋好友，達到三度解譯效果。換句話說，在串媒體實驗過程中，也在進行專業
知識的轉化解譯；透過不同載體、不同語言傳達，就有機會更精準地與不同目
標族群溝通對話，讓創新設計有效擴散。
過去傳統新聞媒體習慣單點傳播，由報紙、網路、或手機等不同載體進行
分版或同步傳播；但卻未能由媒體串接角度，思考如何善用不同媒體特性，達
到創新知識擴散之具體效益。本研究提出，分眾傳播不但有不同族群內容需求
差異性，如慕文青，真文青，一般大眾；還有創新傳播階段性，與傳播載體分
流特性，如平面報紙、電子網路、實體策展、社群媒體在不同階段的創新應
用，背後正是生產者與使用者間的多元對話。這對未來媒體之數位匯流與虛實
整合服務，提供參考借鏡。
第三，分眾引導經營模式變革：從有形收益到無形資產。分眾設計不僅對
創新產品服務有幫助，對企業經營模式也將產生本質變化。以本個案為例，過
去新聞媒體在傳播藝文電影時，多是被動報導由電影發行公司所提供的傳播資
訊，偶有配合的促銷折扣或電影欣賞活動，並未將藝文電影作為重要生活情報
來源。但本研究發現，藝文電影深富知識情報價值，包括電影導演編劇特色、
作品故事、創作手法等，是慕文青乃至一般大眾有興趣的題材。因此，新聞媒
體若能在電影開播前，就能精心設計一系列的特色議題報導，結合電影體驗活
動，爭取相關贊助方案，就可以由議題發酵角度，讓好的電影作品成為感動人
心的另類文化運動。
過去，新聞媒體多站在被動報導角度，位居專業知識傳播價值鏈的末端；
未來則應由議題設計角度，站在價值鏈前端，主動設計一系列的傳播擴散機
制，並在不同階段導入贊助活動等合作夥伴。由此，新聞媒體的營收機制就有
機會產生突破性變革，由過去單純以廣告為核心收益，轉為以專案設計、行銷
策展、與串媒體顧問服務等多元營收。
除新聞媒體產業外，本研究也擬對有意成立服務創新研發中心之企業做出
貢獻。本研究倡議由分眾使用者出發，以具體的人物誌設計步驟，釐清核心分
眾需求；並由此推導精準設計原則，作為服務設計重要引導。總結來說，服務
創新的核心乃是使用者，而且是特定分眾類型的使用者；企業必須跳脫過去以
生產者為中心的設計思維，尤其是技術本位的功能價值，才能有創新商模價值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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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奠定在使用者為中心之學理基礎，並提出三項貢獻。一是提出精準
分眾之重要性，並由早期採納者觀點說明分眾需求的特殊價值。二是提出分眾
使用經驗之深層內涵，幫助生產者重新聚焦設計特色。三是提出設計原則，以
有效轉化分眾需求為創新設計指引。然而上述貢獻仍須考量相關限制，主要有
以下討論。
第一是其他代表性分眾需求調查與設計原則提煉。《Upaper》發行主要鎖
定大台北地區高達 200 萬以上的通勤族群，除慕文青之外，還有女性族群、商
務族群、學生族群等。針對不同族群人物誌之需求洞察，未來需要進一步釐
清，以豐富媒體創新設計內容，並強化串媒體服務之創新機制。尤其，隨著人
口統計變化與市場趨勢改變，媒體也應持續深耕分眾族群的人物誌製作，以貼
近行動族群生活步調。
第二是機構制約的回應研究。《Upaper》雖取得台北捷運公司的獨家通
路，但卻遭遇不小限制，包括頭版不得刊登廣告、不得刊登煙酒廣告、每週固
定則數的市政報導、通路侷限於捷運站內、高額投標金等。相較於《爽報》不
需負擔投標金，且可自由發送多種通路，報導內容亦較具彈性；《Upaper》反而
顯得處處制肘，難以伸展。面對這些限制，《Upaper》如何有效回應機構制約，
以力求創新，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第三是開放資源流動的商業模式設計。相較於傳統報紙乃是以廣告及訂閱
等機制收費，在新聞免費的時代趨勢下，媒體必須重新設計商業模式。近年商
業界倡議「羊毛出在狗身上，找豬買單」的創新商模思維，便是在重新定位傳
統買方與賣方的對價交易模式，另由第三方付費思維，重新設計交易機制。而
這也是未來媒體需進一步思考的創新作為。如何由策略合作夥伴身上取得所需
資源，並給予對方或多方所需資源，進而重新設計互動機制與商業模式，是另
一道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陸、結論
「需求為創新之母」，創新必須打動人心，切中需求，是企業早已知道的
事。不過近代學者卻提醒，顧客往往不只想要產品本身，更想要產品的效用，
亦即產品為他做的事，幫他帶來的價值(Drucker, 1985; von Hippel, 198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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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多數企業並未察覺，自己引以為豪的創新產品，其實對使用者來說，並不
好用，也無太多價值。現實上，使用者善變是常態，企業如何掌握使用者善變
的心，洞察隱而未顯的需求，才是當務之急。
唐太宗曾謂：「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
鏡，可以知興替。」唐太宗有三面鏡子，終能自省、自知、自明，而能開創大
唐盛世。本研究則提出，企業若以自己過去的產品服務為鏡，只能看到使用者
的顯性痛點；以使用者過去的使用經驗為鏡，則能透過反覆對比，看到隱性而
深層的痛點；若能由痛點提煉設計原則，則有機會舉一反三，創新產品、服務
與經營模式。
這三面鏡子裡的主角不是創新者，而是使用者，且是具有影響力的特定分
眾。當分眾設定越精準，取用經驗值就越明確，進而能有效提煉設計原則。設
計原則的妙用不但在打動分眾，撼動設計者，更在傳動影響其他使用族群。當
設計者能借助分眾力量打動其他族群的心，就能達到創新產品服務的擴散效
益。由精準分眾提煉精準設計原則，正是創新者以小搏大的槓桿設計。所謂分
眾，乃是分而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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