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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個良好互動之溝通環境對於設計團隊運作為其一必需條件，隨著網際網路的高度發展以及國際化
社會發展，虛擬遠距離的工作環境能反應社會變遷、多元快速的需求，人員與科技之資源共享更是未來
的趨勢，如何讓遠距溝通之訊息更為精準，亦或透過何種溝通模式達到其效果。成為本研究能做為未來
遠距離設計溝通之參考。本研究經由資料分析、文獻探討納出結論，未來設計溝通的趨勢如下：(1)產品
的八大策略中差異化策略、區隔化策略、專精化策略、高級化策略這，是與設計較有關係。(2)產品設計
流程中，確認需求、概念發展、具體化等三個階段對設計溝通較為注重的。(3)不同設計策略在不同設計
流程所運用的設計溝通也不盡相同，顯示此三者之關係息息相關，在此方面將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關鍵詞：產品設計策略、產品設計流程、設計溝通。
進行。(江潤華，2009)

1.前言

傳統設計師透過口傳、草圖、印刷表現各階段
研究背景與動機

的設計風貌，設計電腦化後，運用電腦輔助設計快

一個良好互動之溝通環境對於設計團隊運作

速地將設計構想轉換至完成狀態，其方便性讓設計

為其一必需條件，隨著網際網路的高度發展以及國

師有機會去加強操控以往較難掌握的人工、時間與

際化社會發展，虛擬遠距離的工作環境能反應社會

成本，資訊科技發展至今個人電腦結合網路，創造

變遷、多元快速的需求，人員與科技之資源共享更

出更多新的溝通方式，團隊間的合作也藉由運用適

是未來的趨勢，如何讓遠距溝通之訊息更為精準，

當的傳播工具更加快速且容易。因為溝通，意見得

亦或透過何種溝通模式達到其效果。成為本研究能

以交流，概念得以成形，乃至於創意、發明與設計

做為未來遠距離設計溝通之參考。

皆得以產出，對個人而言溝通用於了解對方及使對

1.1

方了解自己，對團隊組織而言溝通能確保團隊目標

而以團隊進行企業活動，為企業組織進行專案

之認同、及行動方向的一致。

任務的必要作法之一，能避免高風險之決策，同時
又能在短時間凝聚共識，尋求最佳可行方案，許多

溝通模式至少可分線性、三角、與要徑系統三

組織亦運用團隊合作方式提升成員間互動，藉以提

種，其進行形式尚可分正式及非正式，其進行方向

高組織創新能力(Mohrman, Cohen, & Mohrman,

亦可分下對上、上對下、雙向或平行等方式，不同

1995)。大多數的公司團隊會經由設計策略後進行

的溝通網絡可能適用於不同情況及問題，其效率與

規劃，讓其設計策略能夠藉由設計取得獨特的市場

合作方式也會因此不同。(鄧成連、張文德，2002)

競爭利基。Amabile (1988, 1997)指出，影響團隊創

在大環境的全球化、資源共享化的趨勢下以及網路

造力之因素，包含：創新動力、資源和領導方式，

科技日益成熟，近距離的溝通不再是唯一的溝通方

但如果沒有完善的溝通平台，團隊合作將無法順利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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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在不同的設計策略及設計流

多角化策略

是指企業往不同性質的產品方向發
展。

高級化策略

是指推出以高級的、精緻的、感性的
產品。

程中，使用溝通模式的先期研究，期望透過此初探
性研究，發現不同的溝通模式可以提升在設計策略
及設計流程中的溝通效率及縮短開發時程。
1.2

2.1.1 產品設計策略

研究目的

所謂的產品設計策略就是指一個產品應從那

(1) 分析產品設計開發策略

些方面努力才能使產品有特色，在市場上具有競爭

(2) 探討工業設計開發流程與策略之關係

力。但是事實上，要一件產品有特色是很容易的，

(3) 發掘設計策略、流程利用設計溝通的機會

但是要使這特色受人們的喜歡，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2.文獻探討

因此對設計策略的探討是非常重要的。

2.1 設計策略

一般而言，產品可採取之設計策略，可從技術

“策略”對於公司而言，可視為決定公司存亡成

改變 程度(Technology Involved) 、 行銷 市場 範圍

敗的重要競爭工具，因此大多數的規劃都會經過策

(Market Ranges)、改變之內容(Contents of Change)

略後進行規劃，而設計能協助策略的發展，讓其策

三方面來看 Chang, W (1993)，如果每個設計守隊

略能夠藉由設計取得獨特的市場競爭利基。

以一符號代替如表 2，一個公司對某一產品之設計

而設計策略隨著不同的公司及團隊，也會有不

策略將可以是這些手段之某種組合，如

同的形成因素與需求，戴國良(1986)在「現代管理

T3-M2-C5(及採用小幅創新之技術，銷售於新利基

雜誌」中提到產品的八大策略，如表 1，從表中發

市場，在功能、使用方式、造型和價格方面都作改

現許多策略與設計並無直接關係，如代理化策略，

變)或 T1-M1-C3(即以現有之技術，銷售於現有市

只要從別人處拿到產品來賣，並不需要自己進行產

場，在造型方面作改變)。張文智 (1998)

品開發，多角化策略和垂直整合化策略，也可以併

表 2 產品設計策略之組合型態 資料來源：張文智，(1998)

購他人之企業之方式得到現成的產品，設計策略並

產品設計策略之組合型態
T1 Adoption of existing
technology (採用現有技術)
T2 Adaptation of existing
technology (調度現有技術)
Technology Involved
(技術改變程度)
T3 Slightly innovation technology
(低度創新技術)
T4 Hightly innovation technology
(高度創新技術)
M1 The firm’s current market
(公司現有市場)
M2 New niche in the current
market (現有市場新利基)
Market Ranges
(行銷市場範圍)
M3 New market to the firm (公司
之新市場)
M4 New new market
(新興市場)
C1 Change in function
(功能改變)
C2 Change in use
(使用改變)
C3 Change in style
Contents of Change
(形態改變)
(改變之內容)
C4 Change in cost
(成本改變)
C5 Combination of above (上述
改變之組合)

在此情況下，則不顯得重要，所以設計策略並非想
等產品策略。張文智 (1998)
表 1 產品的八大策略 資料來源：戴國良，(1986)

差異化策略

a.功能差異，是指其功能的變化而言；
b.設計差異，是指商品設計型態上的
變化而言；
c.材料差異，是指產品材料或零件使
用上的變化而言；
d.服務差異，是指服務的完善與完美
程度而言。

區隔化策略

是指依據消費者的性別、年齡、所得
水準、教育程度、個性類型、價值觀、
消費觀、身分地位等變數加以組合成
大市場中的區隔化市場。

水平整合化策略

是指企業將類似的產品全盤地加以逐
步開發推出市場而言。

專精化策略

是指企業對產品力求專業與統一，亦
即集中所有資源與力量傾注於專業產
品的發展與創新。

垂直整合化策略

是指企業產品發展結合了上、中、下
游的發展而言。

代理化策略

是指企業自國外獲得名牌產品的總代
理權而言。

第四十二卷 第一期 2014 年 6 月

在諸多的設計策略中，公司或團隊會隨著不同
的需求及因素來決定設計策略，之後再根據所決定
的設計策略來規畫後續的相關設計流程。
8

工業設計 130

創意以及發現盲點，但當團員中的背景知識都不盡

2.2 產品設計流程

相同時，如何將你的思維有效的與他人分享就顯得

工業設計是一種「程序導向」
﹙process-oriented﹚

十分重要，有效的溝通模式能讓團隊發揮到最大的

的創造活動﹙陳文印，1997﹚，是連續不斷的創造

成果，而在溝通的過程中也能讓團隊了解共同的目

活動過程。而工業設計開發流程，其可分為確認需

標，進而發揮最佳的效率。

求、研究分析、概念發展、具體化及實現生產等五

2.3 設計溝通

個階段，並詳細說明每個階段的起始點、主要工作
及結束條件的內容(樊耀宗，2001)。

在設計溝通中，設計工作者於設計過程中會利
用各種方式來表達他們所想表達的想法，而這些方

表 3 工業設計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樊耀宗，(2001)

0 確認需求

起始點

發生設計需求

式他們將設計概念轉化為具體化結果，藉此於他人

主要工作

了解客戶設計需求、訂定工
作進度、簽訂合約

分享自己的想法進而溝通。即便設計工作者是與不

結束條件

簽訂合約或擬定工作進度

同背景、不同專業的人員溝通，只要能有效的使用

設計要求檢討(Requirement reviews)

1 研究分析

起始點

蒐集相關資料

主要工作

市場、競爭產品、造形、人
因等各類研究、研擬設計
規範

結束條件

確定設計規範

工具(如文件、圖面、照片、模型、實際物品等)，
亦可獲得良好的溝通效果。
Maher(2000)等將這些設計溝通所使用到的視
覺資訊分類為：文字、圖片、手繪圖、電腦圖面、

初步檢討(Preliminary reviews)

2 概念發展

起始點

開始繪製草圖

主要工作

構想草圖或草模、內部討
論、提案篩選會議

結束條件

選定一個或數個方向

實體模型、電腦模擬模型、動畫等。 (江潤華，2009)。
Knight (1999)將衝突定義為兩方面，即情緒衝突與
任務衝突，其中，情緒衝突係指團隊成員因人際的
不調和所產生的衝突行為，包括：發怒、挫折、與

設計期中檢討(Intermediate reviews)
起始點
3 具體化

主要工作
結束條件

其他負面情緒特徵，在面對面溝通中較易發生

對提案做修正或精練.

(Eisenhardt, Kahwajy, & Bourgeois, 1997)，任務衝突

3D 模擬、設計發展、細部
設計、尺寸圖、外觀模型
工設圖面或模型移交
(設計凍結)

則是指團隊成員在工作程序方面無法達成共識，包
括：不同意或不認同工作內容、目標、程序等所產

最後設計檢討(Final design reviews)

4 實現生產

起始點

進行與生產直接相關之活動

主要工作

機構/ 結構設計、CAD/CAM
模具設計、生產計劃

結束條件

付諸生產

生的不一致。
過去，一些實證研究發現，情感性衝突對於團
隊的任務績效、生產力與滿足感呈現負相關
(Sarason, 1984)；Amason (1994)也認為，情感衝突

設計要求檢討(Requirement reviews)

產品開發流程通常都是非線性的，有些步驟是

對於決策品質與承諾有不利影響，事實上，根據

可重疊、可重覆、可循環(如探索>>選擇>>修正)

Shah (2001)的調查，有百分之三十的設計師在從事

之反覆的過程(陳文印，1997)。而在設計流程中，

設計工作時，不喜歡和其他人面對面溝通，在進行

需要與客戶進行溝通，過程中除了概念的傳達，外

草圖構想發展時，更高達四成，情感性衝突所引發

觀造形調整也是不可或缺的。而概念想法較為抽象，

的焦慮經常會導致認知的干的人希望能單獨、安靜

需要利用圖像、情境來進行溝通，外觀造形更是無

地工作，導致上述結果的原因，在於情感性衝突所

法以口頭敘述進行修改，傳統是立即手繪草圖或是

產生的敵意，使團隊成員不再願意分享與傾聽其他

需要待下次討論提案時再進行修改，較難能夠立即

成員所提出的想法或資訊，由於，浪費時間與精神

提供反應跟回饋，往往在此浪費了不少時間，進而

解決衝突行為，反而影響了任務的進行；此外擾，

拉長設計時程。

使得成員在運用相關資訊去解決問題上發生困難
(蔡靜婷，2000)。

在設計流程中，需要多人進行討論，藉此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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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減損創意想法之產生(Shalley, 1995)。

相對的，任務性衝突就較有建設性，Eisenhardt
(1997)指出，高績效的公司相較於低績效的公司，

因此，團隊間高度之互動有可能在未善用個人

其管理團隊有較多任務性衝突的發生，Amason

思考以專業能力解決問題之前，就被共識下之意見

(1994)在高階管理團隊的研究也發現，任務性衝突

所取代，此類解決方案通常是可行，但卻缺乏創意。

對決策品質有正面影響；這是因為任務性衝突有助

另外一個因過多溝通而損害團隊創造力的因素，在

於團隊成員針對問題提出不同的想法與觀點、助長

於團隊成員過於沉醉於創新議題之討論，而忽略對

新資訊的聚集、並對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及瞭解，

於問題之了解，因而曲解創意之價值，如此的結果，

最後提出具替代性的解決方案(蔡靜婷，2000)。另

容易造成思考之深度尚未到達可評價之程度就被

一方面，如果團隊成員不對其他成員的意見提出批

團隊提前合理化，減少創意質的提升

評，雖然能保持團隊內部的和諧一致，但也可能因

(Csikszentmibalyi, 1996)。由此可知，不管以任何形

此而忽略掉一些重要的細節，陷入群體迷思之中

式進行溝通，過高之溝通頻率會減損對於事物之專

(Davenport, 2002)。

注性，然而，缺乏溝通亦無法激發團隊成員之創造
力，因此，團隊間需要有適當的溝通平台和路徑，

溝通頻率係指團隊成員在單位時間內彼此接
觸的狀況，反應成員與其他成員接觸的多寡。不同

以確保成員彼此的專業知識能適時、適切地傳遞給

背景之團隊成員，必須透過頻繁溝通來化解個別專

他人(King & Anderson, 1990; Woodman, 1993)。在

業領域認知之差異，藉以達到用不同觀點解決問題

高度運用設計溝通進行設計策略及設計流程的合

之目標。無論如何，相關研究者也提出相反之意見，

作過程，即可稱之為協同設計。

認為團隊在執行創新任務之過程，團隊內部過多的

3.分析與討論

意見溝通反而會造成團隊成員分心、議題失焦，進
透過文獻的整理後，許多策略與設計並無直接

而阻礙創意之產生(Baron, 1986)。

關係，如代理化策略、多角化策略、垂直整合化策

根據 McGrath (1984)指出，創意開發過程在開

略、水平整合化策略等，故將針對其餘四項進行討

始階段，也許需要團隊成員凝聚共識來確認創意發

論。

展之方向，爾後，使其具體化之過程，則偏向個人

將對設計策略、設計流程使用設計溝通的趨勢

努力來達成創新之目的。有鑑於此，Lovelace (1996)
認為，從事科學研究之團隊成員有時較需要單獨作

分作三個方向進行討論如表 4。

業，因為，任何形式之溝通會減損對議題的專注力。

同步面對面的溝通模式即是直接溝通的方式，用於

由於，頻繁溝通之結果，亦容易造成團隊成員依賴

溝通較為複雜的事項，且最為直接，在此不再贅述，

過去經驗，對所面對之問題採取截彎取直之想法，

將探討面對面以外的溝通模式。

表 4 設計策略及設計流程與溝通模式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確認需求

研究分析

概念發展

實體化

實現生產

差異化
策略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區隔化
策略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專精化
策略

同步面對面

同步非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非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高級化
策略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非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非同步非面對面

同步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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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差異化策略

4.結論

差異化策略在研究分析、概念發展、實體化這

一個良好互動之溝通環境對於設計團隊運作

三階段因為需要進行資料蒐集與細部的討論，故較

為其一必需條件，虛擬遠距離工作環境更是趨勢。

適合採用同步非面對面溝通。而實現生產的階段，

本研究發現如下：

由於差異化策略還包含服務或是使用經驗等差異

(1)產品的八大策略中差異化策略、區隔化策略、

化，故在實現生產的部分需採用同步面對面模式進

專精化策略、高級化策略這，是與設計較有關係。

行設計確認檢核。

(2)產品設計流程中，確認需求、概念發展、具體

3.2 區隔化策略

化等三個階段對設計溝通較為注重的。

區隔化策略在確認需求中需確認市場區隔的

(3)不同設計策略在不同設計流程所運用的設計溝

目標族群及相關習慣，故同步面對面模式為檢核來

通也不盡相同，顯示此三者之關係息息相關，在此

進行，而其餘階段因目標方向明確，採用非同步非

方面將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在設計開發的過程中，

面對面的模式來進行，配合同步面對面進行檢核。

不論在策略或流程，都需要使用設計溝通，除使用

3.3 專精化策略

面對面的設計溝通外，由於全球化跟資訊化的影響，

專精化策略是指公司創造出讓顧客感到不同

造成協同設計被大量需要，利用同步工程中工作的

或特殊的產品來獲得競爭優勢。故在研究分析、概

重疊方式，可以找出適當的邏輯來運用面對面與非

念發展、實體化、實現生產可使用非同步非面對面

面對面溝通的切換來提升效率以及節省時間。

來執行， 而在實現生產中可再利用同步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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