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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名稱：2009 年產業科技創新國際研討會~迎向挑戰 創新世紀 

演講題目：利用優勢創新提升產品與服務轉型—台灣下一步競爭優勢 

演講人：李傑（email:jay.lee@uc.edu，www.dominantinnovation.com） 

撰寫人：李嘉華 

講者介紹： 
李傑博士是美國俄亥俄州學者首席及辛辛那提大學 L.W. Scott Alter 講座教

授，同時也是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金產學合作研究中心—IMS 研究中心主任，其

在機器人自動化、機器性能診斷等領域表現傑出，備受跨國集團推崇，所提倡的

Intelligent Machine Degradation Prediction 理論，更被美國財富雜誌譽為 21 世紀

全球三大熱門技術之一。現在同時擔任上海交通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兼上

海交大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內文： 

一、改變中的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趨勢 
隨著知識經濟世代的到來，全球產業的競爭更為激烈，美國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表示現在的專業人才要面對的是跨領域技能的整合能力，更多的

興新產業將陸續形成。李傑教授建議現有產業必須改變其經營模式，朝向 e 化服

務及競爭力的提升的方向前進，未來具競爭優勢的經營模式設計，係以服務為核

心價值的創新經營模式，未來將有愈來愈多的產品服務，搭配著適當的科技及設

備，嵌入智慧型情報，提供消費者更清晰完整的產品服務，是此「研發」與「創

新」已為成企業提升競爭力，避免被大環境所淘汰的重要工具。 

二、創新活動的型態 
根據李傑教授的觀察，認為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的模式不外乎下列三種型態： 

（1）持續性的創新（continuous innovation）：大多數的創新活動是連續的，在現

有產品或服務中，針對「明確的顧客需求」而做的修改。 
（2）間斷性的創新（discontinuous innovation）：當產品或服務發展到一定程度，

往往需要創新的思惟，停止業者對單一技術的不停追逐競爭，因而被新的突破式

創新技術所取代。 
（3）分裂或支配性的創新（disruptive or dominant innovation）：此種型態不直接

檢視消費者的需求，而是以情境模擬的方式，思考該賦予新產品哪些功能，並以

突破性的創新研發技術完成該項新產品雛型，接著才將之推出至消費市場。 
 

從上面的三種常見創新活動運作模式，我們可以發現，業者在進行產品創新

研發時，不盡然是由創新技術領導產品的長相，新產品的功能定為多在解決使用

者在生活上的不便、滿足消費者更多的需求。第一種：持續性的創新，可以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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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功能的提升，例如：磁碟片的尺寸不變，但容量增加；第二種：間斷性的

創新，可以是類似功能的產品的問世，例如：個人隨身資料儲存設備從磁碟片變

成隨身碟；第三種：分裂或支配性的創新，在初期發展階段多為較模糊的產品概

念，例如：數位家庭相關產品等。 
無論是採用何種運作模式，對業者而言，新產品的消費市場往往來自於供給

商品與客戶需求項目間的落差（Gap）。若採用第一種模式，則業者必須要搶得

先機，因為其他業者無技術障礙；若採用第二種模式，業者仍需迅速將技術商品

化，以確保該消費市場不會被其他新產品所滿足，但其他業者因技術障礙，不易

迅速進入該市場；若採用第三種模式，業者將可能推出多功能性的產品，因係採

情境思考所做出的產品功能定位，較不易受大環境變化影響，而失去商機，時間

急迫性較模式一為輕，又因具備技術障礙，其他業者快速進入市場的機率低，同

時也是李傑教授較推薦的運作模式。 
李傑教授長期累積與國內外知名企業合作之經驗，認為「具優勢的產品及服

務」必須做到「至少要讓顧客感受到這件是一項不同的東西、不同的價值、不同

的產品及服務」，至於如何找到顧客的潛在需求，建立自己的創新產品主題，開

發具有關鍵技術核心的產品，以建立其他業者難以模仿的且具市場區隔的產品及

服務，進而提升自己的競爭力。而這樣的服務創新具有下列五項特色：（1）服務

是一種顧客密集性（Customer-Intensive）系統、（2）服務會搭配系統設備（System 
Instrumentation, Smart Agent）、（3）服務需透過智慧運作分析（Smart Operation 
Analytics）、（4）服務是一種知識管理、（5）服務可以為顧客免除潛在問題的困

擾。 

三、尋找創新需求的工具介紹 
至於要如何圈選目標客群及挖掘該類客群真正的需求，李傑教授設計了一組

使用工具，茲說明如下： 
（一）創新矩陣 

創新矩陣如下圖一所示，是一個 3 乘 3 的九宮格矩陣，分別由不同的顧客情

況（即市場）和不同的需求情況（即產品和服務）所組成，例如：顧客對產品和

服務的需求有些是明確的，也有些是不明確的，有些是現在已經被滿足的，有些

則是尚未被滿足的；同樣的，市場上的情況可分為已提供或尚未提供，以及已預

見或尚未被看見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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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創新矩陣 

資料來源：李傑(2009)，「利用優勢創新提升產品與服務轉型—台灣下一步競爭優勢」，2009 年產

業科技創新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台灣。 

 
步驟一：定義需求與顧客 

因此，我們應用圖一創新矩陣的分類，先找出最近已被服務的顧客群，然後

再找出這些顧客群已經被滿足的產品種類，尤其是自己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再填

入象限一中。研發團隊的腦力激盪的過程與結論，是此一步驟的重要內容，建議

可以先預設一些情境背景或以企業服務宗旨當參考，進行創意發想，會較容易聚

焦與收斂，也可避免淹沒於滿坑滿谷的現有創意商品中。 
 
步驟二：選出未被滿足的需求和不明確的顧客群 

在訂出新產品及服務使用的情境背景，瀏覽過目前市面上已推出的產品與其

目標顧客群後，接著我們必須再找出這些目標顧客群「尚未被滿足的需求為何」、

「尚未被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為何」、同時符合「有明確需求但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但又「未被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項目為何，並依其屬性填入圖一的象限二， 
 

步驟三：分析缺口 
接著，再定義出目標顧客群（即市場）的缺口（Gap）：哪一塊的市場是還

不明確且未被服務到的，以及該目標顧客群的需求缺口，即有哪些潛在需求是尚

未被滿足的，並將之填入圖一的象限三。因此，我們可以在不同情境目標下，找

出各種缺口，而這些缺口就是我們新產品所要去解決的問題，但要達成滿足情境

的產品可能會有很多種型態，其在設計、生產等階段可能會使用到的技術亦可能

是普遍見於該產業的，也可能是需要再研發的創新技術，李傑教授建議此時應將

專利智財管理的概念一併納入考量。 
 
（二）應用地圖（Application Space Mapping） 

至此，我們大致初步完成了一項創新產品或服務的目標市場定位、預期要解

決使用者的哪些問題、須具備的主要功能，通常進行到此，不少業者往往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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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樣本製作階段，然後測試、改善、再測試、上市。李傑教授為使該產品及服

務更加完善，建議至少要再進行下列幾個步驟： 
 
步驟四：應用空間驗證 

使用應用地圖的目的在進一步釐清進行客戶潛在需求與實施科技規劃，其樣

式如下圖二所示： 
產品及服務 1 Gap 1     

產品及服務 2  Gap 3    

產品及服務 3 Gap 2     

產品及服務 4   Gap 4   

 使用場合

A 

使用場合

B 

使用場合

C 

使用場合 

D 

使用場合 

E 

圖二 應用地圖 
資料來源：李傑(2009)，「利用優勢創新提升產品與服務轉型—台灣下一步

競爭優勢」，2009 年產業科技創新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台灣。 

 

應用地圖可以讓我們清楚的將上述創新矩陣的發想結果，更清楚的列舉出

來，進行更細部的沙盤推演，避免該產品及服務可能出現的重大缺失。當我們從

創新矩陣中找到了很多缺口（Gap1、Gap2…等）可介入，並規劃出多種可提供

產品（產品及服務 1、產品及服務 2…等）時，我們還需要將目標顧客可能會在

哪些地方或場合使用之，一併納入考量，例如：達文西發明了一個太陽能手電筒，

目的在解決要使用手電筒時，才發現電池沒電的窘境，但是卻沒發現該太陽能手

電筒若沒有有效的電力儲存功能，天黑後只能用另一隻有電的手電筒作為光源，

啟動此太陽能手電筒，或是在大白天使用之，雖然該產品功能符合了其預設情境

目標，但事實上卻不具使用意義，正是因為達文西沒將使用場合納入考量而造成

設計上的重大過失。 
亦即，在此階段中，我們應該再次辨識在預設情境目標下，所討論出來的缺

口有哪些，再思考要製作滿足該缺口之產品所需要的相關技術有哪些？其關鍵技

術為何？可能會被使用於哪些場合或國家？在不同場合或國家中使用時，產品及

服務的設計是否需要調整？……等細部規劃。 
（三）質量功能展開表(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步驟五：完成符合主要服務理念的產品和設計 

最後我們要從上述這些可能方案中，排列其執行優先順序，其評選方式如下

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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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質量功能展開表 

資料來源：李傑(2009)，「利用優勢創新提升產品與服務轉型—台灣下一步

競爭優勢」，2009 年產業科技創新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台灣。 

 
潛藏的商機有很多種，從前面的創新矩陣中，我們可能會討論出很多個缺

口，但是每個企業的現況條件皆不盡相同，適合發展的創新產品及服務也不盡相

同，應挑選最適合自己發展的幾項產品及服務進行後續詳細的規劃和執行。李傑

教授建議我們可以利用圖三的質量功能展開表，藉由評估發展該產品服務需要的

相關能力、顧客的價值，排序出適合執行方案的優先順序。 

四、個案研究 
前面我們已經強調過，創新不僅止於產品的升級，應該還包括提供綁在一起

的加值服務，以提高該產品（及企業）的價值與競爭力。為了讓大家能確實了解

這樣的觀點轉變，李傑教授分享了許多知名企業的創新產品及服務案例，以下我

們以 GE 醫療企業（GE Medical）為例，來做創新矩陣的練習。 
GE 醫療企業原為一家醫療儀器製造商，主要顧客為醫院或醫生，但自 2004

年改名為「GE 衛生保健技術」（GE Healthcare Technologies，以下簡稱「GE」），
這意味著它們在目標顧客群與提供產品服務項目的改變，包括下列幾項變革做

法：將資料（data）轉為資訊（information）、將物品資產轉化為功能資產、將商

品服務轉化為客戶服務、將智慧硬體轉化為智慧軟體；簡單而言，便是其經營理

念從「提供一項好用的醫療儀器設備」轉型為「提供顧客所需要的醫療服務與建

議」。因此，你可以猜得出來，現在 GE 將主要顧客群定為病患，唯有了解病患

才能找到問題的所在，若此方案運作情況良好，未來甚至可以將市場延伸至年長

者……等高危險群。 
這樣的轉變在創新矩陣中是如何呈現出來的呢，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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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GE 衛生保健技術的創新矩陣 

資料來源：李傑(2009)，「利用優勢創新提升產品與服務轉型—台灣下一步

競爭優勢」，2009 年產業科技創新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台灣。 

 
（一）步驟一 

首先，GE 先定出期許自己朝向「提供精緻的健康照護」的目標前進，以此

作為本創新矩陣的預設情境，並定出目標顧客群為「病患」；接著在象限一中，

填入目前所能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也就是「醫療設備」，GE 以此為核心產品，嘗

試以此為發展基礎，多方思考發想，提供病患符合目標的套裝產品服務。 
（二）步驟二 

在這樣的目標情境下，試著找出目標顧客群「尚未被滿足的需求」和「尚未

被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為何」，並依其特性填入象限二，例如：資訊中心（iCenter）、
以習慣為基礎的服務（Usage-based Service），醫療資訊及醫院自動化系統。但這

些都是同行間皆大致可預測出來的發展方向，可能在相關醫學會議或學術期刊，

已有相當深入的討論，競爭對手甚至可能已著手進行類似的產品及服務規劃，因

此，象限二所提出的產品及服務僅是短期計畫，用以引導我們作更深入、更長期

性的發展規劃。 
（三）步驟三 

此時，我們已經確定了 GE 的發展目標為「提供顧客所需要的醫療服務與建

議」，目標顧客群為「病患」，目前擁有的核心產品是「醫療器材」，近期可朝向

「資訊中心」、「習慣基礎的服務」及「醫療資訊和醫院自動化」的方向深入發展。

我們依循著象限二的這三項產業近期發展趨勢，與 GE 發展目標作一比對，釐清

在此目標下，以「資訊中心」、「習慣基礎的服務」及「醫療資訊和醫院自動化」

這三項為發展過程的產品及服務可以為何？以之為附加服務的套裝產品及服務

應該是一個什麼樣的東西？而且是目前市場上尚未被清楚提到的商機、目標客戶

群尚未發現的需求。GE 提出了兩個可以達成目標的作為，分別是「健康風險分

析」和「藥物分子化」，因此，將顧客需求產品缺口定為「預防性照護」，而消費

市場的缺口則是「客製化藥物」。 
（四）步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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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GE 再運用「應用地圖」和「質量功能展開表」，在精緻的健康照護的

總目標下，規劃符合「預防性照護」和「客製化藥物」特性的產品及服務，以及

開發此類產品及服務可能需要的核心技術……等。 
 

 
圖五 GE 衛生保健技術的「健康照護管理系統」概念 

資料來源：李傑(2009)，「利用優勢創新提升產品與服務轉型—台灣下一步

競爭優勢」，2009 年產業科技創新國際研討會會議資料，台灣。 

 
最後 GE 以「健康照護管理系統」之建立來回應此階段系的產品及服務規劃，

主要適用對象是病患，病患可透過此產品服務隨時了解自己的健康情況並紀錄

之，這些長期紀錄資料對藥廠和保險公司是重要的，一旦找到了病患的問題，藥

廠便可馬上進行新藥品研發或建議使用藥品的生產，對保險公司而言，若能於早

期發現癌症，保險公司便有獲利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病患之所以願意使用該系統的主要原因在於：病患可藉此獲

得健康管理上的資訊和建議，而非單純的測量數據，例如：X 光可以讓我們早期

檢查出骨質舒鬆的狀況，但是病患需要的是：之後他該如何做，有什麼建議，提

供顧客想要的資訊，才是此系統銷售的價值。 

五、結論與建議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我們已從機械化、自動化的年代進入機電整合的時

代，不久的將來將全面進入資訊與機電整合的世代，企業所提供的產品亦將不再

是一個單純的、單向的商品，而是會與外部相關資訊連結的產品及服務，現在我

們所使用的血壓器僅能告訴我們收縮壓與舒張壓的數據，未來也許可以結合氣象

資訊、其他身體健康狀況……等相關資訊的彙整，建議我們今日活動行程規劃。 
李傑教授指出，從冰山理論來看，產品所創造出來的商機，其實只是浮出水

面的冰山一角而已，潛藏在水面下的、來自服務所帶來的商機才是無窮龐大的，

過去製造業習慣以製造導向看市場變化，現在必須要反過來，製造出以服務為導

健康照護管理系統 

藥廠 

保險公司 

病患 

GE衛生保健技術 

資訊加值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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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產品，才能支配市場；未來誰能從硬體移轉至軟體、將數據轉化成情報、將

銷售產品轉換成銷售服務，誰就會是下一波市場興起的贏家。 
對業者而言，轉型提供服務化產品不是憑空跳躍的改變，而是以自己現有的

核心產品與技術為中心，向外延伸相關配套服務，這些產品服務必須以顧客的立

場思考，才能設計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及服務；同時為了提高同行的進入障

礙，創新技術與智財管理的規劃亦不可省略或忽略。在這一波金融海嘯的衝擊

下，我們應該藉以蓄積能量，創造機會向上躍升，從 A 到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