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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面對未來服務體驗生活環境，使用者對智慧家庭相關服務需求也就越來越

多，但是企業常常還是依照原本研發產品的思維去開發相關智慧家庭的相

關服務，因此會面臨到下面幾點問題，例如無法準確了解使用者需要、產



品模組（Module）間無法配合、產品維護或擴充等研發問題。因此希望藉

由創新服務設計，提高產品本身的附加價值，改善現有產品的服務與功

能，提升產品整體服務的品質，並提供給企業成為開發創新服務設計之參

考。 一般來說，目前企業都是非系統化地進行服務發展，加上企業普遍

欠缺創新服務的發展設計所需的能力，但是由於企業在進行服務創新發展

時，利用系統化的工程方法進行研發服務的成效是相對顯著的，因此本研

究透過服務體驗工程方法，利用服務體驗工程方法的三個階段(Phase): 

Find、InnoNet、Design Lab，從 InnoNet 階段的產業價值鏈研究、服務塑

模，與 Design Lab 階段的服務概念驗證的研究流程做說明，找出未來智慧

家庭之創新服務，完成創新服務雛型概念的驗證，並評估新服務在市場推

出之可行性。 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未來創新服務的發展方向依序為

「互動」、「安全」、「節能」、「娛樂」、「健康」五個分類項目，智

慧家庭產品的創新服務設計，依序為「居家設備自動連結系統服務」、

「智能平台管家服務」、「隨身居家監控功能服務」、「居家生活可攜服

務」、「居家環境記憶自動調控服務」、「智能家電自動偵測節能服

務」、「隨身健康醫療照護服務」。因此藉由服務體驗工程方法，可以有

效找出使用者對智慧家庭產品潛在的需求服務、設計出符合未來智慧家庭

使用者需求的創新服務，改善現有產品的服務缺失，提升整體服務的品

質，降低企業研發產品服務之風險，並且有效縮短產品導入市場時間。  

摘要

(英) 

To face the future living environment,eHome users will demand more and more 

services,but companies often still adhere to the original thinking to develop 

product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Home-related services,and therefore faced 

the problem of the following points,for example,can not accurately understand user 

needs,product module (Module) between unable to cooperate,product maintenance 

or expansion of suc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sues.So I hope through innovative 

service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the product itself,to improve the 

services and features of existing products,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overall 

service,and to provide services to provide innovative services for enterprises to 

become the reference design. In general,companies are now non-systematic to do 

service development,generally lack the capacity required for the design of the 

development, bu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novation, the use of 

systematic methods fo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effectiveness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so this research through engineering 

methods,the use of 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ng three phases (Phase): 

Find,InnoNet,Design Lab,from InnoNet stages of the industry value chain research, 

service modeling,and Design Lab of services proof of concept stage research 

process to do that,to find out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and eHome 

services,innovative services to complete a proof of concept prototype and evaluate 

new service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feasibility. The conclusions is to provid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innovative services are interaction,security, energy 

saving,entertainment,and health..eHome products innovate service design include 

‘home device automatically connect system service’,‘intelligent Pad butler 

service’,‘portable home monitoring service’,‘portable home devices 

controlling service’,‘home environment automatically regulated 



service’,‘smart devices automatically detecting/energy saving service’,and 

‘portable health care service’. Thus,the user needs of eHome can be identified 

effectively through 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ng methodology SEE is capable of 

designing and varifying the innovative service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failure and 

service quality,reduc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products,and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time to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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