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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sehold refrigerato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appliance to family life.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brands,
facing fierce price competition, are difficult to increase the sales of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market is also approaching saturation.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consumer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innovative functionality of the product.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the 37 evolution trends, the TRIZ tool proposed by D. Mann, takes the
well-known brands, including Hitachi, Kolin, Panasonic, Sanlux Sanyo and Tatu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llects
the functional data of refrigerators according to the main purchase motivations of consumers. The four key motivations
are "convenient", "space design",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appearance", used to categorize and demonstrate the results of the evolutionary trends through radar charts, offering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limits of
functional evolution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37 TRIZ evolution trends, som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nd conclusion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this stud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functional evolutions of refrigerators,
shown in the radar charts, and propose new concepts of innovative product design; (2) the I25 degrees of freedom and
I30 design methods are key parameters with considerable potential in the evolution of refrigerator design; (3) the evolution results show that future products will have different usage mode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user’s needs and embrace
the concept of refrigerator intelligentization.
Keywords: TRIZ, Innovative Product Design, 37 Evolutionary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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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用冰箱已經成為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家電產品，近年來卻面臨東南亞進口產品競爭對手，採取
價格競爭激烈手段，以及日系進口高單價產品來瓜分市場下，國內廠牌無法提升產品銷售量，目前冰箱市場已
趨近飽和。若要掌握此消費者需求，除產品之穩定性外，須針對產品之創新功能性進行改善與提升，故本研究
採用 D.Mann 所提出的 TRIZ 37 項參數演化趨勢工具，以國際牌、日立、歌林、聲寶、台灣三洋、大同為研究
對象，進行冰箱功能資料收集，依照消費者主要選購動機「方便」、「空間設計」、「溫度控制」、「外觀」
四項分類，將分類結果繪製出演化趨勢雷達圖，瞭解功能演化現狀與極限，以此作為未來產品創新參考。藉由
TRIZ 37 項參數演化趨勢，應用在冰箱功能面的發展的研究，完成以下初步的貢獻與結論：(1) 瞭解到目前冰箱
在功能方面演化的現狀，並繪製成演化趨勢雷達圖，成功地提出尚未運用的演化參數，成功完成冰箱新產品構
思；(2) 目前冰箱功能面上演化極限及潛力，在演化趨勢參數中 I25 自由度、I30 設計方法，具有相當大的演化
潛力趨勢，故可透過這幾項演化趨勢構思出差異化商品；(3) 本研究發現使用者個人化需求來調整使用冰箱模
式，以及冰箱智能化的概念，可作為日後冰箱製造業者創新開發之參考。

關鍵詞: 發明問題解決理論(TRIZ)、產品創新設計、37 項演化趨勢
這四項因素也考驗著家電業者不斷推出創新的產

1. 緒論
家用冰箱為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家

品，隨著時代變遷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冰箱功能演進
趨勢，有別於過去大部分學者以專利、功能面探討

電產品，由於其高普及率，面臨國內市場規模不足
及國際廠商價格優勢，國內生產冰箱銷售狀況，幾
乎是每況愈下。冰箱產業之功能已屬於成熟產業，

出產品功能演化趨勢，本論文是以消費者角度觀察
冰箱功能演變過程，從「方便」、「空間設計」、
「溫度控制」、「外觀設計」四種構面，去探討國

目前市場已趨近飽和，市場需求大多來自替換舊產
品為主，而替換之原因除原本舊產品故障外，對產
品之性能之不滿意亦是另一主要因素，若要掌握此

內冰箱產業創新功能演變過程，以 Panasonic 國際
牌、HITACHI 日立、Kolin 歌林、SAMPO 聲寶、
SANYO 台灣三洋、TATUNG 大同為研究對象，收

消費者需求，除產品之穩定性外，須針對產品之創
新性進行改善與提升。
家電業者也留意到市場脈動，為了滿足消費者

集各廠牌歷年廣告文宣資料，運用學者 D. Mann 所
提出 37 項演化趨勢理論，依本研究四種功能構面「方
便性」、「溫度控制」、「外觀設計」、「空間設

對冰箱的需求性，在冰箱「性能」上不斷提升，研
發更貼近使用者習慣的冰箱，提升使用的方便性，
以及保鮮性能年年推陳出新，冷凍、冷藏都能鎖住

計」做分類，並將分類結果繪製成演化趨勢雷達圖，
瞭解目前冰箱功能所處演化趨勢的階段，再分析各
演化參數的潛力與極限，推想符合市場需求且新創

食物的原味，抓住消費者的心；在「設計」方面，
冰箱外觀、色彩、設計感符合居家設計風格受到消
費者青睞外，消費者同時也重視「尺寸符合家中需

概念的冰箱。

求」，主要是生活習慣改變，民眾習慣一次購足食
材，導致消費者對「大容量」需求提高，不僅冰箱

2. 文獻探討

追求內壁變薄，還需要將小空間靈活運用。因此，

2.1 TRIZ 發明問題解決理論
TRIZ 創新發明解決理論(Theory of Inventive

「方便性」、「溫度控制」、「外觀」、「空間設
計」為消費者在選購冰箱時，最先優先考慮的因素，

Problem Solving)，是由蘇聯學者 Altshuller，於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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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創新原理解決方法(Altshuller, 1999)。當時他
在審核專利作業時，察覺到任何一種技術的創新過

測技術的發展，而且還能展現預測的結果，實現產
品可能狀態，對於產品創新具有指導作用，進而延

程中都有一定的程序跟步驟，Altshuller 分析了世界

伸應用在其他創新領域(Monteiro, 2012; Chiang, Yi

近 250 萬筆的發明專利進行長期的歸納與分析，發
現不同領域界面對各種創新發明的問題，存在著共

& Chang, 2013; Govindarajan, Sheu & Mann, 2019)。
Altshuller (1984)透過大量分析專利與案件，得

同的基礎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基礎原則，利用這些發

知每一個功能系統的演化並非隨機發生，而是依循

現進而整理出一套系統性的創新發明法則，並建立
起 TRIZ 理論體系，掌握了這些規律，就能主動地進

著可預測的模式進行，所以先提出八大技術系統演
化趨勢，分別為：(1)增加理想性：增加系統的有用

行產品設計並能預測產品的未來趨勢。

功能，並減少系統的有害功能；(2)遵循生命週期階

當一般人遇到特定問題時，會以自身的經驗，
自身具備的技能，或是透過群眾腦力激盪的方式，

段演化：沿著技術系統演化（S 曲線）的四個階段，
分別為嬰兒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系統功

尋找問題的答案，也就是從特定問題直接發想特定

能設計會有所不同；(3)系統元件非均衡發展：系統

問題的解答，但這樣的方式很容易將問題發散，憑
藉著有限的思維，不容易找到具完整性的答案。反

是由多個子系統所組成，每個子系統都有各自 S 曲
線演化，並在不同時間達到演化極限；(4)增加動態

觀於 TRIZ，是將特定問題點轉化成標準問題，透過

與可控制性：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讓系統功

Altshuller 大量分析專利與案件所建構的 TRIZ 工
具，得知標準解答，再將標準解答轉換成該特定問

能擁有更高的彈性或多樣性；(5)增加複雜性再簡單
化：系統演化先是不斷增加功能及品質來滿足需

題解答，這就是 TRIZ 解決問題方法的基本流程。

求，經過一段時間後，再透過系統整合逐漸簡化；

在上述的基本流程下，Altshuller 與他的 TRIZ
團隊，陸續提出很多創新發明之問題解決分析工

(6)部份耦合與非耦合：在相同性質的系統加入不同
性質的系統，或是將不同性質的系統整合成同性質

具，一般泛稱為 TRIZ 理論技術方法，包括 40 創意

的系統，以尋求突破的解答；(7)從大系統到極小系

原則、ARIZ 發明問題解決演算法、理想性觀念、工
程系統的進化趨勢、矛盾矩陣表及物質-場分析…等

統的轉換：系統逐漸地朝向縮小化和簡便化的方向
演進；(8)減少人為參與增加自動化。

等。綜合來說，TRIZ 是一種應用前人的智慧與經

很多技術的進化可以依循著 Altshuller 八大技

驗，所發展出系統改良的方法；是一種自覺性演化
的技術系統和解決工程問題的方法；也是一種消除

術系統演化趨勢來解釋，但實際上的運用，仍然有
很多不足的地方。學者 Mann (2007)提出的 37 項技

工程衝突，而不抵消妥協的工具；更是無數發明家

術演化趨勢，可分為空間（13 項）、介面（18 項）、

的知識與經驗，來增加工程人員知識創造力和解決
問題技巧的方法。

時間（6 項）三大類，使用者透過三大類、37 項的
演化趨勢，可以有效地決定技術系統未來的趨向，
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系統性和實用性，並經過實

2.2 TRIZ 技術系統演化趨勢理論與產品創新
TRIZ 技術系統演化趨勢理論(Patterns of Evo-

踐檢驗適合一般產品開發使用，以下表 1 至表 3 為
各項演化趨勢的簡要說明。

lu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是 TRIZ 眾多工具中
的一種，Altshuller 從世界專利分析和研究，察覺到

目前關於家用冰箱創新的趨勢研究如下，Liu
(2013)的調查研究發現，冰箱的發展趨勢主要來自於
環保節能、智慧化、人性化的三大需求。因應環境

技術系統在結構上演化趨勢，及技術系統演化模式

變遷與政策規範下，冰箱在壓縮機與製冷技術上不

演化路線，每條演化路線是從結構演化的特點，描
述產品技術所處的狀態序列，產品是如何從一種技

斷地進行改良與創新，以達成節能與環保的目標；
其次，隨著感測技術與通訊技術的進步，智慧化的

術移轉到另一種技術，在新技術裡可能是性能價值

冰箱根據溫度、濕度與使用者習慣，會自動調整運

提昇功能增加也有可能是成本降低，即產品延演化
路線演化過程是新舊技術更替的過程，依據當前的
產品技術所處狀態，經由設計可使其移動到新的狀

作模式，並搭配物聯網功能，讓冰箱可以與使用者
進行資訊互動；再者，冰箱的發展也更貼近人性化

態，有助於完成產品的創新設計和改善設計，同時
在同一個工程領域中總結出的演化模式及演化路

需求，包括照明、外觀、結構、保鮮、靜音、省力
等等，都為現代生活帶來便利與美好。另外，Lim

線，可以在另一工程領域中實現，即技術演化模式
及演化路線具有可傳遞性，因此 TRIZ 理論不僅能預

(2020)則將現代冰箱結構分為六項要素，包括冰箱門
把、冰箱門、資訊顯示、取水／冰口、家庭飲料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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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冷凍庫，運用 TRIZ 40 個發明原則加以創新，
其 中 運 用 分 割 原 理 (Segmentation) 、 非 對 稱 原 理

除了家用冰箱創新的研究之外，其他研究也廣
泛地運用 TRIZ 技術系統演化趨勢於不同類型產品

(Asymmetry)，可增加冰箱門的數量，並搭配對開設

與服務的創新。Chiang, Yi, & Chang (2013)結合 Kano

計 ； 運 用 合 併 原 理 (Consolidation) 、 球 面 化 原 理
(Spheroidality)，採取無門把與弧線設計，增加冰箱

模型與 TRIZ 演化趨勢，以專家意見為資料來源，進
行電子商務服務品質的改善；Ishi & De Carvalho

的美觀度；運用部份或過度原理(Partial or Excessive

(2015)則以光纖配線箱(optical fiber distribution box)

actions)、回饋原理(Feedback)，可將原來較小的家庭
飲料櫃，擴大為門中門的設計，並搭配透視的材質，

為對象，運用 TRIZ 演化趨勢工具，同樣以專家意見
為資料來源，進行創新產品的發想，並取得 42 個可

可以即時察看內容物；最後，運用轉換維度原理

能的創新想法。Sengupta, Kim, & Kim (2018) 結合

(Transition into a New Dimension)，將冰箱嵌入廚房
裝潢內，讓廚房具有整體的和諧性。歸結上述學者

TRIZ 演化趨勢與 Bass 模型，以現有的技術報告與
市場調查資料為基礎，探討智能手環(fitness trackers)

的研究成果，對照表 1 至表 3 的 37 項技術演化趨勢，

的未來產品創新與市場採用階段。然而，目前尚未

目前冰箱的創新發展，在結構上著重於非對稱性空
間(S8)與多系統的介面(I14, I15)，在功能與外觀上著

有研究運用 TRIZ 演化趨勢工具，特別針對家用冰箱
進行創新發想，僅有的少數文獻則是探討一般性家

重於方便性(I22)與簡約設計(I27)，在操作上則著重

電產品(household appliance)的發展趨勢(Crotti, Ghitti, Regazzoni, & Rizzi, 2007; Baur, Muenzberg, &
Lindemann, 2017)。

於協調性(T32)與智慧回饋(I28)。

表 1. 空間類別的演化趨勢
項目
S1 智慧材料
S2 空間分割

演化趨勢
被動材料 → 單向適應材料 → 雙向適應材料 → 全向適應材料
單一固體 → 中空結構 → 多孔結構 → 毛細孔結構 → 多孔結構+有效元素

S3 表面分割
S4 物件分割

光滑表面 → 肋狀表面 → 立體粗糙面 → 作用孔面
單一固體 → 分割固體 → 粒狀固體 → 液體 → 泡沫/氣霧 → 氣體 → 電漿 → 能
場 → 真空
Macro→Milli→Micro→Nano→Pico→Femto
均質平面架構 → 二維網狀架構 → 立體纖維 → 添加作用元素
金屬 → 塑膠 → 氣體
對稱系統 → 線性非對稱 → 平面非對稱 → 匹配非對稱
多重邊界 → 少數邊界 → 無邊界
點 → 一維線性 → 二維平面 → 三維表面
平面結構 → 二維結構 → 軸對稱結構 → 三維結構
非結構化 → 二階結構 → 三階結構 → 遞迴架構
不動系統 → 連結系統 → 完全彈性系統 → 液態/氣態系統 → 能源基系統

S5 從巨觀進化到微觀
S6 網狀纖維
S7 減少密度
S8 增加非對稱性
S9 打破邊界
S10 幾何進化(線性)
S11 幾何進化(立體)
S12 向下縮合
S13 動態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nn (2002)

表 2. 介面類別的演化趨勢
項目
I14 單-雙-多(同質性)
I15 單-雙-多(變異性)
I16 單-雙-多(增加差異)
I17 向上整合
I18 減少受迫阻尼震盪
I19 增加感官的使用
I20 增加顏色的使用
I21 增加透明

演化趨勢
單系統 → 雙系統 → 三系統 → 多系統
單系統 → 雙系統 → 三系統 → 多系統
相似組件 → 變異組件 → 含修正組件 → 多系統
非結構化 → 與較高層結構結合 → 完全與較高層結構整合
過阻尼 → 來回震盪 → 無震盪+有效控制
1 個感官 →2 個感官 →3 個感官 →4 個感官 →5 個感官
單色或無色 → 雙色 → 使用可見光譜色 → 全彩
不透明 → 部份透明 → 全部透明 → 可動透明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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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2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I23 市場進化
I24 設計考量
I25 自由度
I26 打破邊界
I27 簡約設計
I28 控制度
I29 減少人為參與
I30 設計方法
I31 減少能源轉換

表現 → 可靠 → 方便 → 價格
商品 → 產品 → 服務 → 體驗 → 傳授/轉換
單點設計最佳化 → 雙點設計最佳化 → 不連續操作多點設計最佳化 → 持續設計
再最佳化
1 自由度 →2 自由度 →3 自由度 →4 自由度 →5 自由度 →6 自由度
多重邊界 → 少數邊界 → 無邊界
複雜系統 → 消除非關鍵組件 → 消除非關鍵次組件 → 簡約後系統
直接控制 → 中介作動 → 回饋 → 智慧回饋
人力 → 人力+工具 → 人力+動力工具 → 人力+半自動工具 → 人力+自動工具 →
自動化工具
試誤法 → 穩定狀態設計 → 考慮暫時效應 → 考慮磨耗效果 → 考慮耦合效果 →
防呆設計
三次能源轉換 → 二次能源轉換 → 一次能源轉換 → 零次能源轉換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nn (2002)

表 3. 時間類別的演化趨勢
項目
T32 動作協調
T33 節奏協調
T34 非線性
T35 單-雙-多(同質性)
T36 單-雙-多(變異性)
T37 從巨觀進化到微觀

演化趨勢
不協調動作 → 部份協調動作 → 完全協調動作 → 間隔時不同動作
持續動作 → 週期動作 → 共振/共鳴 → 行波
線性系統 → 部份非線性 → 完全非線性系統
單系統 → 雙系統 → 三系統 → 多系統
單系統 → 雙系統 → 三系統 → 多系統
Macro→Milli→Micro→Nano→Pico→Femto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nn (2002)

37 項演化趨勢
各項演化趨勢
極限

深色區域表示現有
產品已完成的系統
演化情況
圖 1. 37 項技術演化潛力雷達圖
資料來源：Man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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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4 年到民國 105 年間之家用冰箱產品功能相關
資料，如圖 3 所示，總計有 90 本廣告文宣、288 件

2.3 技術演化潛力雷達圖
技術系統演化模式和演化路徑提供設計人員

功能資料，內容部份有重複，現有功能並非每年全

瞭解各類技術系統演化情況，為設計人員在產品技

部發展成新功能，因此，在彙整廣告文宣中的主打
特殊功能、冰箱基本規格之後，發現每三年期間，

術開發方向提供了理論依據，圖 1 為 D. Mann 37 項
技術系統演化潛力雷達圖。圖 1 中 37 條射線表示該

冰箱功能會改變一次，故將以三年為週期進行統計。

構件或系統在技術演化的演化模式，深色區域表示

由於本研究以冰箱功能作為研究目標，為了瞭
解使用者對目前冰箱購買動機、使用狀況，參考漂

產品將沿演化路徑演化，最後將達到外圍虛線，外
圍虛線即表示系統內的各演化已達該趨勢演化極

亮居家雜誌的問卷調查，「安全」、「節能」、「性

限，離外圍虛線越遠者即表示此趨勢較有演化潛

能」、「設計」、「服務」是消費者在購買冰箱的
重要考量因素，其中「安全」、「節能」已成為基

力，可能潛藏著較多發明創新機會，達極限表示系
統內的此一趨勢將不再演化或已無演化必要，也可

本配備，「性能」、「設計」成為讓消費者願意購

能表示此一趨勢將由另一全新或破壞式創新趨勢取

買的關鍵因素，對於性能好、設計佳的冰箱，會讓
消費者提升預算購買。所謂「性能」是指更貼近使

代。

用習慣的冰箱，提升使用的「方便性」，以及透過
3. 研究方法

「溫度控制」能鎖住食物的原味；「設計」方面是
指冰箱「外觀設計」以及內部「空間設計」。故本

3.1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的核心理論是藉由 37 項演化趨勢，可

研究將蒐集冰箱功能內容資料，依「方便」、「空

以探討冰箱各項功能上演變與趨勢之間的關係。首

間設計」、「溫度控制」、「外觀設計」分類區分，
再細分個別相關之功能共 14 項，探討國內冰箱產品

先，本研究廣泛進行冰箱功能資料蒐集，再進行
TRIZ 演化等級判斷，接著繪出功能演化雷達圖，再

創新功能演變過程，如表 4 所示。

依此項進行演化趨勢分析，得知現階段冰箱功能發

4. 研究分析與結果

展現況及極限，依據此結果，再去推想冰箱未來發
展方向。本論文研究方法及步驟如圖 2 所示。

4.1 冰箱功能演化參數與等級判斷
本研究根據表 4 中的各項功能演化說明，分別

參考先前的研究經驗(Chiang, Yi, & Chang,
2013; Ishi & De Carvalho, 2015)，本研究尋求專家意

就「方便性」、「空間設計」、「溫度控制」、「外

見作為衡量評估的基礎，故邀請 5 位家用冰箱領域

觀設計」的分類，對照 37 項演化趨勢，找出符合的

的企業資深專家，曾歷練於研發、行銷與生產部門，
皆擁有 20 年以上產業經驗。本研究提供 5 位專家所

演化趨勢參數，並判斷演化等級。以「方便性」的

蒐集的冰箱功能資料，並附上 37 項演化趨勢的定義

製冰功能為例，以往製冰時，消費者需要將製冰盒

說明，以個別面訪的方式，由專家協助將冰箱功能
資料對應到適當的 TRIZ 演化趨勢，再進行演化等級

拉出來倒入液體，在以平放方式放入冷凍室，當液

的判斷。在此過程中，5 位專家是以匿名方式參與研

辦法儲存冰塊，如果夏季需要大量冰塊時，無法滿

究，其中若有 3 位以上的專家意見一致，則確認該
項 TRIZ 演化等級達成共識，並據此繪製演化雷達

足消費者；演變成扭轉式製冰盒，還是需要將製冰

圖，反之，若該項 TRIZ 演化等級僅有 2 位或更少的

轉式設計，當液體結成固體，輕輕扭轉，冰塊自動

專家意見一致，則會提供其他匿名專家的書面意
見，進行第二次的面訪，透過專家書面意見交流來

脫落至儲冰盒中，輕鬆好用；演變成製冰動作時無

體結成固體，在手動完成製冰，製冰數量有限，沒

盒拉出，手動倒入液體，但差別在於製冰盒採用扭

需人為操作，只需把冷藏室水箱裝滿，水箱會自動

達成共識。

運轉至冷凍製冰，再由智慧型感溫器感測製冰完

3.2 冰箱產品功能蒐集
本研究主要以冰箱功能作為研究目標，收集資
料範圍設定國內冰箱業界具有代表性公司分別為

成，讓冰塊源源不絕，如圖 4 所示。

Panasonic 國際牌、HITACHI 日立、KOLIN 歌林、
SAMPO 聲寶、SANYO 台灣三洋、TATUNG 大同作
為研究對象，收集五家公司歷年廣告文宣資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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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功能

TRIZ 演化

繪製演化

系統演化

創新產品

資料蒐集

等級判斷

雷達圖

潛力分析

構思

圖 2. 研究步驟

圖 3. 冰箱廣告文宣與基本規格之資料範例
資料來源：台灣 National 商品文宣與型錄（2003）
表 4. 消費者選購冰箱之關鍵因素及相關功能
關鍵因素

方便性

空間設計

溫度控制

外觀設計

1. 製冰功能

功能

功能演化說明
製冰盒 → 扭轉式製冰盒 → 自動偵測製冰系統

2. 燈光照明

無燈光照明 → 冷藏有燈光 → 冷凍與冷藏皆有燈光

3. 除臭功能

使用者外購除臭裝置 → 冰箱內建除臭裝置 → 急速除臭按鍵

4. 關門警示

冰箱門沒關好 → 發出警示聲 → 發出警示聲與顯示警示燈

5. 電動抽屜／門

手動拉門 → 輕觸電動門

6. 內部空間分層存放

單層開放式 → 單層密閉隔間 → 單層密閉多格

7. 冷藏室與冷凍室位置

冷凍在上，冷藏在下 → 冷藏室在上，冷凍室在下

8. 冰箱寬度

冰箱強調超大容量 → 寬度變窄，廚房空間寬敞

9. 溫度控制界面

庫內調整溫度 → 庫外調整溫度 → 自動調節溫度

10. 冰箱氣流

直吹氣流 → 廣角氣流 →3D 氣流

11. 急速冷凍室

無要求冷凍速度 → 短時間內冷凍食物 → 熱料理急速冷凍

12. 微凍結室

冷凍食材需解凍料理 → 食材取出即可料理

13. 外觀顏色

單色淺色系 → 雙色系 → 顏色選擇豐富

14. 庫外液晶顯示面板

庫外溫控面板 → 多功能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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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製冰功能的演化過程
其中自動給水製冰系統，將給水、製冰、離冰
的三項步驟，形成連續性、自動化的操作流程，可

室製冰盒內，開始製冰，當製冰完成後，蓄冰盒有
感測器檢測冰塊儲存量是否足夠，不足時製冰盒會

對應至 S13「動態性」第三階段（完全彈性系統），

自動扭轉，將剛製成的冰塊倒入蓄冰盒，透過自動

以及 I29「減少人為參與」第五階段（人力＋自動工
具），此系統也讓使用者更佳方便製作冰塊，可對

製冰、自動離冰兩個系統，彼此交互感測，讓使用
者隨時都有冰塊享用，可對應於 T32「動作協調」

應至 I22「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第三階段（方

第三階段（完全協調動作），以及 T33「節奏協調」

便），再者，從 I28「控制度」而言，當水箱沒水時，
指示燈會亮起，告知使用者要添加冷開水，讓製冰

第三階段（共振/共鳴），如表 5 所示。其他的冰箱
功能演化，也基於所蒐集冰箱功能內容資料，根據 5

功能保持循環，達到第三階段（回饋），最後，在
自動偵測製冰過程中，將冷藏室水箱的水抽至冷凍

位專家意見共識，依循上述的方法進行判斷，彙整
如表 5 至表 8 所示。

表 5. 「方便性」之演化參數與等級判斷
關鍵因素

功能

製冰功能

判斷參數等級說明
自動給水製冰系統
自動製冰具便利性
水箱補水訊息回饋
自動製冰、自動離冰
冷凍與冷藏皆有燈光

燈光照明
方便性
除臭功能
關門警示

光線可部份穿透
燈光照明具穩定性
內建除臭裝置
急速除臭按鍵
提醒聲與警示燈
警示具提醒效果
聲音與燈號雙重設計
輕觸方式開關

電動抽屜／門

演化趨勢參數
動態性
減少人為參與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控制度
動作協調
節奏協調
打破邊界
單-雙-多(同質性)
增加透明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控制度
增加感官的使用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設計考量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減少人為參與
控制度

演化等級
S13-3
I29-5
I22-3
I28-3
T32-3
T33-3
S9-2
I14-2
I21-2
I22-2
I22-2
I28-2
I19-2
I22-1
I24-2
I22-3
I29-5
I28-2

表 6. 「空間設計」之演化參數與等級判斷
關鍵因素

功能
空間分層存放

空間設計

冷藏室與冷凍
室位置
冰箱寬度

判斷參數等級說明
單層密閉多格
方便整理取用
冷藏室在上，冷凍室在下
調整冷藏與冷凍室位置
依使用者使用頻率調整
寬度變窄，廚房空間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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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趨勢參數
單-雙-多(同質性)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自由度
打破邊界
設計方法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演化等級
I14-4
I22-3
I25-1
I26-2
I30-2
I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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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溫度控制」之演化參數與等級判斷
關鍵因素

功能

溫度控制界面

溫度控制
冰箱氣流
急速冷凍室
微凍結室

判斷參數等級說明
無需調整溫度
多點感應器設置
既定溫控調節模式
自動偵測調節溫度

演化趨勢參數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設計考量
自由度
控制度
減少人為參與
設計方法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幾何進化(立體)
設計方法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單-雙-多(同質性)

達到穩定設計狀態
3D 氣流，冷度均勻分布
由上、左、右三方向吹動
達到穩定設計狀態
熱料理急速冷凍
冷凍室與微凍結室

演化等級
I22-3
I24-3
I25-1
I28-3
I29-5
I30-2
I22-2
S11-2
I30-2
I22-3
I14-2

表 8. 「外觀設計」之演化參數與等級判斷
關鍵因素

外觀設計

功能
外觀顏色
庫外液晶顯示面板

判斷參數等級說明
金屬鏡面，顏色選擇豐富
多功能面板
面板熄燈即隱藏
簡化面板功能

演化趨勢參數
增加顏色的使用
單-雙-多(變異性)
增加透明
顧客採購所關注的焦點
簡約設計

演化等級
I20-3
I15-4
I21-1
I22-3
I27-2

邁進，須結合「通訊功能」、「攝影機」、「傳感
4.2 繪製冰箱功能演化雷達圖
本研究蒐集冰箱功能內容資料，依「方便性」、

器」，冰箱跟使用者須雙向互動，使用者可輕鬆管

「空間設計」、「溫度控制」、「外觀設計」分類

理自己的冰箱。I21「增加透明」目前處於第二階段
（部份透明），預測往第三階段（全部透明）邁進，

區分，進行演化趨勢參數辨識及演化等級判斷，如
表 5 至表 8 所示。在各項資料表中，若該項功能僅

透過通訊軟體來監控冰箱內部食物狀況，冰箱燈光
須完全穿過，無任何限制，要讓使用者可透過手機

對應一項功能演化特徵值，則將此功能直接歸類至
該項演化趨勢參數等級，但若一項演化趨勢參數對

清楚看到冰箱內部狀況。使用者可透過通訊軟體來
監控冰箱內部狀況，這時考慮到不同操作模式(開
門、關門…等)，冰箱照明須在透明、部分透明及不

應超過一項以上的功能，則採用平均數法進行計

透明三者間改變，冰箱即使門關起，使用者也可得

算，其平均值即為此項演化趨勢參數等級。最後透
過 Microsoft Excel，繪製對應於「方便」、「空間設

知冰箱內部狀況，如圖 9 所示。
(2) 關門警示功能

計」、「溫度控制」、「外觀設計」的演化雷達圖，

I22「顧客採購所關注」目前處於第一階段（表

如圖 5 至圖 8 所示，並在圖中呈現出目前演化狀態
與演化極限，以便發掘具有產品發展潛力的參數，

現），預測往第二階段（可靠）邁進，I19「增加感
官的使用」目前處於第二階段（2 個感官），預測往

進行冰箱未來趨勢的創新產品構思。

第三階段（3 個感官）邁進，使用者一時疏忽常忘了
5. 創新產品構思

關冰箱門，目前設計僅有警示燈與提醒聲來告知使
用者，可在冰箱內部多點操作點設置溫度感應器，

5.1「方便性」創新構思
(1) 燈光照明功能
S9「打破邊界」目前處於第二階段（少數邊

能清楚偵測到溫度變化，當溫度異常升高時，可透

界），預測往第三階段（無邊界）邁進，I14「單-

所示。

過通訊軟體主動傳送訊息給使用者，告知冰箱哪區
域未關好，讓使用者更信賴關門警示功能，如圖 10

雙-多(同質性)」目前處於第二階段（雙系統），預
測往第四階段（多系統）邁進，國人每天使用手機
超兩個小時已有 80%以上，冰箱將會往智慧型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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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方便性」功能演化雷達圖

圖 6. 「空間設計」功能演化雷達圖

圖 7. 「溫度控制」功能演化雷達圖

圖 8. 「外觀設計」功能演化雷達圖

全室皆有燈光
照明、攝影機

可透過手機查詢
冰箱狀況

圖 9. 「燈光照明」功能創新設計
資料來源：Bosch Refrigerator (2021)、Sand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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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裝溫度感應器

門未關好，會主動傳
送訊息給使用者

圖 10. 「關門警示」功能創新設計
資料來源：Bosch Refrigerator (2021)、Sande (2017)
手機通訊軟體來調整溫度控制，讓使用者隨時掌握
某區塊隔層溫度，增添使用者使用上便利性。I28「控

5.2「空間設計」創新構思
(1) 冷藏室與冷凍室位置
I25「自由度」處於第一階段（1 自由度），預

制度」目前處於第三階段（回饋），預測往第四階
段（智慧回饋）邁進，讓使用者可以自由設定區域
溫度，隨時掌握某區塊隔層溫度，且自動對使用者

測往第三階段（3 自由度）邁進，I26「打破邊界」

對發訊者傳遞告知此溫度已維持時間，增添使用者

目前處於第二階段（少數邊界），預測往第三階段
（無邊界）邁進，國人居住空間小，又有過年習俗，

使用上便利性，如圖 12 所示。

因此冰箱須具備彈性空間設計，冷凍室、冷藏室、
5.4「外觀設計」創新構思
(1) 外觀顏色、庫外液晶顯示面板功能

蔬果室自由切換，不需要任何限制，不須再為保存
食物空間不足傷透腦筋，增加使用者方便。I30「設
計方法」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穩定狀態設計），預

I21「增加透明」目前處於第一階段（不透明），

測往第三階段（考慮暫時效果）邁進，考慮不同的
暫時效果操作狀況，不需要任何限制，冷凍、冷藏、

預測往第二階段（部份透明）邁進，掌握未來科技
功能，引進「變色玻璃」將不透明的玻璃變成透明，

蔬果室可自由切換，如圖 11 所示。

無須打開冰箱就可知道冰箱內部食物狀況，可以減
少能源損耗。另外，I20「增 加 顏 色 」目前處於第
三階段（使用可見光譜色），預測往第四階段（全

5.3「溫度控制」創新構思
(1) 溫度控制界面
I25「自由度」目前處於第一階段（1 自由度），

彩）邁進，透過智慧玻璃的運用，可隨著裝潢而有
所變化，顏色選擇豐富，讓消費者依照自己喜好選
擇。I27「簡約設計」目前處於第二階段（消除非關

預測往第二階段（2 自由度）邁進，I30「設計方法」

鍵組件），預測往第三階段（消除非關鍵次組件）

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穩定狀態設計），預測往第三
階段（考慮暫時效應）邁進，挖掘潛在用戶的痛點，
例如：熱愛烘培的族群，需要隨時掌握溫度，冰箱

邁進，可同時引進「手勢感應器」使用者只要揮動
雙手，就可以將不透明的玻璃變成透明，如圖 13 所

的溫控界面可直接調整各區域的溫度，也可以透過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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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室

冷藏室

冷凍室

自
由
切
換

圖 11. 「彈性空間」功能創新設計
資料來源：Bosch Refrigerator (2021)

自由設定區域溫度

透過手機隨時
掌握溫度

圖 12. 「溫度控制」功能創新設計
資料來源：Bosch Refrigerator (2021)、Sande (2017)

採用變色玻璃，可依個人喜好調整雙手
一揮，看到冰箱內部狀況

圖 13. 「外觀設計」功能創新設計
資料來源：Dreamstim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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