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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依序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結論、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議，茲將相

關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將先說明全體樣本之實證結果，並將其與相關模式之實證結果與意函彙

整於表 6-1~4。 

 

(一 ) 全體樣本之實證結果 
 
茲將以整體樣本為主迴歸模型之實證結果列示如下： 

 
 

1.產品交叉效售數與顧客利潤正相關 

    由迴歸結果顯示，產品交叉銷售數與顧客利潤成正相關，且達 5%之顯著水

準，故支持假說。此項實證之結果隱含：個案公司可以透過對既有顧客銷售其他

產品，增加顧客購買產品的種類以提升顧客之利潤，另一方面，亦顯示個案公司

過去藉由深耕顧客關係，加深與顧客往來程度之策略獲得相當正面之成果，購買

較多產品種類的顧客確實帶給公司較高的利潤。 

 

2.銷售人員職等與顧客利潤呈正相關 

    如前所述，由於資料取得之困難，本研究以銷售人員之職等作為銷售人員經

驗與相關年資之代理變數，而迴歸之結果亦指出銷售人員的職等與顧客利潤成正

相關，且達 5%之顯著水準，故支持假說。由上述之實證結果可知，顧客帶給個

案公司之利潤高低亦會受到銷售人員因素之影響，因此個案公司在招募銷售人才

時，確實可以相關工作之經驗做為考量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由於個案公司對

於職等較高之銷售人員會訂定較高之業績標準，因此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亦隱含，

擁有較高銷售目標的銷售人員，會有較大的誘因增加既有顧客之利潤貢獻，因

此，個案公司應可結合目標管理與其他如 EVA等相關之獎酬制度，激勵銷售人

員，使其產生更高之誘因以創造顧客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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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顧客基本屬性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由迴歸之結果可發現，顧客規模大小與顧客利潤間之關係並不顯著。經進

一步與個案公司相關主管討論後得知，目前個案公司雖以資產規模較大的公司為

主要之目標顧客，然而並非所有大規模的顧客皆與個案公司擁有深度的往來關

係，因此使得該變數並不顯著，另一方面，個案公司主管並進一步指出，不同行

業別的顧客，其相對規模與資本結構亦不相同，此亦可能為該變數不顯著的原因

之一。 

     另一方面，個案公司將顧客之成立年數視為顧客誠信與穩定的指標之一，

因此，亦將其視為主要往來的參考對象之一，且較願意在合理的範圍內，深耕與

該類顧客之關係，以增加其對銀行之利潤貢獻，而實證之結果指出顧客成立年數

與顧客之利潤呈現正相關，且顯著水準亦達 5%,，支持本研究之假說推論。 

 

4.顧客創新能力對顧客利潤呈正相關 

     由迴歸之結果發現，顧客前三年專利權擁有數與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且

達 1%之顯著水準，故支持假說。此實證之結果意含，具創新能力之公司由於具

有較高的成長潛力，若能與其維持良好的關係，應可為個案公司帶來較高的利

潤，而個案公司相關之主管亦指出，具發展潛力與創新能力之顧客，長久以來，

一直是工業銀行極力爭取的對象，然目前個案公司並未發展衡量顧客創新能力之

確切指標，亦未衡量具該類屬性之顧客帶給銀行之利潤，因此，本研究之實證結

果應可提供個案銀行評估往來顧客之參考。 

     除了專利權擁有數外，本研究亦採顧客前三年研究發展重視程度(研究發展

費用/營業收入淨額)做為顧客創新能力之衡量變數，然實證之結果並不顯著。而

在上述衡量創新之變數中，專利權擁有數顯著而研發重視程度則否，可能係因研

究發展費用係屬於創新活動之「投入」，而申請成功的專利權則代表企業創新活

動成果的「產出」，然投入資源之多寡並不能完全轉換為實質的產出，中間亦可

能產生相關的無效率或損失，因此，應以專利權做為衡量創新之指標，相較於其

他指標而言，專利權和研發活動之成果有更為直接的關聯(Pakes,1985；Connolly & 

Hirschey , 1990)，在經與個案公司相關主管進一步訪談之後，該相關主管亦指出，

相較於專利權，研發費用投入所產生之效益較不易衡量，因此亦贊同以專利權做

為衡量企業創新成果之指標較為明確，然本研究以為，就研發費用重視程度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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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而言，雖然研究之結果不顯著，仍可以以其搭配顧客專利權擁有數，做為了

解管理當局管理特性之輔助指標之一。 

 

5.顧客財務面屬性對顧客利潤影響顯著 

    在顧客財務面屬性方面，實證結果發現顧客前三年平均營收成長率對顧客利

潤之影響呈正相關，顧客前三年之平均資產報酬率對顧客利潤呈負相關，故驗證

假說。因此，上述結果應可提供個案公司與顧客往來之參考，該公司除可積極深

耕成長趨勢較佳的顧客外，對於獲利能力較高之顧客，亦可設計相關之金融商

品，為該類顧客量身訂做適當的融資方式，以增加其與銀行往來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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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全部樣本實證結果彙整表 
構面 項目 研究假說 實證結論 隱含意涵 

顧客交易
習性 

顧客交易習性 H1：顧客產品交叉銷售數對顧客
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個案公司可以透過對既有顧客銷售其他產品，增加顧客購買產品
的種類以提升顧客之利潤，另一方面，亦顯示個案公司過去藉由
深耕顧客關係，加深與顧客往來程度之策略獲得相當正面之成
果，購買較多產品種類的顧客確實帶給公司較高的利潤。 

銷售人員
特質 

銷售人員特質 H2：銷售人員職等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顧客帶給個案公司之利潤高低亦會受到銷售人員因素之影響，因
此個案公司在招募銷售人才時，確實可以相關工作之經驗做為考
量的因素之一。 

顧客規模 H3：顧客規模對顧客利潤存在正
相關 

不支持假說 目前個案公司雖以資產規模較大的公司為主要之目標顧客，然而
並非所有大規模的顧客皆與個案公司擁有深度的往來關係，因此
使得該變數並不顯著，且不同行業亦擁有不同資本結構 

顧客基本
屬性 

顧客成立年數 H4：顧客成立年數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個案公司將顧客之成立年數視為顧客誠信與穩定的指標之一，因
此，亦將其視為主要往來的參考對象之一，且較願意在合理的範
圍內，深耕與該類顧客之關係，以增加其對銀行之利潤貢獻 

顧客獲利能力 H5：顧客前三年平均 ROA對顧
客利潤存在負相關 

支持假說 此實證之結果隱含，當顧客獲利能力較高，自有資金較充足時，
較不會產生與銀行往來之需求，相對也擁有較高的議價能力，因
此，未來個案公司應可針對該類績優之公司，設計相關之金融商
品，為該類顧客量身訂做適當的融資方式，以增加其與銀行往來
之誘因。 

顧客財務
面屬性 

顧客成長趨勢 H6：顧客前三年平均營收成長率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此實證之結果隱含，顧客加入工銀前三年的營收成長趨勢，可做
為預測顧客利潤高低與否之衡量指標。 

H7：顧客前三年申請專利擁有數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具創新能力之公司可為銀行帶來較大的利潤，可以其做為選擇顧
客之參考指標。 

顧客非財
務面屬性 

顧客創新能力 

H8：顧客前三年研發費用重視程
度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可能係因研究發展費用係屬於創新活動之「投入」，與實際產出
間仍有差距，較難衡量其所產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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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依期間別區分顧客實證結果 彙總表 

研究假說 短期顧客 中長期顧客 隱含意涵 
H1：顧客產品交叉銷售數對顧客
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不論長短期交叉銷售都可增加顧客之利潤。 

H2：銷售人員職等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就長期而言，銷售人員特質會對顧客利潤產生影響，但短期
內影響不顯著。 

H3：顧客規模對顧客利潤存在正
相關 

不支持假說 
 

不支持假說 
 

顯示不論短期或中長期，顧客規模對顧客之利潤影響不顯著。 

H4：顧客成立年數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成立年數較久的顧客，長期而言能帶來較多得利潤。 

H5：顧客前三年平均 ROA對顧
客利潤存在負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獲利能力越佳的顧客就長期而言，帶給企業的利潤越低。 

H6：顧客前三年平均營收成長率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顧客前三年的營收成長趨勢，應可做為預測顧客長期利潤高
低與否之衡量指標。 

H7：顧客前三年申請專利擁有數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就長期而言，具創新能力之公司可為銀行帶來較大的利潤，可以
其做為選擇顧客之參考指標。 

H8：顧客前三年研發費用重視程
度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不支持假說 顯示不論短期或中長期，顧客研究發展重視比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皆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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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依行業別區分顧客實證結果 彙總表 
研究假說 高科技業 非高科技業 隱含意涵 

H1：顧客產品交叉銷售數對顧客
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個案公司可以透過對既有之高科技業顧客銷售其他產品，增加顧
客購買產品的種類以提升顧客之利潤 。 

H2：銷售人員職等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高科技產業顧客帶給個案公司之利潤高低亦會受到銷售人員因
素之影響。 

H3：顧客規模對顧客利潤存在正
相關 

不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就高科技業顧客而言，顧客規模大小對顧客之利潤影響不顯著。 

H4：顧客成立年數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可能係因目前個案公司之高科技業往來顧客大多數成立年數較
短，因此顧客成立年數對顧客利潤之影響較不顯著。 

H5：顧客前三年平均 ROA對顧
客利潤存在負相關 

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顯示在高科技產業中，獲利能力越佳的顧客帶給企業的利潤越
低，與全部樣本之迴歸結果相同。 

H6：顧客前三年平均營收成長率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此實證之結果隱含，高科技產業顧客加入工銀前三年的營收成長
趨勢，亦可做為預測顧客利潤高低與否之衡量指標。 

H7：顧客前三年申請專利擁有數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在高科技產業，具創新能力之公司可為銀行帶來較大的利潤，可
以其做為選擇顧客之參考指標。 

H8：顧客前三年研發費用重視程
度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模式不顯著 該實證之結果顯示，即使在高科技產業，顧客研究發展重視比對
顧客利潤之影響仍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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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高科技業不同往來期間顧客利潤影響因素 實證結果彙總表 

研究假說 高科技短期顧客 高科技中長期顧客 隱含意涵 
H1：顧客產品交叉銷售數對顧客
利潤存在正相關 

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不論長短期交叉銷售都可增加高科技業顧客之利
潤。 

H2：銷售人員職等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就長期而言，銷售人員特質會對高科技業顧客利潤
產生影響，但短期內影響不顯著。 

H3：顧客規模對顧客利潤存在正
相關 

不支持假說 
 

不支持假說 
 

顯示不論短期或中長期，高科技業顧客規模大小對顧客
利潤之影響並不顯著。 

H4：顧客成立年數對顧客利潤存
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不支持假說 
 

顯示在高科技業，顧客之成立年數皆不會影響顧客之利
潤。 

H5：顧客前三年平均 ROA對顧
客利潤存在負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獲利能力越佳的顧客就長期而言，帶給企業的利潤
越低。因此，個案公司可針對高科技業設計相關之金融
商品，為該類顧客量身訂做適當的融資方式，以增加其
與銀行往來之誘因。 

H6：顧客前三年平均營收成長率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顯示顧客前三年的營收成長趨勢，亦可做為預測高科技
業顧客長期利潤高低與否之衡量指標。 

H7：顧客前三年申請專利擁有數
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支持假說 就長期而言，具創新能力之公司可為銀行帶來較大的利
潤，可以其做為選擇高科技顧客之參考指標。 

H8：顧客前三年研發費用重視程
度對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不支持假說 不支持假說 顯示不論短期或中長期，顧客研究發展重視比對顧客利
潤之影響皆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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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依期間別區分顧客之實證結果 

    由上述實證結果可知，中長期往來顧客所有顯著的顧客皆與全部樣本

顧客相同，然而在短期往來之顧客中，僅有產品交叉銷售數達顯著之水準，

因此，本研究推論，在短期中，交叉銷售係增加顧客利潤最明確的方式，

然而，就長期而言，顧客利潤的高低則會受到銷售人員、以及顧客本身相

關的屬性所影響，因此，就長期而言，個案公司若欲提升顧客之利潤，除

了交叉銷售的策略外，亦應在事先適當的評估顧客特質，找出具獲利潛力

之顧客，並適當招募與激勵適當的銷售人員，選擇正確的顧客深耕顧客關

係，使公司能從顧客上取得最大的利潤，而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應可提供

個案公司做為選擇顧客、擬定對中長期顧客策略時之參考。 

然而，由於上述短期顧客之樣本量小於 30，可能會對相關迴歸之結果

造成影響，此實為本研究最大之研究限制之一，因此，後續之學者應可俟

日後個案公司顧客數相對提高後，針對本研究之限制做一補充。 

 

 

(三 ) 依行業別區分顧客之實證結果 

   由上述實證結果可知，高科技產業顧客之利潤影響因素，大致而言和

全部樣本之影響因素相同，僅在公司成立年數變數方面變為不顯著，推究

其原因，可能係因目前個案公司之高科技業往來顧客大多數成立年數較

短，因此顧客成立年數對顧客利潤之影響較不顯著。 

除此之外，在非高科技產業顧客樣本中，本實證模型不顯著，可能係

由於目前個案公司係以高科技業為其主要目標顧客群，因此相關之交叉銷

售策略、銷售人員主要接觸對象等皆集中於高科技產業，對於非高科技產

業顧客則較不重視，因此使得上述兩實證模型之解釋能力差別甚大，另一

方面，亦代表非高科技產業之顧客獲利原因，可能係由其他因素影響，值

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此外，在高科技業顧客中亦可發現，顧客往來期間對顧客利潤存有顯

著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擬再進一步將高科技業顧客區分為短期、中長期顧

客探討相關之利潤影響因素。茲將相關實證結果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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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高科技業不同往來期間顧客利潤影響因素 

   由以上實證結果可知，短期內，影響個案公司高科技產業顧客之因素以

顧客之交叉銷售數最為顯著，因此，本研究以為，在短期內影響顧客利潤

最重要的因素，應為顧客之交叉銷售數，然而，當與顧客往來時間超過一

年時，除了顧客產品交叉銷售數，個案公司相關銷售人員的特質與能力、

顧客本身之屬性(如顧客前三年專利權擁有數、前三年平均 ROA、營收成長

率等)皆會影響顧客之利潤，因此，為了追求與高科技業顧客之長期利潤最

大化，個案公司亦應將上述影響因素列為與顧客往來時之考量。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採取實地實證方式，僅針對一個案銀行授信業務進行研究，故

部份之研究結果可能無法適用於所有銀行業。 

 

二、由於個案公司僅成立三年餘，因此顧客樣本相對較小，使得本研究某

些實證模型樣本數小於 30，僅能以無母數排序迴歸測試樣本中各變數大略

之關係。 

 

三、個案公司 ERP系統係於 2001.1正式上線，因此本研究之研究期間僅從

2001年開始，並未包括所有期間之顧客資訊。 

 

四、由於個案公司某部份顧客資料庫尚在整合中，並非所有顧客皆具備完

整的資料，除此之外，尚有部分顧客係屬於未公開公司，無法取得完整之

財務資訊，使得本研究無法以全部顧客樣本從事研究。 

 

五、基於個案公司顧客資料之機密性，本研究之原始資料，無法揭露，僅

以統計後之結果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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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結論，針對個案公司與後續研究者之建議如下： 

 

一、對個案公司之建議 

(一)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知，個案公司目前所採行之交叉銷售策略，對於

顧客利潤的提升，確實有著正面的影響，應可繼續維持。另一方面，

銷售人員特質亦會影響顧客所帶來的利潤，因此，若能持續投資、培

養、激勵或招募適任的銷售人員，應可為個案公司帶來較高的顧客利

潤。 

    

(二)在顧客屬性方面，本研究之發現，可部分證實融資順位理論之合理性，

因此日後個案公司在選擇目標顧客時，應可將顧客前幾年之營收成長

率列為參考的重點；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當顧客之獲利能力越

強時，可能係因擁有較多的自有資金，故帶給銀行之利潤較低，因此，

個案公司應可針對該類顧客，結合本身工業銀行之優勢，設計符合顧

客所需之金融商品，增加顧客與銀行往來之誘因，以提升該類顧客的

利潤。 

 

(三)本研究實證結果亦顯示不同往來期間之顧客，其利潤高低之影響因素亦

不相同，就短期而言，交叉銷售數是增加顧客利潤最顯著之方式，然

而就長期而言，顧客利潤亦受其他因素如銷售人員與顧客本身屬性的

影響，因此，除了繼續採行交叉銷售策略外，亦應正確辨認顧客特質、

持續投資培養或招募適任的銷售人員，維持與顧客之往來關係，有效

提升顧客利潤。 

 

(四)除了往來期間外，本研究亦發現不同產業別之顧客利潤存有顯著的差

異，且由於競爭激烈的關係，高科技業顧客之利潤低於非高科技業，

因此，個案公司應可選擇真正能帶給銀行利潤之顧客(如擁有較多專利

權、營收成長佳之顧客)，以提升高科技業顧客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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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由於個案公司僅成立三年餘，在考量資料可取得性後，僅以 2001、2002

年間存有交易之顧客為研究樣本，建議未來之研究者可延長研究期

間，並取得較多的顧客樣本，深入探討個變數間的關係。 

 

(二)由於個案公司成立期間不長，因此，相關業務顧客的利潤尚難衡量(如

投資業務)，因此，本研究僅選擇較易衡量顧客利潤的授信業務為研究

對象，建議後續之研究者，日後可結合個案公司存款、投資、證券等

業務，進行全面性的探討。 

 

(三)本研究係從顧客本身屬性、交易習性與銷售人員特質探討顧客利潤之影

響因素，然基於資料可取得性、時間與樣本之限制，並未取得所有可

能影響顧客利潤因素之資料，建議後續之研究者，可結合問卷或相關

資料庫之使用，繼續探討有關員工特質、顧客屬性、訴求、滿意度、

忠誠度、荷包佔有率等因素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