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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文獻回顧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將先回顧有關介紹顧客利潤

觀念之文獻，其次，由於本研究係探討顧客交易習性、銷售人員特質與顧

客本身屬性對顧客利潤的影響，因此在第二部分之文獻將依一、顧客交易

習性，二、銷售人員特質與三、顧客屬性等三部分探討顧客利潤的影響因

素。 

第一節 顧客利潤觀念之文獻 

  根據以往相關的研究，學者對於顧客利潤之看法皆不盡相同，如

Mulhern (1999), Blattberg and Dighton(1996), Kotler,Leong and Tan(1996), 

Wyner (1996), Keane and Wang(1993), Dwyer(1989)分別提出了 Customer 

Profitability, Customer Equity,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ustomer Valuation, 

Lifetime Value, Customer Lifetime Valuation等相似之概念。茲將上述學者之

觀點及相關之定義列示如下表： 

表 2-1 顧客利潤相關文獻 

學者 定義 

Ness, Schroeck, Letendre and 
Douglsa (2001)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顧客在生命週期中帶給企

業之利潤，而顧客之利潤，

係由顧客之收入扣除相關

之取得、提供、服務、維持

成本後所計算而得之金額。 

Mulhern(1999)，宋家瑜
(2001) 

Customer 
Profitability 

組織從個別顧客身上所獲

得的貢獻淨額 

Blattberg and Dighton(1996) Customer Equity 顧客在生命週期中得以抵

銷企業固定成本之貢獻總

額，扣除以企業目標報酬率

折現後之行銷投資淨額 

Kotler,Leong and Tan(1996)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顧客在一般生命年數中購

買而產生之利益 

Wyner (1996) Customer Valuation 顧客在特定使用狀況，並為
達成目標及目的下，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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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屬性、屬性表現及使用

產品之情境，所知覺之偏好

及衡量之價值 

Keane and Wang(1993) Lifetime Value 計算獲得和服務顧客的成

本，以及考慮隨著時間之經

過，為了維持或增進顧客忠

誠度所產生之成本 

Dwyer(1989) Customer Lifetime 
Valuation 

每一個顧客預期收益之現

值減去負擔 

資料來源：修正自宋家瑜(2001)，顧客利潤影響因素之實地實證研究-以某
銀行法人授信戶為探討對象，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未出版論文。 

 

由上可知，不同的學者基於不同之角度分析，對於相關名詞之定義亦

不甚相同，而本研究擬採用Mulhern(1999)與宋家瑜(2001)之看法，將顧客

利潤定義為：一段期間內，企業對個別顧客之收入減除其所消耗資源成本

後之利潤淨值。 

以下將列示上述較具代表性以及與本研究較相關之文獻，以作進一步

之說明： 

1.Ness, Schroeck, Letendre and Douglsa (2001) 

【研究主題】 

該研究主要係在說明應以顧客生命週期來衡量顧客的價值，而在計算

顧客生命週期價值時，應以顧客之最終利潤而非以收入為計算基礎，亦即，

企業在計算顧客之價值時，不應僅注重顧客所能產生的利潤，更應考量到

不同顧客所產生不同的成本，如此，才能正確衡量顧客的價值，作出正確

的決策，除此之外，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在計算顧客利潤時，亦應以 ABC制

度取得正確之成本資訊，並進一步發揮管理上之意涵。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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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如上所述，該研究指出實行 ABC成本制度係正確計算顧客成本的先決

條件，也惟有正確的成本資訊才能正確衡量每一位顧客所產生的利潤，而

在計算顧客價值時，應結合顧客生命週期的觀念，以長期的觀點探討每位

顧客帶給企業的利潤，除此之外，該研究亦指出以顧客生命週期觀念衡量

顧客之價值時，顧客之成本主要可分為四類，茲將相關成本之分類與概念

敘述如下： 

 

1. 取得成本(Cost to Acquire)：係指在取得顧客流程中所發生的成本，例如

電話行銷、顧客拜訪、產品提案與契約簽訂等成本； 

2. 提供成本(Cost to Provide)：係指提供給顧客之產品或服務的成本，如產

品之直接人工、直接原料成本； 

3. 服務成本(Cost to Serve)：係指取得顧客後其他可歸屬給該顧客之顧客成

本，如相關產品之倉儲成本、配送成本、帳戶處理成本、顧客諮詢處理

成本等等； 

4. 維持成本(Cost to Retain)：係指在與顧客第一次交易完成後，為了延續

或加強與顧客之關係所產生之成本，如對既有顧客推銷新產品或進行交

叉銷售行銷所產生之成本。茲將相關之成本與顧客生命週期價值之概念

圖列示如下： 

 

 

 

 

 

 

顧
客
生
命
週
期
價
值

取得成本

維持成本服務成本提供成本收入 ＝

維持成本服務成本提供成本收入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及以後

顧
客
生
命
週
期
價
值

取得成本

維持成本服務成本提供成本收入 ＝

維持成本服務成本提供成本收入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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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該研究亦指出，傳統以人口統計變數或行為變數區隔顧客之方

法稍嫌不足，應再加入顧客利潤變數(該研究稱之為價值區隔變數-value 

segmentation)以了解再不同區隔下不同顧客之利潤狀況，亦即適當的結合

ABM、CLV與適當的顧客區隔方式，將可提供企業更多的管理意函以協助

其訂定正確的策略。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作者指出，當企業取得顧客後，在不同的顧客生命週期，相關的成

本會有不同的比重，因此亦會影響顧客帶給企業之利潤，所以企業應利用

相關的成本制度取得了解不同階段顧客所耗用企業的資源，而本研究擬承

續其精神，探討與銀行不同往來期間的顧客，其利潤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 

 

2.Francis J.Mulhern (1999) 

【研究主題】 

當行銷活動之焦點轉向與顧客建立直接與互動溝通的關係後，顧客利

潤分析在企業擬定決策時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該研究承續之前研究

之精神，提出一衡量顧客生命週期價值之觀念性架構，並指出研究者應謹

慎界定各項投入因素，以確保衡量模型之正確，除此之外，該作者亦提出

顧客利潤分析研究未來可發展的方向。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及個案分析 

 

【研究結果】 

    該作者指出進行顧客利潤分析研究時，應謹慎界定各項投入因子，茲

將相關之因子與其內容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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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顧客單位：指出應界定研究顧客之單位、層級、顧客為現行或未來潛在之

顧客，除此之外亦應界定顧客是否已久未和企業交易。 

2.產品/服務：應界定研究對象產品與服務之層級。 

3.顧客利潤衡量：應界定研究對象利潤之組成項目、所研究之範圍係屬現在

或未來、品牌或商標之利潤，除此之外，研究資料之期間亦應加以確認。 

4.成本分攤：例如，應區分變動成本及取得成本 

5.顧客利潤分析模型 

於界定投入因子後，作者指出透過顧客利潤分析可以幫助企業制定行

銷的決策，例如分辨應保留之顧客、分配行銷資源等。除此之外，作者認

為從事顧客利潤分析，未來可朝以下三個方向發展： 

 

1. 決定顧客利潤之關鍵因素為何 

2. 每一顧客利潤程度差異的原因為何 

3. 如何運用衡量顧客利潤之結果，幫助制定行銷決策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擬採用該作者對顧客利潤之定義：以個別顧客之收入減除其所

消耗資源成本後之淨額最為分析之基礎，除此之外，作者在該研究中指出

探討顧客利潤關鍵因素的研究方向，以及從事顧客利潤分析之研究應嚴謹

界定各投入因子等皆為本研究探討之架構基礎。 

 

3.Wayland and Cole (1997) 

【研究主題】 

指出企業競爭力之來源從最初的企業內部，慢慢演變成需要與供應商

及相關夥伴建立良好之關係，而現代企業之競爭除了兼顧上述兩者外，更

應注重與顧客之互動，將顧客視為資產，並從中獲取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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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及個案分析 

【研究結果】 

  作者指出顧客為企業利潤的來源，故應從分析個別顧客及顧客群所能

帶來的利益出發，以計算企業股東所能獲得之權益。作者認為顧客關係價

值係由四種主要要素所決定，企業應致力發展對顧客知識的了解與運用，

掌握該四要素，以創造企業本身的價值，茲將該四要素之內容列舉如下： 

1.顧客組合管理：係指選擇有價值的顧客關係及相關管理原則； 

2.價值定位：係指企業對於顧客的價值定位，包括：核心產品、延伸性服務

及對顧客提供整體之解決方案等； 

3.附加價值角色：係指企業應在顧客與供應商的相關價值鏈中尋求一能獲得

最大利潤回收之地位； 

4.報酬與風險之分享：係指顧客應與供應商互動以創造分享價值之基礎。 

 

【對本研究之啟示】 

  作者指出顧客關係係企業之資產，應透過上述四要素加以衡量，並進

一步指出企業可根據顧客所購買的數量、頻率、對產品特性或價格之敏感

度等將不同顧客分門別類，此概念與本研究欲探討顧客利潤的影響因素背

後之意函相當一致，而作者提出之分類方式亦可提供本研究探討影響顧客

利潤關鍵因素時之參考。 

 

4.宋家瑜 (2001) 

【研究主題】 

    該研究分別從兩大構面 1.作業及流程之複雜度，及 2顧客之屬性

探討影響顧客利潤之關鍵因素，希望以顧客利潤分析為基礎。找出影響顧

客利潤之關鍵因素，發揮管理及策略之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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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實地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國內某銀行之授信部門 

【研究結論】  

  該研究將影響顧客利潤之因素分為兩大構面與以探討，作者認為在作

業流程面作業及流程越複雜將會使企業之成本提高，進而降低顧客的利

潤；而在顧客屬性方面，顧客與企業交易之均額、購買之產品數量與顧客

之交叉銷售數，將會使企業之收入增加進而提昇顧客之利潤，而研究結果

大部分符合作者之預期。在作業流程面除了授後信管、案件維護以及自動

化服務等作業外，其餘結果皆與預期相符，因此作者認為上述不符之作業

項目應屬具附加價值之作業，可提供予管理階層作為管理之參考；而在顧

客屬性方面，除了顧客產品交叉銷售數外，其餘結果皆與作者之預期相符，

而作者指出該項差異發生之原因，一方面可能係因顧客雖增加購買該銀行

不同種類之產品，但每樣產品平均購買均額不高，使得公司獲利有限，另

一方面，係因種類增多亦會消耗公司資源，使得顧客利潤下降，因此建議

該銀行可加強與相關顧客之聯繫，並針對相關之交叉銷售行為做更詳盡之

分析，以獲取更明確之結果。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研究以作業基礎成本制度為骨幹，探討企業內部作業流程複雜度以

及顧客屬性與顧客利潤之關係，然如上所述，作者指出其顧客屬性之交叉

銷售變數並未符合預期之假設，應進一步探討背後之原因，本研究擬承續

其精神，除繼續探討顧客交叉銷售數對顧客利潤之影響外，將進一步探討

其他屬性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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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論  對本研究之啟示  

Ness, Schroeck, 

Letendre and 

Douglsa 

2001 說明顧客生命價值及

顧客利潤之計算方式

與觀念  

--- 敘述性研究 該研究指出以顧客生命週期觀念衡量

顧客之價值時，顧客之成本主要可分為

取得、提供、服務、維持等四類，並說

明應利用顧客利潤資訊以有效執行市

場區隔。  

不同的顧客生命週期相關的成本會有不同的比

重，因此亦會影響顧客帶給企業之利潤，而本研

究擬程序其精神，探討與銀行不同往來期間的顧

客，其利潤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  

Mulhern 1999 建構利潤分析系統之

架構  

製藥廠 834名

顧客  

敘述性研究及

個案分析  

提出一衡量顧客生命週期價值之觀念

性架構，並指出研究者應謹慎界定各項

投入因素，以確保衡量模型之正確，除

此之外，該作者亦提出顧客利潤分析研

究未來可發展的方向  

本研究擬採用該作者對顧客利潤之定義：以個別

顧客之收入減除其所消耗資源成本後之淨額最為

分析之基礎，除此之外，作者在該研究中指出探

討顧客利潤關鍵因素的研究方向，以及從事顧客

利潤分析之研究應嚴謹界定各投入因子等皆為本

研究探討之架構基礎。  

Wayland and Cole 1997 指出企業競爭力之來

源已演變成與顧客間

之良好關係，將顧客視

為資產，並從中獲取利

潤。  

--- 敘述性研究及

個案分析  

企業應致力發展對顧客知識的了解與

運用，掌握顧客組合管理、價值定位、

附加價值角色、報酬與資訊分享等四要

素，以創造企業本身的價值。  

作者指出顧客關係係企業之資產，應透過上述四

要素加以衡量，除此之外，企業可將不同特性顧

客分類並進一步探討其利潤高低影響因素，其概

念與分類方式亦可供本研究探討顧客利潤之參

考。 

宋家瑜  2001 自顧客屬性與作業流

程複雜度兩構面探討

影響顧客利潤高低之

因素  

某國內銀行 實地實證研究 作者認作業流程複雜度將會使企業之

成本提高，進而降低顧客的利潤；而在

顧客屬性方面，顧客與企業交易之均

額、購買產品數量與交叉銷售數，將會

使企業之收入增加進而提昇顧客利潤  

本研究擬承續其精神，除繼續探討顧客交叉銷售

數對顧客利潤之影響外，將進一步探討其他屬性

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表 2-2 顧客利潤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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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顧客利潤影響因素之相關文獻 

本節之文獻將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係探討顧客交易特質對顧客利

潤影響，第二部分則探討顧客本身屬性對顧客利潤的影響，最後則探討銷

售人員特質對顧客利潤之影響。茲將相關之文獻分段敘述如後。 

 

一、顧客交易習性影響顧客利潤之相關文獻 

回顧以往之文獻，不難發現有許多探討顧客交易習性與顧客利潤關係

的研究，而影響顧客利潤的因素甚多，諸如顧客滿意度(如 Nelson,1992；

Rust and Zahork,1993；Edvardsson et al.,2000)、忠誠度(如 Buzzell and 

Wiersema,1981 ab；Reichheld and Sasser,1990；Rust et al.,1995)、延續率(如

Dawkins and Reichheld,1990；Buchanan and Gillies,1990；Srinivasan,1996；

Kuntz and Hinshaw,1998)、關係品質(Crosby,Evants,and Cowles,1990)、購買

行為與顧客特徵(Niraj,Gupta and Narasimhan,2001；宋家瑜,2001)等等因子不

勝枚舉，茲將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列舉如下： 

 

1. F.Jarrar and Neely (2002) 

【研究主題】 

該研究主要係在探討一企業內部良好的交叉銷售系統應具備之要素為

何，作者結合學術界相關之研究文獻與實際個案，提出一套完整的交叉銷

售架構，並以某一個案銀行為例，說明該交叉銷售架構實際之運作狀況，

以提供相關金融機構實行 CRM時之參考。 

 

【研究方法】 

敘述性與實地研究 

 

【研究結果】 

該研究指出，近年來由於 CRM觀念之興起，各產業皆意識到藉

由一套完善的系統蒐集、分析與彙整顧客資料之重要性，在金融業，

對既有的顧客銷售不同的產品，以提升個別顧客對企業之利潤，長久

以來一直是各界所關心的議題，如上所述，該研究整合相關之學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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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與實際個案研究，提出成功實行交叉銷售之觀念性架構，以供學術

界與金融界相關人士參考，茲將相關之架構與介紹列示如下 

 

 

 

 

 

 

 

 

 

 

 

 

 

 

 

 

 

 

 

 

 

 

該研究指出，欲成功執行交叉銷售策略，首先應建立完善的 IT基礎建

設，如各個不同系統具備共同的標準，使得不同系統間之資料得以相互整

合，企業亦應建立良好的預測模型，以預測顧客之購買行為、尋求交叉銷

售之機會等，除此之外，該研究列出五項建構完善的交叉銷售引擎所應具

備之要素，1.具備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知識：如了解產品的用途、特色，可

滿足顧客何種需求等等；2.定期檢視策略，結合實際之銷售狀況，以驗證原

先策略邏輯，必要時因應實際狀況即時調整；3.訂定顧客接觸準則：企業應

訂定與顧客接觸的標準，例如何時該與顧客交談、介紹產品等等；4.即時：

各系統、資料庫所整合之顧客資料應即時更新，使需要資料之相關人員能

及時取得必要之顧客資訊；5.一致性：企業應持續不斷的努力以實現交叉銷

成功之交叉銷售系統

銷售人員能力 銷售人員之
態度與動機

整合的顧客資訊
(Integrated Customer View)

預測模型 (Predictive Modeling )

IT基礎建設

交叉銷售引擎 (Cross-Selling Engine)

成功之交叉銷售系統

銷售人員能力 銷售人員之
態度與動機

整合的顧客資訊
(Integrated Customer View)

預測模型 (Predictive Modeling )

IT基礎建設

交叉銷售引擎 (Cross-Selling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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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之價值。另一方面，作者指出，欲成功的實施 CRM，最重要也是最關鍵

的環節，在於銷售人員的能力，所有相關的 IT架構、資訊系統等皆為基礎

建設的建置，其所產生之資訊，惟有透過受過完善訓練的管理階層或銷售

人員取得並運用後才有效益，因此，企業應積極培養相關之銷售人員，使

其具備良好的銷售技能，同時亦應具備良好的體制，如公允的獎酬機制以

提升銷售人員之士氣與銷售績效。此外，企業亦應建構一完善的平台以蒐

集彙整有關顧客各方面的資訊，如顧客獲利、顧客滿意度、忠誠度、顧客

需求、抱怨次數、顧客交易歷史資料、顧客基本資料等，藉由全方面且整

合之顧客資訊以掌握顧客，提升交叉銷售之績效，在滿足顧客的同時獲取

利潤。 

最後，該研究更強調，正確的顧客利潤資訊乃成功執行 CRM的基石，

不同利潤程度與不同成本結構的顧客應採取不同的交叉銷售策略，惟有掌

握正確的顧客利潤資訊方能正確的執行交叉銷售策略以增加現有顧客的利

潤，否則，對利潤貢獻為負的顧客銷售更多不同的產品可能使該顧客更不

獲利。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作者指出，藉由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透過交叉銷售的機制以增

加既有顧客帶給銀行的利潤，是現今銀行面臨競爭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提升

績效的不二法門，因此，本研究擬進一步以公司之內部資料實際探討交叉

銷售是否能提高顧客帶給銀行之貢獻，而本研究之結果，應可提供個案公

司檢視交叉銷售策略績效時之參考。 

 

2.Niraj, Gupta and Narasimhan (2001) 

【研究主題】 

作者指出準確衡量企業現行顧客之利潤程度是預估未來顧客利潤之基

礎，其以供應鏈中的上游供應商為例，指出下游顧客之購買特性如何影響

顧客利潤，並提出衡量供應鏈中下游顧客特性對利潤影響之一般模型與衡

量方法，以供其他經營大型銷售或零售通路之企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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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以某一供應商超過五十個供應點之下游顧客資料樣本。 

 

【研究方法】 

  實證實地研究 

【研究結果】 

  作者將顧客之購買特性分為四類因素，探討其與顧客利潤之關聯，經

過資料分析後發現該四類因素皆會影響顧客之利潤，茲將該要素及內容列

述如下： 

1. 數量 (Volume)： 

作者指出成本動因可分為單位成本動因、交易層及成本動因(成本

隨著每次交易增加)、組織層及成本動因(成本隨著每個交易個體之數目

增加)等，因此當一顧客購買產品數量較多時，便會分攤其他層級之成

本，降低單位成本，使得顧客利潤提高。 

2.價格/毛利 (Price/Gross Margin)： 

企業可能對不同之顧客提供不同之價格，原因如顧客購買數量之

不同給予不同之數量折扣，可能會對發生較多服務成本之顧客提高收

費，其他策略上之考量如初期降低售價以與顧客建立長期往來關係等

等。因此，毛利之提高通常會增加顧客之利潤貢獻，但其增加之幅度

可能會因提供較多的服務成本而減少，但一般而言，價格/毛利因素應

和顧客利潤成正向關係。 

3.複雜因素 (Complexity factors)： 

係指除了銷售數量外之其他顧客購買特性，如訂單次數、產品數

量、產品組合客製化程度、運送地點多寡等等，而顧客之利潤同會常

隨著複雜因素之增加而下降。 

4.效率因素 (efficiency factors)： 

係指可以使得供應商成本下降之顧客特徵，例如顧客訂單要求直

接從最上層供應商提供貨物，如此一來可以降低供應商中間通路如持

有存貨、文書作業之成本。  

作者認為，一供應商顧客的利潤會受上述四類不同的顧客特徵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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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然該四種因子間亦可能存在交叉效果(例如顧客訂單數量上升雖會增加

利潤，但可能因享有數量折扣進而降低價格利潤因子，亦可能因為增加運

送地點而提高複雜度)，所以企業應仔細區別四種不同的因素，探討其間的

關聯，進一步產生管理上之意涵。除此之外。作者亦指出，其他如對競爭

對手之策略、上下游廠商之議價能力等皆可能為影響顧客利潤之因素，後

續之研究者可繼續深入探討。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研究將承續其精神，結合國內相關之文獻(宋家瑜，2001)，探討交叉

銷售數顧客屬性等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3. A.Zeithaml (2000) 

【研究主題】 

該研究主要係在探討服務品質對顧客利潤之影響，作者詳細蒐集並回

顧與該主題有關之文獻，在整合相關的研究結果後提出服務品質與顧客利

潤關係之觀念性架構，並就其架構提出相關的議題以供進一步的研究。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研究結果】 

    該研究整合過去研究與實證的結果，提出如下服務品質與顧客利潤之

觀念性架構，在攻擊型行銷(Offensive Marketing，指為爭取新顧客之行銷

Fornell and Wernerfelt 1987,1988)方面作者認為企業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將

可提升市場佔有率、增加產品之名聲、使顧客願意支付較高的價格(Phillipsm, 

Chang, Buzzell 1983; Buzzell and Gale 1987; Gale 1992等)以提升企業之銷售

收入；在防禦型行銷(Defensive Marketing，指為鞏固現有顧客之行銷 Fornell 

and Wernerfelt 1987,1988)方面，作者彙整相關之實證研究指出高品質之服務

與顧客延續率存在正相關，且顧客延續率亦會影響企業之利潤能力

(Reichheld and Sasser 1990；Dawkins and Reichheld 1990; Rose 1990等)，對



 20 

企業而言維持既有顧客之相關成本將小於爭取新顧客之成本(Peters 1988；

Fornell and Wernerfelt 1987,1988等) ，而滿意度與忠誠度較高的顧客，將增

加與企業交易之次數且願意支付較高的價格購買企業之產品或服務，並願

意將企業的產品與滿意的使用經驗介紹給其他潛在的顧客(如 Heskett, 

Sasser, and Schlesinger 1997; Danaher and Rust 1996等)，進而提升顧客對公

司之貢獻，茲將相關之服務品質與利潤觀念性架構列示如下：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研究彙整先前相關學者探討服務品質之相關文獻，並提出上述架構

指出企業之服務品質，最終將影響顧客帶給公司的利潤，除此之外，該做

者亦指出企業之顧客延續率亦是影響企業績效之關鍵，企業應能從往來期

間較長、忠誠度、滿意度較高的顧客獲得較高的利潤，而對既有顧客銷售

新產品之成本亦遠低於取得新顧客之成本，因此，能否維持與既有顧客良

好的往來關係，應是企業急需重視的目標之一。而本研究擬程序其觀點，

除探討既有的顧客是否能為公司帶來較高的利潤外，亦探討影響新舊顧客

利潤的因素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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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inartz and Kumar (2000) 

【研究主題】 

   主要係在探討若企業與顧客並非以合約維持關係時，企業利潤是否

會受與顧客往來其間長短之影響。 

【研究方法】 實證實地研究 

【研究樣本】 一大型型錄經銷商 3年 9,167家顧客交易資訊 

【研究結論】  

1.顧客往來期間與顧客利潤性具修正的正向關係，然相關係數不高。 

 2.將顧客之往來關係長短與利潤程度高低分為四個族群，發現除了長期

間高利潤顧客群之平均收益最高外，亦發現短期間高利潤顧客群之

平均收益也很高，因此企業亦不應忽視短期間高利潤之顧客群 

3.實證結果不支持顧客收益會隨著往來時間之假設。 

4.實證結果不支持長期往來顧客之推廣成本較低之假設。 

5.實證結果不支持長期往來顧客願意支付較高價格之假設。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研究發現不論期間長短，高利潤之顧客皆會為企業帶來非常高比例

之收入，然其研究結果並不充分支持往來期間較長之顧客擁有較高之顧客

利潤，因此可能還有其他之原因影響顧客利潤，本研究擬承續其精神，繼

續探究其他影響顧客利潤之因素。 

 

 

 

茲將相關探討顧客交易習性對顧客利潤影響之文獻彙總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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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顧客交易習性對顧客利潤影響之文獻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論 對本研究之啟示 
F.Jarrar and 
Neely 

2002 建構完善之交叉銷
售系統 

某一個案銀行 敘述性研究
及個案分析 

該研究指出一完善的交叉銷售系
統應具備以下五要素： 
1.產品/服務的知識； 
2.定期檢視策略； 
3.訂定顧客接觸準則 
4.即時之資訊系統 
5.保持策略一致性。除此之外，
企業亦應結合相關之顧客利潤資
料以做出正確決策。 

該作者指出，藉由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透
過交叉銷售的機制以增加既有顧客帶給銀
行的利潤，是現今銀行面臨競爭激烈的競爭
環境下提升績效的不二法門，因此，本研究
擬進一步以公司之內部資料實際探討交叉
銷售是否能提高顧客帶給銀行之貢獻。 

Niraj, Gupta 
and 
Narasimhan  
 

2001 以供應商為例，探
討顧客之購買特性
如何影響顧客利潤 

以某一供應商超過
五十個供應點之下
游顧客資料樣本 

實證實地研
究 

作者將顧客之購買特性分為 1. 
數量；2.購買產品毛利；3. 複雜
因素；4. 效率等四類因素，探討
其與顧客利潤之關聯，經過資料
分析後發現該四類因素皆會影響
顧客之利潤 

該研究指出顧客之購買習性實為影響顧客
利潤高低之重要因素，本研究擬承續其精
神，繼續探討相關顧客購買習性對顧客利潤
的影響。 

A.Zeithaml 2000 建構服務品質與顧
客利潤關係之觀念
性架構 

--- 敘述性整合
研究 

作者指出良好的服務或交易經驗
可提升顧客對企業之滿意度，產
生較高之顧客延續率，並進一步
提升顧客帶給企業之利潤 

Reinartz and 
Kumar  

2000 探討顧客利潤是否
會受與顧客往來期
間影響 

一大型經銷商 3年
9,167家顧客資訊 

實證實地研
究 

1. 顧客往來期間與顧客利潤性
具修正的正向關係； 

2. 除了長期間高利潤顧客群之
平均收益最高外，亦發現短期
間高利潤顧客群平均收益也
很高 

該研究作者指出企業應能從往來期間較
長、忠誠度、滿意度較高的顧客獲得較高的
利潤，而對既有顧客銷售新產品之成本亦遠
低於取得新顧客之成本。而本研究擬程序其
觀點，除探討既有的顧客是否能為公司帶來較
高的利潤外，亦探討影響新舊顧客利潤的因素
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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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人員特質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1.McNeilly. K., and F. Russ（2000） 

【研究主題】 

此研究主要探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人文統計變數是否會影響業

務人員與相關主管之互動，進而影響到銷售人員的角色認知壓力、晉升機

會及其個人之銷售績效。 

【研究樣本】 

針對美國財星 1000大公司印刷產業銷售員發出 693份問卷，回收 358

份有效問卷。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研究。 

【研究結果】 

銷售人員教育程度、年齡、性別對於上述變數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顯著

影響。 

 

 

2.Crosby,Evants,and Cowles (1990) 

【研究主題】 以保險顧客為對象，探討銷售人員之屬性與顧客所知覺之

服務品質之關係。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研究 

【研究樣本】 151位 25~44歲之壽險業顧客 

【研究結論】  

顧客所知覺之服務關係品質的好壞與銷售人員之屬性均會影響未

來持續互動之機會，而顧客認為關係品質良好時，就越能忍受較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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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以及願意購買較多的數量。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由上述之文獻可知不同銷售人員之特質，會影響顧客對服務關係

之認知，亦會影響銷售人員之銷售績效，因此本研究擬承續上述研究

之精神，探討個案公司中不同特質之銷售人員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茲將上述文獻彙整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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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銷售人員特質對顧客利潤影響之文獻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論 對本研究之啟示 
McNeilly. K., and 
F. Russ 

2000 探討銷售人員特
質與其升遷、銷
售績效間之關係 

358位美國財
星 1000大公
司印刷產業
銷售員 

問卷調查研究 銷售人員教育程度、年齡、性
別對於上述變數都有直接或
間接的顯著影響。 

 
Crosby,Evants,and 
Cowles 

1990 以保險顧客為對
象，探討銷售人
員之屬性與顧客
所知覺之服務品
質之關係 

151位 25~44
歲之壽險業
顧客 

問卷調查研究 顧客所知覺之服務關係品質
的好壞與銷售人員之屬性均
會影響未來持續互動之機
會，而顧客認為關係品質良好
時，就越能忍受較高之價格以
及願意購買較多的數量。 

由上述之文獻可知不同銷售人員之特
質，會影響顧客對服務關係之認知，
亦會影響銷售人員之銷售績效，因此
本研究擬承續上述研究之精神，探討
個案公司中不同特質之銷售人員對顧
客利潤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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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屬性對利潤影響之相關文獻 

市場區隔之觀念最早係由 Smith於 1956年提出，其認為企業之行銷策

略應以市場之需求面為發展基礎，針對顧客之需求調整相關之產品與服務

組合。而 Kotler(1980)則認為市場區隔即是將顧客區分為若干種具有不同需

求、特徵與行為的群體的過程，因此，所謂市場區隔即是將產品市場中的

顧客區分為幾個具相似需求及特徵的同質群體，並針對不同群體，設計發

展不同的行銷組合與策略，然早期市場區隔理論之發展主要係以 Kolter之

分類為主，將市場區隔變數分為地理區隔、人口統計、心理、行為變數四

大類，直到顧客利潤性分析理論之興起，才開始有較多的學者探討不同顧

客屬性與顧客利潤之關係(Anandarajan & Christopher,1987 ; Duboff,1992

等)，而本研究擬繼續承續該類學者之研究，探討不同之顧客屬性對顧客利

潤之影響，茲將相關之文獻列述如下： 

 

1. Ron Garland (2001) 

【研究主題】 

    該研究係在探討影響銀行顧客利潤的非財務因素為何，並希望藉由實

證分析的結果，幫助企業更正確的區隔顧客，找出具利潤潛力顧客的特質。 

 

【研究方法】 

    實地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針對某一紐西蘭商業銀行隨機選取之 1,700位顧客發出問卷，回收

1,128份，並自該銀行內取得相關顧客過去三個月作業成本制(ABC)下之顧

客利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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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該研究結果發現樣本中 32%的顧客帶給個案銀行 98%的貢獻，在影響

顧客利潤的非財務因素中，顧客年齡、年收入、往來期間、顧客荷包佔有

率皆與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而聯合帳戶的有無亦是影響顧客利潤之因

素，最後，作者指出，以長期的角度將顧客視為企業的資產，了解非財務

因素對不同顧客的影響應可幫助企業掌握顧客以增加決策品質，亦是提高

顧客利潤的關鍵所在，除上述因素之外，作者亦指出如存放款期間、每日

交易均額、銀行提供顧客的產品組合等皆可能影響顧客利潤的高低，後續

的研究可做進一步的探討。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作者係先探討影響顧客利潤之非財務性因素，並利用其研究結果提

供給企業做為市場區隔的參考，本研究擬採用其研究之方式，探討不同的

顧客屬性如顧客資產、利潤能力、發展潛力與風險評等對顧客利潤的影響，

以幫助個案公司了解在不同的區隔市場內，影響顧客利潤的因素，以做為

實行顧客關係管理時之參考。 

 

2. Stanley, Roger and Lajaunie (1995) 

【研究目的】 探討銀行利率定價之決定因子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 

【研究結論】  

    該研究認為放款訂價應能反映銀行之資金成本、放款期間以及可能之

信用風險等因素，可供參考之訂價公式如下： 

 

Loan Price = CF+AC+LOL+(RP×ARI) ±IBR－R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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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ost of Funds)：資金成本 

AC(Administrative Cost)：管理成本 

LOL(Length of the Loan)：放款期間長短 

RP(Risk Premium)：風險貼水 

ARI(Actuarial Risk Index)：經算風險指數，依經算所得之結果 

IBR(Individual Borrower Rate)：依照個別借款人評估之費用 

RWC(Relationship with the Individual Customer)：依個別顧客與銀

行關係計算而得

之比率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由上可知，銀行在訂定授信業務利率時，亦會考量顧客之風險等級，

調整貸與顧客之利率，隨著顧客風險等級增加，貸與顧客之利率亦會增加，

相對的也會提昇顧客之利潤，然而，在高風險之狀況下，銀行通常亦會提

列較高之風險成本與執行較多的事前審查與授後信管作業，從而增加相關

之服務成本，因此本研究擬就個案公司內部之資料，實際探討顧客風險等

級與利潤之關係。 

 

 

3.James R. Booth (1992) 

【研究主題】 

      鑒於以往之文獻有關監督成本之研究多僅著重敘述性的探討，該研

究以銀行實際放款合約為樣本，探討銀行是否會將合約監督成本

(monitoring-related contract costs)反映於放款之加碼利率中，以實證驗證相

關假說，以彌補過去敘述性研究之不足，除此之外，該研究亦探討借款者

與借款合約之特質對放款利率加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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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以紀錄於美國證管會(SEC)1987年 1月至 1989年 5月間，787筆放

款資料為樣本。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研究結果】 

      該研究以實證結果驗證了監督契約成本假說與交叉監督假說

(Cross-monitoring hypothesis)，亦即銀行會將監督借款者之成本反映在放款加碼

訂價中，而當借款者(如上市公司或取得第三獨立機構信用評等之公司)受到較多機

構監督時，個別銀行因為監督成本下降，因此願意給予借款者較低的放款加碼。

除此之外，該研究之實證結果亦指出，1.借款公司大小與放款利率成顯著負

相關，顯示銀行在決定放款訂價時，借款公司之大小為一重要的參考要素；

2.展期放款以及借款目的為公司重整的放款，由於違約風險較高，因此通常

放款利率亦較高；3.放款期間、放款額度對放款利率並無顯著的影響。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研究指出銀行會將對顧客的監督成本反應於利率之訂價中，除此之

外，作者並進指出由於規模較大的企業往往會有較高的資金需求，因此與

銀行往來之額度通常相對較高，而額度較高的顧客由於能帶給銀行較大的

規模經濟使得該顧客的單位成本相對較低，因此，銀行通常願意給予較低

的利率，而本研究擬以其研究之結果為基礎，並進一步探討，顧客的風險

等級與規模大小，對顧客帶給銀行的利潤是否存在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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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skin (1987) 

【研究主題】 

    探討影響企業進行融資決策之相關因素，並探討融資順位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是否成立，亦即，當公司有籌措資金需求時，是否會以內部

資金為優先選擇，而當公司考慮向外融資時，負債是否較發行新股優先。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採用 1960年 Fortune中 378家公司，1960至 1972年之資料 

【研究結果】 

    作者以各樣本公司總資產報酬率及成長率對負債比率的迴歸模式來檢

定融資順序理論(公司產生資金需求時，公司取得資金之偏好順序分別為 1.

自有資金；2.負債；3.發行新股)是否成立，其研究結果發現總資產報酬率

與負債比率成負相關，亦即，當公司總資產報酬率增加時(公司獲利增加，

有較多的盈餘可供保留下來)，其負債比率會相對下降(意謂公司股東權益增

加或利用盈餘償還負債以致負債減少)，另一方面，公司未來成長率與負債

比率成正相關，表示公司對外投資資金增加時會造成負債比率的增加，因

為當公司有較高的成長時對資金的需求較為殷切，保留盈餘不敷使用，發

行新股的成本又較高，公司會傾向以負債而非發行新股的方式向外取得資

金，因此其研究結果可說是進一步證實融資順位理論之合理性。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由該研究可知，一般公司之融資決策會受本身獲利能力以及成長狀況

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擬以顧客總資產報酬率及銷售成長率作為衡量顧客屬

性之變數，探討其是否會對顧客帶給銀行的利潤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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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kes (1985) 

【研究主題】 

     由於財務報表所提供之帳面價值資訊往往無法反應企業真實之價

值，因此無形資產之價值，已逐漸為各學者所重視，而該研究之作者主要

係欲探討企業之創新活動對企業價值之影響，以供大眾衡量企業價值之參

考。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以 120家公司 1968到 1975年 8年之相關資料為研究樣本  

【研究結果】 

    作者以企業擁有之專利權數與研發支出作為創新活動之代理變數，並

以迴歸模型探討其與企業股價報酬之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1)未被預期之

專利取得與研發支出會造成公司價值的大幅波動；(2)公司價值之變動會受

專利申請變動數之影響；(3)研發支出增加 1%，會造成專利創新數增加

1.18%；(4)公司之研發成果與公司之價值成正相關。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由上述之研究可知，近年來如創新等智慧資本已逐漸為各領域之學者

所重視，除了探討創新資本對公司價值之影響外，亦有其他學者指出創新

能力對企業未來之績效存在正向之影響(如 Deeds,2001；Katrak,1994；歐進

士，2001等)，而綜觀過去之文獻亦不難發現研發費用與專利權數乃衡量企

業創新最普遍之衡量指標(如 Cockburn & Griliches,1988；Connolly & 

Hirschey,1990;Bosworth & Roger,2001；陳伯彰,2002等)，因此本研究亦將採

用上述衡量企業創新之指標作為顧客屬性之區隔變數之一，探討具有創新

特質、具發展潛力的企業是否能為銀行帶來較高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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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政穎 (1997) 

【研究主題】 

     由於銀行放款之訂價一方面將直接影響銀行本身之獲利，另一方面亦

將影響借款企業之資金成本，因此銀行放款訂價之高低長久以來，實為大

眾關注的焦點，然而，有關銀行放款訂價之決策多屬於銀行本身內部機密

之資料，外界較不易了解，因此，該研究乃希望藉由實際銀行之放款資料，

透過迴歸模型探討銀行放款訂價的影響因素為何，提供實證之研究結果以

供大眾參考。 

 

【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 

    國內 155家公開發行公司 528筆實際放款資料 

【研究結果】 

    該研究自各公司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中取得各公司相關的借款資

訊，並依放款銀行本身特性、借款公司特性、借款條件等三部分探討影響

銀行放款利率訂價之關鍵因素為何，茲將該研究之實證結果列示如下： 

 

(一)銀行本身特性方面： 

1. 銀行規模、基本放款利率對放款利率加碼存在顯著負相關； 

2. 銀行的資金成本1對放款利率加碼有正向影響，亦即銀行會將資金成本

反映在放款利率的訂價上； 

3. 新舊銀行間的放款利率加碼並無顯著差異； 

 

                                                 
1 該研究以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代表資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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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款公司特性方面： 

1. 借款公司規模對放款利率加碼存在顯著負相關； 

2. 信用等級2較高的借款者有較低的放款利率加碼； 

(三)借款條件方面 

1. 有擔保的借款有較高的風險利率加碼； 

2. 放款期間與放款額度對利率加碼無顯著影響； 

   整體而言，影響利率加碼最重要的因素為銀行本身之特性，其次為借款

者之特性，最後才為放款條件，因此借款者再考量借款往來銀行時，除了

評估本身之信用狀況與財務體質外，亦可參考銀行之規模、存款利率等因

素，以取得較低之借款利率。 

 

【對本研究之啟示】 

該研究指出影響銀行貸放利率之因素區分為銀行、顧客與合約本身三

構面，在顧客構面，其實證結果亦顯示顧客之公司規模與顧客之風險是影

響最顯著的變數，因此，本研究乃承續其研究之結果，將顧客之風險與規

模做為顧客屬性的變數之一，並進一步探討該變數是否會影響顧客帶給銀

行之利潤。 

 

 

                                                 
2 該研究以台灣經濟新報社發展之台灣信用風險等級指標(簡稱 TCRI指標)代表借款公司
之信用等級，並非各借款公司往來銀行所給予各公司之信用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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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顧客屬性對顧客利潤影響之文獻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論 對本研究之啟示 
 Ron Garland  2001 該研究係在探討影

響銀行顧客利潤的
財務與非財務因素
為何 

某一紐西蘭
商業銀行
1,700位顧
客問券，回
收 1,128份 

實地實證研
究 

作者指出如顧客年齡、年收入、
往來期間、顧客佔有率等非財務
因素皆與顧客利潤存在正相關，
企業應以長期的角度將顧客視為
企業的資產，了解財務/非財務因
素對顧客的影響以增加決策品質 

本研究擬採用其研究之方式，探討不同的
顧客屬性如顧客資產、獲利能力、發展潛
力與風險評等對顧客利潤的影響。 

 Baskin 1987 除探討影響企業進
行融資決策之相關
因素外，並探討融
資順位理論
(Pecking Order 
Theory)是否成立 

1960年
Fortune中
378家公
司，1960至
1972年之
資料 

實證研究 其研究結果發現總資產報酬率愈
高之公司，由於擁有較多之自有
資金，負債比率較低，公司未來
成長率愈高時，因有較高的資金
需求，其負債比率較高，進一步
證實融資順位理論之合理性。 

由於一般公司之融資決策會受本身獲利
能力以及成長狀況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擬
以顧客總資產報酬率及銷售成長率作為
衡量顧客屬性之變數，探討其是否會對顧
客帶給銀行的利潤造成影響。 

 Pakes 1985 探討企業之創新活
動對企業價值之影
響，進一步解釋公司
財務報表帳面價值
無法反應企業真實
價值之原因 

以 120家公
司 1968到
1975年 8年
之相關資料
為研究樣本 

實證研究 以企業擁有之專利權數與研發支
出作為創新活動之代理變數，其
研究結果發現(1)未被預期之專
利取得與研發支出會造成公司價
值的大幅波動；(2)公司價值之變
動會受專利申請變動數之影響；
(3)研發支出增加1%，會造成專利
創新數增加 1.18%；(4)公司之研發
成果與公司之價值成正相關 

本研究亦將採用企業擁有之專利權數與
研發支出作為創新活動之代理變數，探討
具有創新特質、具發展潛力的企業是否能
為銀行帶來較高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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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顧客屬性對顧客利潤影響之文獻(續)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論 對本研究之啟示 
James R. Booth 1992 以銀行實際放款合

約為樣本，探討銀
行是否會將監督成
本反映於放款之加
碼利率中，並探討
借款者與借款合約
之特質對放款利率
加碼之影響 

以紀錄於美
國證管會
1987年 1月
至 1989年 5
月間，787
筆放款資料
為樣本 

實證研究 研究結果指出銀行會將監督借款者
之成本反映在放款加碼訂價中，而
借款大公司由於借款金額較大，
能帶給銀行較高的利潤，因此銀
行願意給予較低的利率，而展期
放款以及借款目的為公司重整的
放款，由於違約風險較高，因此
通常放款利率亦較高 

Stanley, Roger 
and Lajaunie  

1995 探討銀行利率定價
之決定因子 

--- 敘述性研究 該研究認為放款訂價應能反映銀
行之資金成本、放款期間以及可
能之信用風險等因素，並提出一
適當之計價方式以供銀行參考。 

吳政穎 1997 該研究乃藉由實際
銀行之放款資料，
透過迴歸模型探討
銀行放款訂價的影
響因素為何，提供
實證之研究結果以
供大眾參考。 

國內 155家
公開發行公
司 528筆實
際放款資料 

實證研究 

 

整體而言，影響利率加碼最重要
的因素為銀行本身之特性，其次
為借款者之特性，最後才為放款
條件，因此借款者再考量借款往
來銀行時，除了評估本身之信用
狀況與財務體質外，亦可參考銀
行之規模、存款利率等因素，以
取得較低之借款利率。 

該研究指出不同之顧客特性如風險高
低、規模大小、借款合約特性等由於匯對
銀行之收入或成本造成影響，因此銀行會
對不同的顧客給予不同的放款利率，而本
研究擬以上述研究之結果為基礎，並進一
步探討，顧客的風險等級與規模大小，對
顧客帶給銀行的利潤是否存在顯著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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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延伸 

本節擬以上述探討顧客利潤影響因素之相關文獻為基礎，說明本研究沿

用前人研究以及補充過去研究不足之處，茲將相關主題列述如下： 

一、沿用過去研究之部分 

在研究主題方面，本研究擬延續如 Foster, Gupta and Sjoblom (1996)、 

Niraj, Gupta and Narasimhan (2001)、宋家瑜(2001)等研究以個別顧客利潤為

基礎，探討影響顧客利潤之因素，在顧客利潤變數方面，本研究擬採

Mulhern(1999)對顧客利潤之定義，作為本研究之研究變數。除此之外，在進

行研究設計時，本研究擬參考 Francis J.Mulhern (1999)所述，詳加定義各項

本研究之投入因子(如顧客單位、產品/服務、利潤衡量方式、成本分攤等)

以明確界定本研究之研究範疇。 

在顧客屬性方面，如上所述，已有許多研究探討如顧客滿意、顧客延續

率、顧客關係品質等非財務因素對顧客利潤之影響，除此之外，如Niraj, Gupta 

and Narasimhan (2001)、宋家瑜(2001)等研究亦指出顧客交易之習性性、所購

買產品之特色等皆為影響顧客利潤之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擬延續上述學者

之精神，繼續探討相關顧客交易習性、顧客本身屬性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而在銷售人員特質方面，之前之研究如McNeilly. K., and F. Russ（2000）

Crosby,Evants,and Cowles (1990)等學者之看法，皆認為繼續銷售人員之特質

如教育程度、工作經驗、性別等對銷售績效界有顯著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擬

延續其精神，探討個案公司相關銷售人員之特質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二、本研究擬補充過去研究之處 

1. 結合公司內外部資料，探討不同顧客屬性與交易習性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以往相關之研究如 Niraj, Gupta and Narasimhan (2001)、宋家瑜(2001)等

於探討影響顧客利潤之關鍵因素時，多集中於作業流程複雜度或是顧客交易

屬性等對利潤之影響，較少敘及如顧客風險、獲利能力、創新及發展潛力等

方面與顧客利潤之關聯，因此本研究擬整合其他相關之研究，除自公司取得

相關資訊外，亦結合如 TEJ資料庫、國家智慧財產局等有關顧客屬性之外部

資料，進一步探討上述不同顧客屬性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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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個案公司實際資料進行實證實地研究 

如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述，國內外相關文獻於探討顧客屬性與交易習性特

質與顧客利潤之關聯時，基於顧客資料之隱密性，相關之研究多以敘述性探

討或問卷調查為之，除此之外，由於傳統會計制度之限制，較難取得個別顧

客利潤之資料，因此許多研究皆以企業整體財務績效或個別顧客毛利作為研

究之變數，較無法反映顧客之真實利潤狀況，因此，本研究擬以已推行作業

基礎成本制度之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實地之研究，以個案公司實

際資料探討上述變數與顧客利潤之關聯，以補充過去以問卷調查為主之研

究，並期望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得以提供學術界相關研究與實務界實際運用之

參考。 

表 2-6   研究延伸彙總 

 沿用過去研究者 補充過去研究者 基於個案公司特色所發展者 

研究

主題

或立

論基

礎 

以個別顧客之利潤為
分析基礎，分別從管理
會計與行銷領域探討
不同顧客屬性對於顧
客利潤之影響。 

本研究自公司內外部取得相
關之資料，分別從顧客交易習
性、銷售人員、與顧客本身屬
性探討顧客利潤之影響因
素，並依據顧客特性將顧客分
群，分別探討不同顧客之利潤
影響因素。 

配合公司之顧客策略與顧客特質，
探討不同型態顧客利潤之影響因
素。 

研究

方式 
橫斷面研究方法 實地實証研究 

深入了解個案公司之特色後，尋找
適當且具管理上意含之變數做為研
究基礎。 

應

變

數 

以特定期間內，
組織從顧客身上
獲得的貢獻淨額
做為應變數顧客
利潤之定義。 

1. 以作業基礎成本制而非傳
統成本分攤基礎下的顧客
利潤做為應變數。 

2. 為避免因顧客加入期間不
同使得在特定期間內顧客
之累積利潤受到影響，本
研究係以樣本期間內顧客
加入個案公司後之月平均
利潤為應變數。 

以個案公司授信業務部門之顧客為
樣本，作業基礎成本制度下之顧客
利潤為應變數。 

變數

設計 
自

變

數 

探討不同顧客屬

性對顧客利潤之

影響 

結合個案公司內部資料(如顧
客交叉銷售數、RM職等)與
外部資料(財務報表、申請專
利數)等分析顧客利潤之影響
因素 

1. 以交叉銷售數為變數探討該策
略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2. 以RM職等為銷售人員之代理變
數。 

3. 結合個案公司目標顧客之屬
性，探討其對顧客利潤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