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  顧客關係管理相關的文獻探討 
 
Conway(2002)11

 
其以個人每天的生活經驗為出發指出，一位顧客是否會繼續消費一家企業的

產品與服務，取決於他在消費的過程中所得到的感受。因此能夠體認這個流程並

且積極地管理這個流程將是顧客關係管理的基本條件。顧客會和企業的員工與協

力廠商的員工互動，每一個互動都是管理關係的機會。其也指出一個成功的顧客

關係管理必須具有以下三個特性： 
 
1. 具有整合性(integrated)： 

能夠使企業內部在滿足顧客的過程中密切合作，以達超越顧客期望的

企業共同目標。 
2. 具有洞察力(insightful)： 

         能夠使企業了解誰是企業真正應該聚焦的顧客，以及了解要如何持續

地將企業運作最佳化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3. 具有普遍性(pervasive)： 

         應用科技像是網路應用工具，使得與企業得以運作相關的人士，包括

顧客、企業員工與企業供應商，都能夠能夠很便利地進入應用與分析系統。 
 
Fletcher(2002)12

 
其認為 CRM是整個企業的心智模式、真言(mantra)與一組企業流程與政策，

企業可以以其獲取、保留與服務顧客。廣義的來說其包含了和顧客面對面的商業

流程，像是行銷、銷售與顧客服務。顧客關係管理並不是科技，科技只扮演著促

進者的角色。在科技的進步之下，出現了很多的軟體，主要有：行銷自動化、銷

售自動化、客戶服務與夥伴關係管理。這些套裝軟體主要是要將企業內對顧客的

接觸點所產生的流程自動化。然而自動化並不會使得企業將顧客服侍得更好，因

此為了在獲取、保留與服務顧客上取得更好的效果，企業必須更了解顧客，所以

在顧客購買行為模式、通路偏好、顧客與企業的歷史互動記錄上都要擁有更廣泛

的知識。因此資料倉儲與商情分析軟體供應商也跟著崛起。其指出有效的顧客關

係管理有以下三個特性： 
 

1. 讓顧客可以在線上自行更新資料，並且讓顧客服務、銷售與行銷部門能夠即

                                                 
11出自於Greenberg, Paul. 2002. CRM at the Speed of Light: Capturing and Keeping Customers in 
Internet Real Time. Osborne: McGraw-Hill. P 5 – 13. 
12同上，P 1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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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地取得這些資訊。 
2. 根據分析顧客過去與企業在線上與非線上互動，來提供個別化的消費經驗，

以及提供產品與服務建議。 
3. 有能力決定哪些顧客是最有獲利性的、什麼最具獲利性，並且確認對特定顧

客的企業流程與做法能夠維持或增加顧客獲利性，簡而言之就是要了解顧客。 
 
Keen(2002)13

 
顧客是不能管理的，企業只能提升和他們的關係。資料的蒐集與使用，應以

顧客的觀點，聚焦在顧客體驗上。顧客關係管理，並非只是以統計資料庫中的資

訊來區隔顧客、訂定推廣目標、確認利基客製化與個人化網頁得這個角度來檢視

顧客。這些雖然都有價值，但是這還是只從一個公司的角度來看顧客，因此還必

須要有增進顧客關係的承諾，例如公司要在系統、流程與責任機制上都能確保顧

客的信件可以在 12-36小時之回覆。在這個前提之下，顧客關係管理應該定義為：

公司將顧客體驗視為優先任務的承諾，並確保其激勵制度、企業流程及資訊資源

能夠以增進顧客體驗，來加強和顧客的關係。而以科技的角度，顧客關係管理是

設計、溝通與使用資訊，以確保顧客和公司的關係中，對公司的信任、信心與感

受到的個人價值會持續增加。 
 
Siboni(2002)14

 
在過去顧客關係管理被定義為：協助流程與交易自動化的系統，這些系統是各

部門各自建立的，和顧客的互動也是分部門進行，因此公司在短時間內可以感受

到營運效率的提升，但是這使得公司沒有辦法對顧客建立起單一的觀點，因而使

得顧客有著很差的經驗。 
 
然而今日的 CRM定義已經改變為：將顧客放在所有企業活動的中心。公司

必須要使得行銷、銷售與顧客服務的界限消失，而運用科技使得公司能夠使用每

一個和顧客的互動作為獲得顧客喜好知識的基礎，並且提升服務水準，來讓每一

次互動中都能夠建立有意義的關係。 
 
Simpson(2002)15

 
要了解顧客關係管理的要素首先要從關係的本質先了解。關係的真正本質是

對過去互動的記憶。拿個人為例：如果與一個人有過互動，在下次與他互動前你

                                                 
13出自於Greenberg, Paul. 2002. CRM at the Speed of Light: Capturing and Keeping Customers in 
Internet Real Time. Osborne: McGraw-Hill. P 22 – 24. 
14同上，P 33 – 34. 
15同上，P 35 – 38. 

 83



 

將會擁有過去與他互動的記憶。而如何在下次的互動中回憶並應用之前的互動經

驗，將決定互動的品質。如果你每次和某人對話他都不能記得過去和你的對話內

容，將使你很沮喪。在公司內和顧客的關係亦是如此。顧客關係管理的最大目標，

就是創造一個一致性的顧客體驗。你和顧客的關係應該被視為是一個不會終止的

對話。雖然公司分成很多部門，然而在顧客和你的公司互動的時候，不論是跟你

的業務代表或者服務人員互動，顧客都將視你的公司為一個單獨的個體，顧客會

期望公司對他們有一個一致的認知。要做到如此，就必須要建立一個共通的資料

來源以及可以連結的基礎架構。 
 
Thompson(2002)16

 
顧客關係管理是一種商業策略，藉此來選擇並管理客戶來最佳化其長期價

值。CRM 需要有顧客中心的經營哲學與文化來支持有效率的行銷、銷售與服務

流程。 
 
McKenzie(2001) 
 

McKenzie在其所著的 The Relationship-Based Enterprise一書中認為，新時代
的組織模式稱為關係基礎企業(Relationship-Based Enterprise)。所謂關係的是來自

於顧客與企業一次又一次的對話(conversations)，而對話包含了以下的元素：(1)
一連串的經濟交換，(2)經濟交換中的主題，也就是提供物(offering)，其範疇包含
了產品、服務、流程、知識、資訊等一切能夠創造顧客價值的資源，(3)經濟交
換的脈絡(context)，就是企業所知和顧客有關的一切，以及發生在對話周遭的環

境條件。由於顧客與市場環境一直在改變，因此創造對話是了解誰是顧客、顧客

期待什麼的唯一方式。而在其也指出，要成為關係基礎企業，必須要有三種能力： 
 

1. 發現(Discovery)：將焦點放在顧客上，尋找方法以持續地建立關於顧客的知

識，所以其重點在於學習，而這是認識、記憶、了解顧客的基礎。由於完美

的顧客資訊無法取得，因此以發現的方式來取代對完美知識的追求會比較實

際。其關鍵議題有三： 
 
A. 誰是我們的顧客？ 
B. 我們的顧客想要與期待什麼？ 
C. 我們的顧客的潛在價值為何？ 
 

2. 對白(Dialogue)：將焦點放在關係上，以對話為基礎來創造和顧客的關係，

                                                 
16出自於Greenberg, Paul. 2002. CRM at the Speed of Light: Capturing and Keeping Customers in 
Internet Real Time. Osborne: McGraw-Hill. P 38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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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重點在於對話，並且確認在每一次的對話中，都可以為顧客及企業雙

方創造價值。由於完美的產品和服務是無法創造的，因此以對話的方式來取

代創造完美的產品和服務會比較實際。其關鍵議題有三： 
 

D. 我們想要什麼樣的關係？ 
E. 我們如何加強交換？ 
F. 我們如何共享控制機制？ 
 

3. 紀律(Discipline)：將焦點放在能使發現與對白持續進行的組織與管理機制的

相關管理決策上。由於完美的組織是無法建立的，因此以紀律的方式來取代

建立完美的組織是比較實際的。其關鍵議題有四： 
 

G. 我們是誰？ 
H. 我們如何組織以使得價值更切合我們的顧客？ 
I. 我們如何衡量與管理成果？ 
J. 我們如何增加我們變革的能力？ 

 

 

發現 

紀律 

‧  
誰是我們的顧客？‧

‧ 我們的顧客想要與期待什麼？

‧ 我們的顧客的潛在價值為何？

  
焦點在顧客 ‧

‧ 什麼樣的關係？ 

‧ 我們如何加強交換？ 

‧ 我們如何共享控制機制？ 

  
  

   
我們想要 

焦點在關係

‧  

‧ 我們是誰？

‧ 我們如何組織以使得價值更切合

我們的顧客 

‧ 我們如何衡量與管理成果？ 

‧ 我們如何增加我們變革的能力？ 

  

焦點在管理決策

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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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2000) 
 
在其所著的 The Customer-Centered Enterprise中提及，IBM曾經對全球企業

的執行長與高階主管進行調查，研究顯示不論是什麼產業，顧客關係管理都是他

們重視的議題。而這些執行長與高階主管都發現，直接面對顧客的流程是讓企業

產生差異化，擴展市佔率的最好機會。只要結合流程管理與程序再造，就更能向

顧客以及客戶提供價值，同時提升內部管理的有效性與彈性。而流程管理與程序

再造，則必須是要依據一群對企業最具影響力的顧客，其所認定最有價值的觀點

來執行，並且需要建立起適當的支援基礎建設：例如組織架構、衡量/獎勵/文化、
資訊科技。其整體架構如下： 

顧客價值 

流程能力 

支援性基礎架構 

‧ 組織架構

‧ 衡量 勵

‧ 資訊科技

  
 /獎 /文化 
  

 
 
日本人力資源學院(2000) 

其本身將顧客關係管理定義為：在顧客和組織的關係上，建立互相培育關懷

與尊

wift(2001) 

 

重的架構。其認為顧客關係管理起源於顧客主義的興起。所謂顧客主義就是

區隔主義與優先順序主義。由於無法提供所有顧客最高的品質與服務，因此必須

要將顧客階層化、分組化，並調整期待，必須要弄清楚最重要的顧客是誰，贏得

其忠誠度，並且必須根本從新組合所有企業活動，以期能儘量獲取更多的顧客忠

誠。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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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關係管理，是企業透過有意義的溝通來了解與影響顧客行為，以達到增

加新

1. 找顧客。 

繫。 
得到他們所想要的，不僅包括產品，也要包括組織和他

5. (而且對企業來說是有利潤的) 

 
由於顧客關係管理是一個透過積極使用資訊、並從資訊中學習將顧客資訊轉

化為

識發現(Knowledge Discovery)流程： 
殊市場機會與投資策略。這是透過顧客

確認

場規劃(Market Planning)流程： 
、提供通路、時程和相關事項。這個流程可以

讓你

客互動(Customer Interaction)流程： 
過各種方式與顧客進行互動及溝通，記錄

每個

顧客、防止既有顧客流失、提高顧客忠誠度和提高顧客獲利的一種手段。其

也是將顧客資訊轉換為正面顧客關係的過程。他必須整合到公司所作的每一件

事、每一位員工甚至供應商、和每一個交易場所。當一個公司說他的目標是卓越

的顧客服務，他必須是指整個公司的。顧客關係管理的目標，是要透過流程改善，

與適當的顧客溝通、在適當的時機、經由適當的通路、提供適當的建議，以增加

商機。而顧客關係管理有效涵蓋了一個組織的能力包括： 
 
尋

2. 認識顧客。 
3. 與顧客保持聯

4. 確定顧客從組織可以
們來往的每一個層面。 
確認顧客有得到被允諾的

6. 確保長期獲利的顧客得以保留。 

顧客關係的互動過程，所以 Swift 認為顧客關係管理是從建構顧客知識開

始，最後形成一個高度的顧客互動。其提出的顧客關係管理的流程如下： 
 
知

其指的是分析顧客資訊，以確認出特

、顧客區隔與顧客預測的流程。知識發現給予行銷人員使用詳細顧客資訊的

能力，以作為更佳的歷史資訊與顧客屬性分析，並做更佳的的決策。其需要透過

一個非以顧客為中心的資料倉儲環境，藉由資料的集中，企業能夠分析所有不同

資料元素的複雜關係，了解顧客的購買行為細節，也可以特別建立針對某一特殊

顧客需求的行銷訊息。 
 
市

其指的是定義特定的顧客產品

在各個顧客接觸點與通路授權行銷人員、服務管理團隊製造規劃人員。他也

掌握了規劃投資機會、服務顧客的計畫、以及產品/服務。 
 
顧

其指的是上述市場規劃的執行，透

接觸點的顧客記錄。在此步驟中必須以各種系統，包括前端的銷售系統與客

服系統，做為資料的蒐集，同時需整合企業中每個與客戶相關的部門，使互動過

程提供顧客一致性。這個階段是從知識發現與行銷規劃所產生的計畫與訊息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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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分析修正(Analysis and Refinement)流程： 

。從獲得與分析和顧客的互動與受到

操控

eel (2002) 

其引用 Garner Group之觀點，提出有關「顧客關係管理(CRM)」與過去之「大
量行

ewell (2001) 

關係的建立是以信賴與對話為基礎。顧客關係管理就是讓顧客變得比較想跟

我們

in(2001) 
CRM可由下列的 10C關係模式來了解其目的、重要的變數，及其間

的關

. Customer Profile（顧客描繪）  
包括人口統計資訊(年紀、性別、職業)，消

費心

其指的是藉由顧客對話持續學習的流程

的訊息、溝通、價格、數量、位置、方法與時機，來了解特殊的顧客活動(行
銷與銷售)回應的資料。 
 
P
 

銷(Mass Marketing)」、「直效行銷(Direct Marketing)」之區別。直效行銷與顧

客關係管理最大不同之處在於：「直效行銷」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取潛在顧客；而

「顧客關係管理」的主要目的是強調顧客滿意度之提昇以獲得顧客關係之維持，

進而使顧客價值最大化並達到企業獲利之目的。進行「顧客關係管理」的前題是

企業內部的整合與全員參與，方可使顧客於在企業的整個交易過程中達到全面滿

意，以維持與顧客之關係並提昇獲利率。(林婉君，2004) 
 
N
 

做生意的過程，而這也是培養忠誠、創造利潤的關鍵。顧客關係管理之所以

能夠增加利潤，是因為它能夠節省行銷及營業費用的浪費。透過顧客關係管理，

企業與顧客的每一次互動都將變得更有效率並達成較佳的效果。同時，實施顧客

關係管理應耐心聆聽顧客的聲音，並創造一種互惠的對話關係以瞭解顧客到底想

要從企業中得到什麼；最後，企業應在每一次和顧客的接觸或溝通之中，持續一

致地實現企業對顧客個人化關心的承諾。(林婉君，2004) 
 
L
其認為

係。亦即顧客 Profile 收集的愈好，則愈有可能產生好的顧客知識(CK)，而
CK愈豐富，則愈有可能精確的做顧客的區隔及客製化服務，而前兩者的績效愈

好，則顧客對產品的價值認知愈高、愈滿意，愈會留住、愈有忠誠度及更高的顧

客貢獻率等等。而在此 10個變數中，其主要的內容與重要性可描述如下：(Kotler 
1999) (Lin 2001) 
 
1
企業對顧客整合性資訊的收集，

理特性(活動、興趣、意見、價值觀)，消費需求，消費行為模式，交易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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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等，用以充分了解顧客的輪廓，此為 CRM的基本要件，沒有顧客的 profile
的收集，CRM 什麼都無法分析。 
 
2. Customer Knowledge（顧客知識）  

更廣，更能指導 CRM的一些經驗法則，
與因

. Customer Segmentation（顧客區隔）  
務(P/S)有相似欲望與需求的顧客群

(nee

. Customization（顧客化／客製化）  
求的 P/S，或一對一的價格，一對一的促

銷優

. Customer Value（顧客價值）  
利益的集合，例如產品價值，服務價值，員工

友誼

. Customer Satisfaction（顧客滿意度） 
際感受後所感覺的一種愉悅或失望的程

度，

. Customer Acquisition（顧客贏取）  
並將其吸引轉換成顧客的過程，企業要

有選

與顧客有關，由資訊轉換而來，更深

果關係等，例如：什麼樣的顧客在什麼時候喜歡買哪些產品組合，什麼樣的

顧客在多久時間最容易流失，價格提昇 10%對顧客的購買意願會有什麼樣的衝擊

等( What, How, When, Why, Who)的問題，此為 CRM的競爭優勢武器，CK管理

得愈好、愈深入，別人愈難模仿，愈趕不上。 
 
3
將消費者區分成一群群對產品或服

d-based)，或以顧客獲利率來區分(value- based)不同的顧客群。(後者對 CRM
尤其重要)。如果不清楚了解區隔的特性，無法精確的滿足區隔的需求，不清楚

了解顧客的價值，無法把資源投資在獲利的地方，亦即不要把重點放在貢獻 1元
的 100 萬個顧客上，而要把重點放在貢獻 100 萬的那一個顧客身上(Mccorkell 
1997)。 
 
4
為單一顧客量身訂製符合其個別需

待，一對一的通路，一對一的產品。此是 CRM 最終的目的，亦即從 Mass
→Segment→一對一。 
 
5
顧客期望從特定 P/S所能獲得
價值，品牌價值等，Kotler (1999)認為：C Value= 利益/成本=(功能性利益＋

情感上利益) / (貨幣成本＋時間成本+體力成本＋心力成本)，而 CRM的目的即是
在提高顧客的所有價值，與降低其所有的成本。 
 
6
顧客比較其對 P/S 品質的期望與實
此為 CRM最基本的要求，沒有顧客滿意度，則不可能有顧客關係、顧客忠

誠度、顧客獲利率，而且根據研究不滿意的顧客，90%不會回來(Reichheld 1996)。 
 
7
企業尋找，發掘有潛力的好消費者，

擇性的吸引，甚麼樣的人對我們的 P/S最有興趣，而且有能力、最有可能買

我們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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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ustomer Retention（顧客維繫／留住） 

其他廠商的程度(或時間的長久)，此
為 C

. Customer Loyalty（顧客忠誠度） 
，歸屬感，一體感及想要貢獻的意願高低程

度，

10. Customer Profitability（顧客獲利率）或稱顧客價值（Customer Equity, CE）  

的行

此模式主要將 CRM的一些核心變數定義出來，並將期間的加值關係架構起

來，能

顧客持續向企業購買而未流失或轉移到

RM的重點工作，但根據研究許多公司往往忽略其重要性，沒有估算、評估、

了解與檢討(Smith 1999)。  
 
9
顧客對企業的認同感，涉入程度

此為 CRM的最佳結果與目的：主要的決定因素在企業付出的心力及顧客本

身的特性，及互相看得對眼與否等等。 
 

顧客終身對企業所貢獻的利潤，亦即其終生的採購金額扣除企業花在其身上

銷與管理成本，此為決定企業成長獲利的主要因素，沒有顧客獲利率，再好

的生產、銷售、研發、BPR、IT、TQM 都沒用，亦即沒有不斷大量流入的顧客

淨值，其他努力都沒用)。 
 

讓 CRM的規劃者清楚的了解，以 C(顧客)為核心與目標的 CRM基本精神。

(蕭振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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