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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業顧客知識流程之研究— 

以保誠人壽為例 

 

中文摘要 

 
和顧客保持長期關係，對於企業經營是有利的，然而，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

與物流效率的提升，顧客越來越來越聰明，要尋找並取得替代產品與服務也越來

越容易。在這樣的環境前提下，如何使顧客願意與企業維持長期關係而不轉向競

爭者，是企業的一大挑戰。在文獻探討中本文發現，其關鍵是在於要能夠持續與

顧客互動並了解顧客，並且將這些了解應用於產品設計、流程設計與組織設計。

對於顧客的了解，本文定義其為顧客知識，就成為了顧客關係的基石。不過，由

於與顧客的接觸點越多，了解顧客的管道就越多，其整合上有一定的難度，而資

訊科技與傳統行銷方法都能夠產生對於顧客的了解，再加上產生並應用對於顧客

的了解，以塑造顧客在消費與使用產品與服務時能得到高度的滿意，已經企業所

有部門的責任，這樣跨部門的作業也不是一件簡單的事，這些議題都是企業在顧

客知識管理上所需面對的。 
 
在過往的文獻中所談的顧客知識管理，很多都混淆顧客資訊與知識，較無探

討企業如何加工與顧客互動所得到的資訊，因此無法清楚了解企業在顧客知識管

理上所作的貢獻為何。本文就以流程觀點，並以目前市場需求飽和且競爭激烈的

人壽保險產業中的一家企業：保誠人壽為例，探討企業內的顧客知識流程，並且

探討主要的影響因素，以了解企業在顧客知識管理上所作的努力。 
 
而在本文個案的探訪後，本文還嘗試以服務業作業系統的角度，提出一種顧

客知識的新分類：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並且根

據個案中保誠人壽的實際做法，修正文獻探討所提出的顧客知識管理架構，並且

提出三種顧客知識管理的類型以及提出其管理重點，以作為實務界與後續研究的

參考。 
 

關鍵字：顧客知識、知識管理、顧客知識流程、顧客知識管理、顧客關係管理、

服務業作業系統、壽險產業、保誠人壽、服務文化。 



A Study on Customer Knowledge Process in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 PCA Life Assurance (Taiwan) as A Case 
 

Abstract 
 
It is beneficial for an enterprise to keep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its 

customers. However, owing to advan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ogistics efficienc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arch and acquire bett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substitute for what they are using now.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a challenge for enterprises to retain their customers. How to do 
this? The answer in literatures is: to gain more customer insights (defined as 
customer knowledge in this study)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customers and apply 
them in product design, process desig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Therefore customer knowledge is the basics of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But still, there are issues. First, an enterprise may have many contact 
points with its customers. Then, there are traditional ways vers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ys to generate customer knowledge. Finally, an enterprise has to think 
how to address appropriate customer knowledge to right departments and use them 
to enhance the total experience when interacting with  customers. These are all 
issues an enterprise has to face with when trying to do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CKM). 

 
Most of past studies on CKM did no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us can not clearly define what contributions an enterprise makes 
when implementing CKM.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practices of CKM in 
an enterprise in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in which the demand is saturated and the 
competition is fierce, from a process perspective to manifest how customer 
knowledge is generated and applied, and what main factors are to affect CKM in an 
enterprise. 

 
After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 this study proposes a new framework, from the 

operation system in service industry, to classify customer knowledge into two 
categories: customer knowledge needed for front-office operations, and customer 

 



knowledge needed for back-office operation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practices in 
this case, this study will revise the CKM process framework proposed right after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will raise keys to successful CKM in CKM processes, for the 
reference for following studies. 
 
Keywords：Customer Knowledge (CK)、Knowledge Management (KM) 、Customer 

Knowledge Process、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CK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service industry operation 
system、life insurance industry、PCA Life Assurance Co., Ltd.、servic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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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企業的營運上，和顧客維持長期關係是有很大的效益的，其可從收益面

與成本面來看：收益面的效益，包括：可以產生持續性的收益、可以藉由交叉

銷售與跨級銷售的方式來增加收益、可以由現有顧客所推薦的顧客增加收益；

而成本面的效益，包括：和現有顧客交易的成本遠低於新市場開發所需成本、

現有顧客推薦新顧客降低新市場開發的成本、現有顧客可以降低價格誘因所帶

來的行銷成本、有經驗的現有顧客將節省企業的服務成本。(Frederick, 1996、
Seybold, 1998、Conway, 20021)此外，其甚至可以取代過去的產品創新、品質改
善、策略性併購而成為企業成長的新手段。(McKenzie, 2001)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資訊軟硬體的效能越來越好但是價格卻越來

越低，網際網路的日益普及，而且甚至出現了很多網路社群，使得顧客搜尋商

品資訊非常方便容易，再加上新商業模式的推陳出新、電子商務興起、物流效

率日益提升，都觸發了一個現象的發生：顧客對產品與服務握有越來越多的資

訊，顧客越來越聰明，而且對於商品的替代方案容易尋找與取得，所以產品與

服務在選購上的轉換也越來越容易。在這樣的環境前提之下，企業如何讓顧客

能持續地消費企業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而不會轉換至競爭對手，就成為一個

重大的挑戰。 
 
那麼，要如何與顧客建立長期關係？若企業要能夠比其競爭者更能夠持續

地、有效地傳遞顧客價值，使得消費者對於產品與服務都能有高度的顧客滿意

度，這才是和顧客建立長期關係的最根本方式(Schiffman & Kanuk)。讓我們再
進一步的推敲，企業如何才能做到：比其競爭者更能夠持續地、有效地傳遞顧

客價值，使得消費產品與服務的顧客都能有高度的顧客滿意度？學者和業者有

不同的看法(見附錄一)。這些業者與學者雖然對此一議題有不同的看法，然而

其都有一個共同點：都強調對顧客了解的重要性。為了要將顧客留住，一個以

顧客為中心的企業，會以持續與顧客互動與溝通、對顧客累積並產生更深入的

了解，且用此來作顧客區隔，並且以顧客區隔來設計組織、產品、服務與企業

流程，也因此對於顧客的了解成為創造顧客忠誠、留住顧客的關鍵。此也就是

在 Lin(2001)的 10C模型中的顧客知識變數(見附錄一)。對於顧客的了解，也就

是顧客知識，是指導顧客關係管理活動的基礎。而從和顧客的持續互動與溝通、

                                                 
1 出自於Greenberg, Paul. 2002. CRM at the Speed of Light: Capturing and Keeping Customers in 
Internet Real Time. Osborne: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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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顧客的深入了解、最後應用在產品服務提供與流程改善，其中已經隱含了

一個從顧客資訊獲得到顧客知識應用的循環。Wayland & Cole(1999)也曾指出，
在其對眾多企業的研究中發現，顧客關係管理上表現特別突出的企業，所共同

具有的三項特質中，其中有一項就是這些企業都非常擅於產生、管理與善用顧

客知識。 
 
因此，本文撰寫的動機有四： 

 
第一，由前文分析可知，顧客知識為顧客關係的基礎。然而由於時代的變

遷，網路的便利與通路的多元化，也使得企業和顧客之間的互動界

面增加。和顧客的互動界面的增加，不論是企業本身，或者是和企

業合作外包營運夥伴的通路或接觸點，都是和顧客接觸的機會。這

就意味著：企業了解顧客的管道變多，企業也掌握了更多有關顧客

的資訊。如何整合從多元管道來產生對於顧客的了解，對企業來說

是一個挑戰。 
 
第二，目前顧客關係管理領域中所談的對於顧客的了解，多是以資訊科技

的角度，也就是以屬量性、交易性的資料，來分析顧客行為以了解

顧客。然而，對於一個企業來說，資訊科技只是提供企業一個了解

顧客的方式。Crowsby(2002)就指出，如果真的要解釋、預測與影響
顧客的行為，就要了解顧客內心的想法，因此了解顧客還是需要行

銷研究的方法，例如調查與質化方法。雖然這是比較傳統的方式，

但是也是很重要了解顧客的方式。因此，如何整合新科技與傳統的

方式，來達成企業更深入了解顧客的目的，對企業來說也是一個挑

戰。 
 
第三，掌握更多的顧客資訊並不必然會自動變成組織對顧客了解的加深。

Crowsby(2002)就曾經指出，顧客資料不必然產生顧客知識，公司必

須要體認到顧客資訊與顧客知識之間的重大差距，並且以管理行動

來縮小這個差距。然而，傳統上了解顧客是屬於行銷與銷售部門的

責任，但是以顧客為中心的企業中，顧客保留已經是整個企業的責

任(Day,2003)。也因此，組織要如何蒐集顧客資訊，並將之分流與

轉化成顧客知識，最後交由企業主要的創造價值流程中的部門或人

員應用，以利於塑造顧客消費時的整體性良好經驗，這也不是件容

易的事情，也是企業的挑戰之一。 
 
第四，根據以上三點，企業其實有必要去思考，其應以何種方式來了解顧

客，並且整合、產生、分流與應用對顧客的了解。然而，在過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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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客知識管理的研究中，常會混淆資訊與知識，沒有以企業如何

加工資訊成為知識並應用的角度來探討顧客知識的管理，因此就沒

有辦法了解，企業在努力縮小顧客資訊與顧客知識之間的重大差距

上到底做了哪些努力，以及哪些因素會影響這個過程。所以，本文

就要一個完整的、以知識流程為焦點的研究方式，來探討企業如何

實行顧客知識管理。 
 

1.2 研究目的 

 
1. 以知識流程觀點探討企業內的顧客知識管理流程。 
2. 探討企業如何確保顧客知識的產生與應用。 
3. 探討企業顧客知識管理的影響因素。 
 

1.3 研究流程與研究內容 

 
在研究內容上，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會先定義知識與顧客知識，接著探討

既有的顧客知識管理文獻，以提出本文研究架構。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探討本

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及提出根據文獻發展出本文的研究架構。第四章為個案產

業與個案內容描述。第五章則為會根據個案內容，對於先前提出的研究架構做

修正，並且歸納出新的顧客知識的分類架構。第六章則為結論與建議。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深入探討顧客知識管理之前，我們必須先了解資料、資訊與知識的分野。

Davenport & Prusak(1999)曾指出，知識不是資料、也不是資訊，雖三者息息相

關，但許多公司受困於混淆不清的觀念，往往在耗費巨資之後卻又得不到預期

的成果，才了解到自己真正需要什麼，組織需要清楚自己需要哪一項、擁有哪

一項、能幫你做什麼以及不能幫你做什麼，這往往是成敗的關鍵。而Wayland & 
Cole(1999)也曾指出，如果企業真的想要了解顧客，企業內的管理者所需要做

的不應只是蒐集並分析量化的資訊，資訊的累積只不過是建立顧客知識的第一

步。顧客資訊就如同原物料一般，需要透過組織、分析與了解，才能被轉化唯

有用的顧客知識。因此我們必須在了解顧客知識與顧客知識管理之前，必須要

先了解這三者的區別。 
 

2.1 資料、資訊與知識 

 
根據 Davenport & Prusak(1999)對於三者的定義，其將資料、資訊與知識做

了以下的定義： 
 

1. 資料是對事與物審慎、客觀的記錄。他是創造資訊的重要原料。 
2. 資訊是具有意義的，具有關聯性與目標。 
3. 知識是一種綜合體，其包含了結構性的經驗、價值觀、環境脈絡資訊與專家

的見解，其提供了一個架構，可用來評估與吸收新經驗與資訊。其價值在於，

知識比資料與資訊都更接近行動，其價值的評估應以對決策或行動造成的影

響為準。 
 
而 Davenport & Prusak(1999)對於三者的關係又做了以下的定義：(見圖 2-1、表
2-1、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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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 資訊 知識 

條理化(contextualization) 比較(comparison) 
分類(categorized) 因果(consequences) 
計算(calculated) 連結(connections) 

對話(conversation) 更正(corrected) 
濃縮(condensed) 

 
 

圖 2 – 1  資料、資訊與知識的關係 
 

資料來源：Davenport & Prusak(1999) 
 

表 2 – 1  資料轉成資訊的方式 
 
 

資料轉成資訊的方式 內涵 
條理化 使我們了解數據蒐集的目的 
分類 使我們了解數據分類的重要項目與分析單位 
計算 透過數學與統計方法來分析資料 
更正 將資料中的錯誤修正 
濃縮 將資料加以整理，以彙總或簡潔的方式表達 
 
 

資料來源：Davenport & Prusak(1999) 
 

表 2 – 2  資訊轉成知識的方式 
 

資訊轉成知識的方式 內涵 
比較 這情況和以往我們曾碰過的有什麼不同 
因果 這資訊對決策與行動有什麼啟示 
連結 這知識和其他部份的知識有什麼關聯 
對話 其他人覺得這些資訊如何 
 
 

資料來源：Davenport & Prusa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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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管理顧問公司(2000)則將三者做以下定義： 
1. 資料：就是原始資料，可以顯示某一時點的狀況。 
2. 資訊：把資料視為題材，有目的地予以整理，藉以傳達某種訊息。 
3. 知識：藉由分析資訊來掌握先機的能力。 

 
馬曉雲(2001)則將三者做以下定義： 

1. 資料：未經處理的文字與數字，例如費用憑證、當月營業額、顧客

抱怨。 
2. 資訊：有脈絡的資料整理，例如每月營業額的比較。 
3. 知識：資訊加上經驗的分析結果，例如各項調查結果與報告。 

 
司徒達賢(2004)將知識做了的意義解析如表 2-3： 

表 2 – 3  知識的內涵與實例 
 

知識的內涵 舉例 
變項及其間的因果關係網 廣告金額、價格等變項會影像產品需求變項

變項的定義 何謂廣告金額、價格水準、產品需求？ 
變項可能的水準與選項 共有幾種廣告水準？共有幾種可能價格？ 
觀察與衡量變項的方式 產品需求的高低如何衡量？ 
因果關係的強弱 每增加十萬元廣告金額，對需求有何影響？

形成因果關係的理由 為何增加廣告會提高產品需求？ 
因果關係的適用情況 何種產品或顧客，對價格的比較敏感？ 

何種產品或顧客，廣告的作用比較大？ 
 
 

資料來源：司徒達賢(2004) 
 
本文綜合以上對資料、資訊與知識的文獻，將此三者區定義與關係做以下

區分： 
 

1. 資料：是未經處理的文字與數字。 
2. 資訊：是有目的地予以整理資料所產生。其產生的方式，是要將蒐

集得到的資料，做整理與分類，並且能分辨其中錯誤並更正。有必

要時還可以將其濃縮。 
3. 知識：在 Davenport & Prusak(1999)對於知識的定義中，其所描述的

所謂有架構的經驗、價值觀、環境脈絡資訊，其實與司徒達賢(2004)
所描述的因果關係網是類似的概念，只是 Davenport & Prusak(1999)
在定義中還描述了知識有助於於對新經驗與資訊的吸收，就偏重於

強調知識的人身依附性，而司徒達賢(2004)就以比較客觀的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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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知識。參照兩者的定義之後，本文將知識定義為：是將資訊做

變數定義，並做因果探討、連結與比較的方式，使得變數與變數之

間產生因果關係。而在不斷地因果探討、連結與比較的過程，其因

果關係會越來越複雜，就會成為一個因果關係網，其將有助於新經

驗與新資訊的吸收。另外，知識的價值在於他更接近行動，而管理

知識就是希望能夠用知識做決策或採取行動，才能展現知識的價

值，也因此知識也比須必須要符合能夠此條件，才可以成為知識，

光是有因果關係網絡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本文的焦點是對企業決策

或行動有實質意義的知識，才能真正彰顯知識管理的效益。 
 
而以下本文將資料、資訊與知識三者的關係定義如下(圖 2-2)： 

資料 資訊 知識   

蒐集

整理

分類

更正

濃縮

因果

連結

比較

  
  
  
  
 

 

圖 2 – 2  修正後的資料、資訊與知識的關係 
 

 
於 Davenport & Prusak(1999)對於資訊與知識的關係，其中的對話只是將

資訊

在提出此架構之後，本研究試圖在探究組織如何獲取顧客知識上，會以此

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關

之間的因果表達，是一種傳遞知識的方式，本身並不會將資訊轉成知識，

所以此模式在此做一修正。 
 

僅可能做區分顧客資料、資訊與知識時，來探究顧客知識管理活動在組織

中逐步地將資料轉成知識的知識創造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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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顧客知識的內涵 

在學術文獻中，顧客知識的觀念首見於一個跟顧客知識相關的名詞：顧客

知識

1. 定期和顧客會面以了解顧客的現有與潛在需求。 

焦點團體和意見調查來蒐集顧客的

4. 處理與分析顧客資訊。 
之中。 

究顧客的營運活動。 
 

Li & Calantone(1998)的研究目的是探究市場知識能力的前置因素，與市場

知識

ayland & Cole(1999)則以依據顧客知識產生的方式，將顧客知識區分為三類： 

 

流程(Customer Knowledge Process)。這個名詞是由 Li & Calantone(1998) 其
沿用了 Jaworski & Kohli(1993)，Narver & Slater(1990)的市場知識能力(market 
knowledge competence)的概念而提出的。所謂的市場知識，就是關於市場的、

經過系統化處理的、經過意義給予的資訊；而所謂市場知識能力，就是指產生

與整合市場知識的流程集合。在其文獻探討的推導中指出：雖然 Jaworski & 
Kohli(1993)，Narver & Slater(1990)將市場知識能力分成顧客導向與競爭者導向

兩種概念是相當有貢獻的，其操作性定義上並沒有將兩者分開，然而在實務上

兩種資訊的產生管道是十分不同的，所以 Li & Calantone(1998)又將市場知識能

力區分為顧客知識流程 (customer knowledge process)與競爭者知識流程

(competitor knowledge process)。其研究對於顧客知識流程的觀念性定義為：由

顧客資訊取得 (acquisition)、顧客資訊解讀 (interpretation)與顧客資訊整合
(integration)組成的三個連續的面向。在此觀念性定義中，由於顧客資訊整合已

經經過了解讀的程序，根據本文先前對於資訊與知識的區分，我們可以知道 Li 
& Calantone(1998)所指的顧客資訊整合，其整合的應為顧客知識。而 Li & 
Calantone(1998)對顧客知識流程的操作性定義如下： 
 

2. 擁有完整周密的顧客需求知識。 
3. 定期使用研究方法例如個人面談、

資訊。 
有系統地

5. 顧客資訊完整地被整合到軟體設計
6. 經常透過顧客來測試與評估新產品。 
7. 完全了解顧客的事業。 
8. 經常為了新產品發展而研

能力對新產品優勢，進而對市場績效的影響。我們從 Li & Calantone(1998)
的觀念性定義與操作性定義的比較可以得知，Li & Calantone(1998)對顧客知識

流程的觀念性定義中所提的顧客知識整合，是將跟顧客相關的知識整合到軟體

的設計當中。因此 Li & Calantone(1998)提到的整合應是指知識的轉移、吸收與

應用，然而其未先為顧客知識做一個定義。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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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話性顧客知識： 

式的對話，以及客戶與企業員工、企業員工與供

   
2. 觀察性顧客知識： 

服務的狀況所獲得的顧客知識。 
 

3. 預測性顧客知識： 
模式以預測可能的結果。 

 
Wayland & Cole(1999)又將對話性與觀察性顧客知識以顧客心理、產品的可

被觀

 

資料來源：Wayland & Cole(1997) 
 

透過彼此正式或非正

應商之間等關係的互動，來了解顧客的需要(wants)。 

透過觀察客戶使用或

藉由特殊設計的分析

察度兩個變數，將對話性知識與觀察性知識的重點區分出來(圖 2-3)。這個
分類的意義是：如果在消費程序中顧客心理以情感的居多，則對話性知識與觀

察性知識需要以會影響消費者消費程序的情感性因素，如個人社會階層、自我

認同、安全感等因素；而如果產品的可被觀察度高，則較可用觀察的方式來探

討顧客知識，如果產品的可被觀察度低，可能以對話來挖掘顧客未曾言明，但

足以影響顧客決定購買的潛在價值與需求。 
 

 

圖 2 – 3  建構正確的顧客知識 

產
品
的
可
被
觀
察
度 

高 

低 

顧客心理 
理性的 情感的 

辦公室用品 

電話服務 

汽車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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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Davenport, o They Know Their 
Customers So Well”一文，為知識管理學者跨入顧客知識管理的專文，其中有提

到顧

arris & 
ohli(2001) 直接來自於人的資料的概念，更深入探討經由公司與消費者互動時

會產

. 顧客擁有的知識，是和顧客有興趣購買的產品與服務相關的議題。 
2. 公司應有的知識，公司可用來幫助消費者做出購買決策。 

 
G ia-Murillo 

 Annabi(2002)對顧客知識的探討，將顧客知識下定義，其認為在 CRM 流程中

的顧

nowledge for customers)： 
是顧客需要的知識，例如：產品、市場與廠商的知識。 

2. 
累積用來了解顧客消費動機的知識，例如：例如顧客消費記錄、顧

買行為。 

3. 
         顧客擁有的知識，有關於產品、市場與廠商的知識。這些知識可以

例如：服務改善與新

 
陳心瑜 ，顧客知識是在企業取得其顧客的基本資料、交易資

、服務資料、特性資料、偏好資料與促銷資料(見表 2-4)之後，將之有系統地
整理

 Harris & Kohli(2001)在其”How D

客知識管理的名詞，也將顧客資料分成兩種：交易性資料(transaction data)、
直接來自於人資料(human data)。然而其並未明確定義顧客知識為何。 
 
其後，Garcia-Murillo & Annabi(2002)延續並且聚焦在 Davenport, H

K
生的知識。Garcia-Murillo & Annabi(2002)根據公司和顧客知識交換的互動

過程中，有時顧客會提供資訊，有時公司會提供資訊，因此其將顧客知識分為

兩種： 
 

1

ebert et al.(2003) 則依循Davenport, Harris & Kohli(2001)與Garc
&

客知識流可分為三類： 
 

1. 給予顧客的知識(K

 
關於顧客的知識(Knowledge about customers)： 
是

客的連結、顧客的請求、顧客的期望與顧客的購

 
來自顧客的知識(Knowledge from customers)： 
是

在和顧客的互動中被蒐集，來做持續性的改善，

產品發展。 

(2001)則提出
料

，成為易於傳遞的顧客資訊，而再將顧客資訊做適當地轉換與移轉之後，

顧客知識的涵蓋面向，可以更精確地定義為：顧客基本知識、顧客交易知識、

顧客服務知識、顧客特性知識、顧客偏好知識與顧客促銷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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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顧客資料的內涵 
 

類

別 
衡量變項 涵蓋項目 

分類資料 所屬產業代碼(SIC)、公司規模代碼(員工人數)、

廠商編號、分支單位代號 

公司願景 願景、目標、政策 

產業資料 顧客所屬產業的概況 

營運資料 

 

資本額、員工薪資、營業收入與支出、 

財務穩定性、市場佔有率、主要業務、 

工廠數、國際企業或國內廠商 

研發狀況 

 

研發費用、研發目的、研發人力結構、 

專利註冊數、技術購買、新產品計劃 

設備投資 

 

產能設備的擴充、設備的汰舊換新、 

研究發展的設備 

產能規劃 包括目前和未來 

顧 
客 
基 
本 
資 
料 

 

企業整合規劃 垂直整合策略、水平整合策略 

連絡資料 負責人、公司電話、公司或分公司所在地理位置

交易量  訂量大小、顧客對供應商的重要程度 

顧 

客 

交 

易 

資 

料 

訂貨資料 付費記錄、採購單、退貨記錄 

產品之維修狀況 維修記錄、維修情況描述 

售後服務情形 售後服務記錄、售後服務內容描述 

購買歷史 顧客購買的歷史資料 

銷售管道 顧客購買產品的管道 

顧 

客 

服 

務 

資 

料 

 

客訴資料  申訴管道、申訴記錄 

信用狀況  往來銀行、信用狀況 

企業文化  集權程度、領導者的價值觀 

採購決策參與者特性 人口統計特性、職位、專業程度、 

對過去採購的滿意度、忠誠度 

採購部門的特性 採購部門地位、採購決策過程、 

採購程序、採購制度 

顧 

客 

特 

性 

資 

料 

聲譽 聲譽和口碑 

顧 產品強度 產品偏好、使用頻率、購買能力、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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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產品需求 顧客對產品的需求 

知覺價值 對產品屬性的評估權重 

知覺定位 產品的各個定位屬性在顧客心中的定位情況 

消費情境 消費動機、消費考慮因素 

客 

偏 

好 

資 

料 

 

採購決策參與者偏好 採購評估基準、對供應商品牌的態度及偏好 

回應資料  對銷售活動的反應、與顧客互動的故事 

促銷活動記錄 對顧客曾做過哪些促銷活動、 

使用哪種媒體與溝通策略 

顧 

客 

促 

銷 

資 

料 

媒體通路 較常接觸的媒體 

 

資料來源：陳心瑜(2001) 
 
由以上對於顧客知識管理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文獻都避免直

為顧客知識下一個完整的定義。Wayland & Cole(1999)的定義中，其並未直接定
義何為顧客知識。Gebert et al.(2003)也並未直接定義，其是以其流向來分類顧

客知識，而檢視其細項中的說明則可發現其某些細項混淆了資訊與知識，也因

此其研究中並未聚焦在企業如何將資訊轉化為知識的管理活動，就無法凸顯企

業從事顧客知識管理活動的價值。而陳心瑜(2001)的研究所提出的顧客知識架

構，雖然似乎是對顧客知識做更詳盡的分類，然而其也簡化了從資訊到知識的

知識產生過程，直接將資訊替代為知識就成為其對顧客知識的架構，顯然有過

度簡化之虞，而且從其分類可了解，其分類較屬於由以往各文獻結合而成，並

未做一個整體性的思考。 
 
而因為本文在文獻中無法找到對顧客知識的直接定義，所以本文結合研究

的背景與目的：企業希望能夠持續地藉由和顧客的互動當中產生對於顧客的深

度了解，在此為顧客知識下了一個定義： 
 
顧客知識是企業將其與顧客的互動中，所取得的顧客資料整理成資訊，並

經過組織內部處理而成的對顧客的了解。因此顧客知識流程會從企業和顧客的

互動接觸點為開端，而經過顧客知識流程所產生的顧客知識，應用之後可改善

企業營運，持續維持高度的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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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顧客知識管理 

 
2.3.1 知識管理探討的方法論 
 

Gebert et al.(2003)曾分析過知識管理模式的研究形態，分為認識論

(epistemology)與本體論(ontology)兩支。認識論是探討知識存在的本質，又可以

分為兩種看法：認知論(cognitivistic)認為知識是以特定的知識結構存在，是可以

單獨存在於人之外的，而自我再生論(autopoietic)則強調知識是具脈絡敏感性

(context sensitive)，而且基本上是存在於人的。本體論則是在尋找存在的系統性

解釋，他主要是在探究知識和其存在環境的交互關係，其又可以分為兩種研究導

向：流程導向(process-oriented)聚焦在知識生命週期中的特徵，其分析影響知識

發展、擴散(dissemination)、修正與使用這個過程的關係與環境變數，而代理人

導向(agent oriented)則聚焦在知識在人與人之間流動時候的特徵，其分析阻礙或

促進知識在社會網路中流動的變數。本文基本上是以存有論的流程導向作為研究

方法，探索顧客知識流程，並探討影響其流程的變數。 
 
2.3.2 顧客知識管理的內涵 
 
本文在探討顧客知識管理之時，將整理與引用知識管理與顧客知識管理的相

關文獻，並在經過交叉比對後，提出一個流程架構，作為本文探討顧客知識管理

的基礎，以及探討可能影響顧客知識流程的因素。 
 
Li & Calantone(1998)根據組織學習理論，認為顧客知識流程的觀念性定義

為：顧客資訊取得(acquisition)、顧客資訊解讀(interpretation)與顧客資訊整合
(integration)組成的三個連續的面向。在實務上，顧客對新產品需求的相關資訊可

以經由公司和顧客的互動活動來取得，例如：經常性的面對面的會議與討論、個

人訪談或焦點團體與問題解決會議。而取得這些資訊可以經由各式的分析程序來

解讀，如辨認、結構化顧客需求，並排列需求的優先順序。最後分析過的資訊，

可以經由一些技術來將產品屬性和需求搭配以從事新產品開發。而顧客知識流程

可以提升產品的競爭優勢，因為他可以讓公司得以藉由新產生的市場需求來探索

創新的機會，並且減低潛在的不符合顧客需求的風險。其研究結果顯示，顧客知

識流程與顧客特徵，例如他們的挑剔程度與專業程度，有正相關的關係，另外，

顧客知識流程與高階主管認定顧客知識流程的重要性，也有正相關的關係。而顧

客知識流程也會正向影響新產品的競爭優勢。 
 
此外，Li & Calantone(1998)在未來研究方向上也提出，有幾項因素可能會影

響顧客知識在流程上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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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階主管的參與程度：高階主管可以參與不同的流程發展階段，包

含流程設計，流程實施或者流程維護階段，高階主管參與的程度可

能和流程的有效性有相關性存在。 
 

2. 組織的機制：因為顧客知識流程都在於一些組織的的運作機制當

中，那顧客知識是存在於哪些機制當中，而機制的不同是否會影響

顧客知識流程也是可以去探討的。 
 

3. 流程中的績效評估與獎酬制度：目前在顧客知識流程中，是不是有

績效評估與獎酬制度來增進個人在從事顧客知識流程的績效，也是

可以做進一步探討的。 
 

Wayland & Cole(1999)指出，客戶知識管理的三個要素：客戶、知識、管理

有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為盡可能求取最大價值，他們必須同時被置於一個封閉

式的迴路環境。這是一個著重從正確的顧客中，獲取正確顧客知識的特定環境。

在這個系統中，企業運用這些顧客知識從顧客關係中尋求獲取最大價值的具體行

動。其提供的顧客知識管理封閉的迴路程序如下(圖 2-4)： 
 

 

圖 2 – 4  顧客知識管理的封閉迴路 
 

資料來源：Wayland & Cole(1999) 
 
由於現在的企業大多屬於跨國企業組織，獲取顧客知識的工作就必須由各個

創造 
顧客知識 

計畫 

整合及分析 

運用 鎖定正確 
目標顧客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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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功能的部門合力來完成，顧客知識管理的封閉迴路系統，可以幫助企業建立

一種一致性的客戶觀點，並為客戶提供一個易於認識企業的管道。其後Wayland 
& Cole 又把顧客知識管理主要的討論焦點放在三個重點上，以將顧客知識運用

於封閉式迴路： 
 
1. 聚焦(Focusing) 
其重點在於，要考慮所需要顧客知識的層級，層級可以分為五層，由範圍最

大的到最小的分別為：整個市場、特定區隔、採購單位、影響者、個人。如果與

顧客建立關係後可獲得價值的變異性較高，層級就趨於範圍越小的；如果顧客需

求的變異性越高，層級也會趨於範圍越小的(其關係如下圖 2-5)；再者要考量所

需要顧客知識的深度。 
 

 

圖 2 – 5  顧客組合的管理策略圖 
 

 
. 產生(Generating) 

解顧客的慾求(wants)，此項目標的困難度在於，人們通常

不知

) 對話性顧客知識： 
式的對話，以及客戶與企業員工、企業員工與供應

資料來源：Wayland & Cole(1999) 

2
其重點在於，要了

道他們要什麼，所以依據顧客知識產生的方式，可以將顧客知識分為三種： 
 
(1
透過彼此正式或非正

商之間等關係的互動，來了解顧客的需要(wants)。 

關
係
價
值
變
異
性 

高
團體層次 個人層次  

 
低

市場層次 團體層次   

客戶需求變異性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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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的狀況所獲得的顧客知識。 

(3) 
模式以預測可能的結果。 

 
. 運用(Leveraging) 

白顧客需求之後，要延伸顧客知識，並且將這些客戶知識

作為

Davenport, Harris & Kohli(2001)將顧客知識管理的研究中，其歸納能成功管

理顧

1. 將顧客知識管活動理聚焦在最有價值的顧客身上。 
理目標結合，

3. ，並追求最佳的顧客知識組合。 

用以增進關係、提供推廣促銷的

6. 識。在取得和產生(collection 

7. 

8. 識流程與工具來執行顧客知識管理。 
 

Garcia-Murillo and Annabi(2002)以銷售人員為蒐集顧客知識的管道來建立顧

客關

St1.知識透露：銷售人員藉由顧客的知識分享，(1)了解顧客對產品或服務在各屬

St2.知識分類：銷售人員開始描繪顧客需求地圖，分類了顧客對產品級服務的需

觀察性顧客知識： 
透過觀察客戶使用或

預測性顧客知識： 
藉由特殊設計的分析

3
其重點在於，在明

成效評量的依據，與達成一定成效的工具。 
 

客知識的企業在顧客知識管理的執行上都有以下的特質： 
 

2. 定義顧客知識管理的目標，將其與策略和顧客關係管

可能的目標包括：區隔顧客群、排列顧客的優先順序、知道你的顧

客想知道什麼、了解顧客的網路使用行為、根據顧客需求模式提高

跨級與交叉銷售的成功機率、觀察顧客使用方法創新現有產品、依

據顧客需求擴增產品或服務。 
同時使用量化與質化的顧客知識

4. 避免使用單一的資料儲存系統。 
5. 有效地使用交易資料，將交易資料

產品或服務、增加顧客的忠誠度。 
有效管理由和顧客的接觸上取得的知

and generation)的議題有：如何克服因為蒐集資料需要時間而使得和

顧客接觸人員會抗拒、如何促使顧客合作。在分流(distribution)的議
題有：如何分流、什麼和多少知識要分流，如何使用人來分流。 
建立新的職位來協助管理顧客知識、組織重整、將企業文化轉型為

以顧客為中心。 
建立明確的顧客知

係管理的模式。其模式注重在銷售人員蒐集顧客知識的過程，為一個循環，

包含了三階段(見圖 2-6)： 
 

性上的偏好與要求，(2)比較具有類似屬性的產品與服務，(3)了解
產業中顧客的偏好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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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期望。 
顧客取得了足St3.知識平準： 夠的產品與服務知識，銷售人員也充分了解了顧客

 
而銷售人員在各階段所獲取的顧客知識，將都可以透過編碼的方式，轉成公

司的

1. 產品改善。 

 

率。 
求。 

。 
 
在其研究結果中提到，一些傳統的獎酬制度會阻礙銷售人員對顧客知識的蒐

集，

的知識。 

顧客知識，而公司的顧客知識可以透過分享的方式轉成其他銷售人員對顧客

需求的分類，因此銷售人員對顧客的分類將越來越精細。而公司在取得銷售人員

的顧客知識之後，就可以做到七項工作(見圖 2-6)： 
 

2. 服務改善。 
3. 顧客滿意度。

4. 增加銷售。 
5. 增加顧客保留

6. 透露新的顧客知識需

7. 公司獲得對特定顧客的知識

可能會促使銷售人員想趕快成交而忽略了顧客知識的蒐集。而如果顧客和銷

售人員接觸的機會有限，銷售人員就必須受到訓練，以能在短時間提供顧客足夠

的資訊，以和顧客建立良好的關係，就有可能會完成交易。此外，銷售人員也要

接受訓練以習得獲取顧客知識的技能。 
 

 17



 

 
知識分類 

 
公司知識 

 

圖 2 – 6  顧客知識管理循環圖 
 

資料來 002) 
 
范惟翔(2001)認為，顧客知識管理的實施與維持須從組織文化和資訊科技兩

方面

源：Garcia-Murillo and Annabi(2

進行，並藉由團隊工作過程加以整合內化。其提出的架構如下(圖 2-7)： 

 
知識透露 

 
知識平準

編碼 編碼

編碼共享

 

1.  產品改善

服務改善

顧客滿意

增加銷售

增加顧客保留率

透露新的顧客知 需求

識

2.  
度3.  

4.  
5.  

識6.  
公司獲得對特定顧客的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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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知識管理實施與維持 

組織文化 資訊科技 

知
識
分
享 

創
新 

高
層
支
持 

結
合
營
運
策
略 

標
準
化 

目
標
導
向 

客
戶
組
合
管
理 

建
構
網
路
有
關
系
統 

整合內化 
 

圖 2 – 7  顧客知識管理的實施與維持架構圖 
 

資料來源：范惟翔(2001) 
 
黃文仙(2002)指出，雖然各學者對組織之顧客知識管理的做法，因為觀察的

角度不同而有差異，但是整體而言是指顧客知識管理流程和顧客知識管理基礎建

設，兩者缺一不可。倘若徒有流程而無基礎建設，則無法促使顧客知識的有效存

取、擴散和保護；徒有基礎建設而無流程，則無法鼓勵個人知識的轉換、分享和

應用。任何企業想要成功實行顧客知識管理，就必須同時重視顧客知識管理流程

及相關基礎建設。 
 
Marshak2(2002)則提出顧客情報(Customer Intelligence)在流程上應分為： 

St1.蒐集顧客資料。 
St2.分析該資料。 
St3.依據此分析形成策略以確認顧客價值。 
St4.根據此策略採取行動。 

 
而達成此顧客情報流程有六大類重要的工具： 

                                                 
2 出自Greenberg, Paul. 2002. CRM at the Speed of Light: Capturing and Keeping Customers in 
Internet Real Time. Osborne: McGraw-Hill. P. 29. 

 19



 

1. 蒐集(gathering)顧客資訊的工具。 
2. 儲存(storing)顧客資訊的工具。 
3. 取得(accessing)顧客資訊的工具。 
4. 處理(processing)顧客資料的工具。 
5. 組織(organizing)顧客資料的工具。 
6. 設立模型與分析(modeling and analyzing)顧客資料的工具。 

 
Bose and Sugumaran(2003)認為，如果將操作型 CRM的資料與從企業中各處

的知識加以整合，企業將可以利用分析型 CRM的能力，並且做出以顧客為中心

的決策。例如，企業可以依據顧客先前所購買的東西，預先提供適合該顧客需求

的商品或服務，或者提供最高價值等級的客戶專人服務，這些專人是了解他們的

過去記錄與偏好習慣的。其提供的知識管理的流程如下： 
 
St1.知識辨認與產生(knowledge identification and generation) 
在此流程中，需要辨認成功建立顧客關係活動所需的相關顧客、流程與產業

知識，並且經由監控顧客與競爭者活動來獲取或產生知識。 
 
St2.知識編碼與儲存(knowledge codification and storage) 

在此流程中，需要繪製知識地圖來達到正式化，並且將知識轉化成可以在企

業內展現，並且儲存在企業內部的儲藏空間，以使得所有的利害關係人都可以使

用。 
 
St3.知識分流(Knowledge distribution) 
在此流程中，需要將知識在組織中擴散，並且處理對於在特定情境特定所需

知識的請求(request)。 
 
St4.知識利用與回饋(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feedback) 
在此流程中，利用知識可以產生新的知識，並且進一步再將之放入企業內部

的儲藏空間。 
 

Holsapple and Jones(2004)嘗試提出知識鏈的概念，這是一個知識管理的流程

性架構。其提出的架構如下(圖 2-8)： 
 

 知識鏈的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y classes) 
 
1. 知識獲取(acquisition)： 
由外部來源獲取知識，並使之適於組織內部的後續利用。包含：從外部來源

辨認適當的知識、從外部來源擷取已辨認的知識、將已被組織過的知識轉移給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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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用的使用者、或者要吸收此知識給要做後續使用的人。又可分為直接的知識

獲取與間接的知識獲取。 
 

2. 知識選擇(selection)： 
由內部選擇所需要的知識，並使之適於組織內部的後續利用。其與知識獲取

相對，知識獲取是看組織外部，而知識選擇則是看組織內部。包含：從組織內部

既有的知識資源辨別出適當的知識、從內部來源擷取已辨認的知識、將已被組織

過的知識轉移給需要立即使用的使用者、或者要吸收此知識以作為後續使用。又

可分為行動導向的知識選擇與文件導向的知識選擇。 
 

3. 知識產生(generation)： 
經由現有知識中發現或變異中產生知識。包含：透過引發必需的選擇與獲取

活動，來監控組織內的知識資源與外部環境、為達到知識產生因而以知識的實用

性來評估已獲取或已選擇的知識、從現有知識基礎來產生知識、將所產生的知識

移轉以利於應用或吸收。又可分為知識發現與知識變異。 
 

4. 知識吸收(assimilation)： 
經由內部分流，以及儲存已獲取的、已選擇的或已產生知識的方式，來改變

組織知識資源的狀態。包含：評估要被吸收的知識，鎖定將被吸收衝擊的知識資

源、將知識重新結構化以適於目標資源的方式加以表達、將知識傳達給被鎖定的

知識資源。又可分為出版發行與互動。 
 

5. 知識釋出(emission)： 
將知識和組織的價值創造結果相結合。包含：鎖定產出、藉由應用、體現、

控制、槓桿現存知識於目標產出的方式來生產產出。其與知識吸收相對，知識吸

收是將知識留在組織中，而知識釋出是將知識釋出到環境中。又可分為正式與非

正式。 
 

 知識鏈的次要活動(secondary activity classes) 
 
1. 知識測量(measurement)： 
評估知識資源與知識處理者的價值，與其分布情況。 
 

2. 知識控制(control)： 
確認所需的知識處理者與資源，在安全考量下，品質和數量上是無虞的。 
 

3. 知識協調(coordination)： 
管理知識活動間的相依關係，以確保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流程與資源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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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識領導(leadership)： 
建立一種環境條件，使得組織內可以發生豐富的知識管理行為。 
 

而由以上文獻探討我們發現，其實各種顧客知識管理或知識管理的理論，並

未對顧客知識流程有一個一致性的定義，也因此本文就綜合以上的文獻，發展出

一個架構。表 2-5就是以這個架構來整理過去文獻所得到的結果。

 

到位。 
 

知
識
獲
取 

知
識
選
擇 

資料來源：Holsapple and Jones(2004) 

圖 2 – 8  知識鏈架構圖 

知
識
產
生 

知
識
吸
收 

知
識
釋
出 

知識領導

知識測量

知識控制

知識協調

投
射 

學
習 



 

表 2 – 5  文獻探討整理表 
 

研究提出者 資訊蒐集 資訊儲存 知識產生 知識移轉 知識應用 其他因素 
Li & Calantone 
(1998) 

 顧客資訊取
得

(acquisition) 

  顧客資訊解
讀

(interpretation) 

 顧客資訊整合(integration)  高階主管的
參與程度 

 組織的機制 
 流程中的績

效評估與獎

酬制度 
Wayland & Cole 
(1999) 

 聚焦
(Focusing) 

 

  創造顧客知
識 

 整合及分析 
 產生

(Generating) 

 分享 
 

 運用
(Leveraging)

 

Davenport, 
Harris & Kohli 
(2001) 

 同時使用量

化與質化的

顧客知識，並

追求最佳的

顧客知識組

合。 
 

 避免使用單
一的資料儲

存系統。 

  分流

(distribution)
的議題有：

如何分流、

什麼和多少

知識要分

流，如何使

用人來分

流。 

 將顧客知識

管活動理聚

焦在最有價

值的客戶身

上。 
 同時使用量

化與質化的

顧客知識，

並追求最佳

的顧客知識

組合。 
 有效地使用

 如何克服因
為蒐集資料

需要時間而

使得和顧客

接觸人員會

抗拒、如何

促使顧客合

作。 
 將顧客知識

管活動理聚

焦在最有價

值的客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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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資料，

將交易資料

用以增進關

係、提供推

廣促銷的產

品或服務、

增加顧客的

忠誠度。 

上 
 建立新的職

位來協助管

理顧客知

識、組織重

整。 
 將企業文化
轉型為以顧

客為中心。 
 建立明確的

顧客知識流

程與工具來

執行顧客知

識管理。 
Garcia-Murillo 
and Annabi 
(2002) 

 銷售人員蒐集顧客知識 
St1.知識透露 
St2.知識分類 
St3.知識平準 

 銷售人員也要接受訓練以習得獲取顧客知識的技能。 
 

 過編碼的方
式，轉成公

司的顧客知

識。 
 公司的顧客
知識可以透

過分享的方

式轉成其他

銷售人員對

顧客需求的

分類。 

 應用方式
上： 

1. 產品改善。 
2. 服務改善。 
3. 顧客滿意

度。 
4. 增加銷售。 
5. 增加顧客保

留率。 
6. 透露新的顧

客知識需

求。 

 傳統的獎酬
制度會阻礙

銷售人員對

顧客知識的

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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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司獲得對
特定顧客的

知識。 
范惟翔 
(2001) 

      組織文化 
 資訊科技 

黃文仙 
(2002) 

    存取 
 擴散 

 

  有基礎建設
而無流程，

則無法鼓勵

個人知識的

轉換、分享

和應用。 
Marshak 
 (2002) 

 蒐集顧客資
料 

 處理

(processing)
顧客資料的

工具 
 組織

(organizing)
顧客資料的

工具 
 蒐集

(gathering)顧
客資訊的工

具 

 儲存(storing)
顧客資訊的

工具。 
 取得

(accessing)
顧客資訊的

工具。 

 分析該資
料。 

 依據此分析
形成策略以

確認顧客價

值。 
 設立模型與

分析

(modeling 
and 
analyzing)顧
客資料的工

具。 

  根據此策略

採取行動。 
 

Bose and  知識辨認與產生(knowledge identification and  知識編碼與  知識利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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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umaran 
(2003) 

generation) 儲存

(knowledge 
codification 
and storage) 

 知識分流

(Knowledge 
distribution) 

回饋

(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feedback) 

Holsapple and 
Jones(2004) 

 知識獲取(acquisition) 
 知識選擇(selection) 
 知識產生(generation) 

 知識吸收

(assimilation) 
 

 知識釋出

(emission) 
   知識測測

(measurement) 
 知識控制

(control) 
 知識協調

(coordination) 
 知識領導

(leadership)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文獻探討所得之理論模式作整合並產生研究架構如圖 3-1。其理論

之推論重點如下： 
 
1. 顧客知識流程方面： 
 
根據表 2-5，本文將顧客知識流程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顧客資訊蒐集、

顧客資訊儲存、顧客知識產生、顧客知識移轉、顧客知識應用。這裡有個需要強

調的地方事，在顧客知識管理流程的文獻探討中，因為較少發現文獻探討資料與

資訊間之間的轉化關係，大部分的文獻討論焦點都會放在資訊與知識的關係；而

且就本文對資料、資訊與知識的定義，將資料轉成資訊管理活動難度不高，所以

其管理活動的價值不及於將資訊轉成知識的管理活動的價值，因此所以本文的主

要顧客知識流程架構就簡化了資料與資訊的關係，將流程中的焦點就放在資訊轉

化成為知識的過程。另外，由於顧客資訊從外而來，不會自動轉變成顧客知識，

所以這也是本文將顧客資訊與顧客知識做區分，並以此架構探討企業如何進行顧

客知識的產生與應用。 
 
2. 影響顧客知識流程的因素方面： 
 
而由文獻探討中，我們得知了幾個主要影響顧客知識流程的可能因素，分別

為：高階主管/領導、組織設計的機制、績效評估、獎酬與激勵制度、組織文化、

科技基礎建設。在個案訪談與探討的過程中，本文將隨時將可能影響的因素帶

入，以探討企業在顧客知識管理上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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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本文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2 分析單位、個案選擇與訪談 

 
本文的分析單位，是以流程作為分析單位，逐一探訪各個顧客知識流程，並

且了解其中的影響因素。由於先前對於顧客知識管理的文獻，都未以資訊在組織

中處理成為知識的流程角度，來探索顧客知識流程，常常就造成資訊與知識的混

淆不清，就不清楚企業在將資訊轉變成知識的過程中有哪些組織管理的手段；而

且，大部分的文獻都未能以流程為單位來分類顧客知識流程，以致對於顧客知識

管理的研究結論缺乏情境因素，所以只會出現較一般化的結論，卻不能說明顧客

知識該怎麼分類，而在管理不同類型的顧客知識，其重點各是什麼。所以本文就

希望以整體流程的角度來探索顧客知識的分類與其在管理上的重點，做一個探索

性的研究。而探索性研究主要包括文獻與次級資料研究、個案研究與深度訪談

等。本研究從蒐集文獻與次級資料開始，再根據文獻與次級資料發展出本文的研

究架構。隨後即對於取樣的個案公司涉及顧客知識管理的部門主管，做多次來回

的深入訪談，深入了解在個案公司中的各種顧客知識流程，以利於顧客知識類別

的歸納與管理重點的分析。 
 
 

顧客 顧客 顧客

資訊

蒐集 

顧客

資訊

儲存 

顧客

知識

產生 
知識

移轉 
知識

應用 

‧ 高階主管/領導 
‧ 組織設計機制 
‧ 績效評估、獎酬與激勵制度 
‧ 組織文化 
‧ 科技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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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所研採取的研究方法的整理： 
 

1. 文獻與次級資料研究： 
 

為確立研究方向，本研究利用網路、學術期刊、論文、雜誌與書籍

等管道，蒐集有關顧客知識管理之定義、目的、執行架構、及內容等有

關之文獻資料，以對研究主題有進一步地瞭解與探討。 
 
2. 個案訪談： 
 

為達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採「個案研究」與「深度訪談」之方式，

針對個案公司內部涉及顧客知識流程之部門與單位做訪談，以蒐集個案

公司內部各個顧客知識管理流程。本研究先確立研究對象後，即準備目

的導向之訪談計劃並進行訪談。 
 

(1) 確立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國內某家知名的壽險公司作為顧客知識流程的取樣對

象。之所以會選擇壽險業的公司，原因是因為根據文獻顯示3，壽險業

為國內導入顧客關係管理的先驅產業之一，在重視顧客關係管理的狀

況之下，較有可能對顧客知識的管理產生更豐富的內涵，再加上目前

壽險業的競爭相當激烈，市場需求日漸飽和，如何比競爭者更了解顧

客的需求，成為潛在需求保戶的第一選擇，遂成為壽險產業的重要議

題，因此本文即以壽險業公司作為取樣對象。而為進行深度訪談，本

研究依研究目的設計適當之訪談大綱(見附錄二)，以利訪談過程中掌

握主題，並確保資料之正確性。個人樣本選擇方面則採立意取樣

(Purposeful Sampling)原則，選取投入個案公司工作期間較長且業務實
務層面瞭解較廣且經驗豐富之中高階主管及業務人員做為訪談對象，

以深入了解該公司的各個顧客知識流程。由於本研究所牽涉的部門甚

多，而且訪問對象在工作性質、個人特質與實務經驗都有所不同，所

以本研究儘可能涵蓋各相關業務。其受訪者基本資料如表 3-1： 

表 3 – 1  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受訪者 現在部門與職務 過去經歷 訪談時間(約) 
張先生 業務發展部/總經理特助 儲備幹部(有各部門

輪調經驗) 
90分鐘 

                                                 
3 出自於張文彬(2002)，顧客關係管理的核心活動在企業界應用過程之探討，私立中原大學企業

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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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先生 電話服務中心/總監 電話服務中心建置

負責人 
75分鐘 

林先生 市場行銷部/協理 美國進修精算，畢業

後在美國做了 1 年

半，到新加坡又做了

兩年。回台灣做了兩

年半，所以總共做六

年的精算經驗。 

60分鐘 

蕭小姐 企業行銷部 客戶關係部 20分鐘 
顏小姐 客戶關係部/襄理 從保誠前身慶豐人

壽就在公司中的客

戶服務部門，在此公

司已經有十年經歷。

100分鐘 

杜小姐 電話行銷部  15分鐘 
傅先生 理賠部  30分鐘 
富先生 宏觀通訊處/業務主任  10分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執行訪談計劃： 
 

本研究訪談對象以個案公司為範圍，先訪談個案公司高階主管人

員以相關資料，以整理與分析顧客知識流程與其中影響因素。本研究

之訪談為一問題導向且有目的之談話，研究者將訪談主題與內容事先

以大綱的方式預備妥當，在實際訪談時則依當時的情境以決定問題次

序與完整之字句。本研究採用引導式訪談方法來蒐集研究資料，以蒐

集口語與非口語訊息與資料，並以雙向交流方式以增加資料之正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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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產業介紹與個案內容描述 
 

4.1 壽險市場的產業背景 

 
4.1.1 經營概況 
 
台灣光復後只有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及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兩家公營保險

公司。民國 51 年，政府先後准許 7家民營公司成立，其中國光人壽因經營不善

於民國 59 年奉令停業。民國 76 年政府對美國開放國內保險市場，每年准許美國

壽險業之股份公司得在台灣設立分公司。自民國 82 年起，開放國人申設保險公

司，83 年開放世界各國保險得在台灣設立分公司營業。截至民國 93 年，台灣地

區壽險公司共計有 29家，本國公司有 21家，外商公司有 8家。 
 
4.1.2 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的投保率、普及率 
 
根據表 4-1，以目前人壽保險市場的統計資料來看，目前國人的人壽保險及

年金保險投保率為 166.30%，也就是說，每個國民平均持有的有效契約數為 1.663
張，另外，目前國人的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普及率為 309.34%，也就是說，國民

的總保障金額是國民所得的 3.09倍左右。 

表 4 – 1  人壽保險市場基本統計資料 
 

契約平均保額
3 投保率

1
保險密度

2

個人壽險  團體壽險  

普及率
4

2001 135.40 32,531 760千元  599千元  264.49 

2002 143.70 39,487 791千元  454千元  268.58 
2003 158.87 50,106 812千元  435千元  291.16 
2004 166.30 57,671 777千元  697千元  309.34 

 

註：1.投保率 = 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有效契約件數，除以總國民人口數。 
2.保險密度 = 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保費總收入，除以總國民人口數，即平

均每人保費支出。 
3.契約平均保額 = 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保額，除以有效契約件數。 

    4.普及率 = 人壽保險及年金保險保額，除以國民所得。 
 

資料來源：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市場重要指標，2004 年 9月 
臺北市人壽保險商業公會業務發展委員會，壽險季刊 135,131,127,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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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壽險產業的價值鏈/價值網 
 
任何一個產業都是一連串價值活動所構成的，最終產品之所以能夠對顧客產

生價值，與事業經營之各個流程與活動間均有密切的關係，這些流程或活動在產

生價值上都有不同程度的貢獻，因此稱之為價值活動，價值活動的連結稱之為價

值鏈(或稱價值網)。 
 
產業價值網之切割可粗可細(見表 4-2)。一般產業價值鏈之順序，大都從研

發開始，製造居中，而行銷等活動往往較為後面。但人壽保險的產業價值鏈的排

列稍有差異(見表 4-2)，例如行銷活動在價值鏈之排列較前，主要是因為保險商

品是一種無形的服務，許多價值活動通常在保險銷售後才開始發生，而且保險商

品的存續期間大都長達 10-20 年，銷售活動僅是一個開端。 

表 4 – 2  人壽保險產業的價值鏈/價值網 
 

粗分之壽險產業

價值活動 
細分之壽險產業 
價值活動 

行銷規劃 市場資訊收集與規劃 
精算與預測 保單設計 
保單規格制定 
業務人員的選擇與訓練 
業務人員銷售 
代理人/經紀人銷售 
直效行銷銷售 

業務銷售 

銀行保險銷售 
核保出單 
成本控管 
理賠 
收費 
業務人員服務 

售後行政與服務 

電話中心服務 
再保 
資產負債管理 
投資活動 

資產投資管理 

資本 
法令 其他 
關係企業與網絡 

 

資料來源：張馥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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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上壽險公司經營每個價值活動均可考量自製或外購，以國內而言，中大

型的保險公司因為規模較大，因此垂直整合程度非常高，從保單設計到投資管理

無所不包，但小型的外商公司在垂直整合程度上是比較低的，從事的價值活動較

少。例如保單之設計往往仰賴母公司，甚至委託精算顧問公司，業務制度則以代

理人或經紀人為主，減少自行訓練成本，資金管理則委託專業投資機構而非設立

專門部門加以管理，公司的廣告公關等事務則交由專業之廣告或公關公司代為處

理。4

 
4.1.4 產品銷售的現況與趨勢 

 
我國法定之基本保險商品為人壽保險(又可分為偏儲蓄型或偏保障型)、傷害

保險、健康(醫療)保險與年金保險，但是每種基本商品均可變化出許多種之商

品。5自民國 81 年保險法修訂開放壽險業經營年金險以來，市場反應一直冷淡，

保費佔率無法突破 5%。92 年年金險保費收入達 581 億，雖然比 91 年成長

361.11%，也不過佔當年新契約保費收入的 16.88%。可是到了 93 年，根據壽險

公會的資料，傳統型年金的新契約保費收入轉眼飆升到 1千 364億元，比 92 年

成長了 134.8%，佔當年度新契約保費收入的三成以上。這主要是因為定存利率

過低，保險公司透過銀行通路大賣便利型年金，搶攻定存族市場所導致，現在在

隨著利率的緩慢回升，年金險在這方面的優勢可能越來越小，不過，由於隨著勞

退議題持續發燒，以退休後的年金為訴求的退休市場看好，所以壽險公司可能會

轉為因應老年退休設計出各種創新型的年金商品，未來銷售潛力十分看好。 
 
另外，投資型保險的新契約保費在 92 年以 979.75%的成長率一枝獨秀，93

年仍維持上揚態勢，只是力道趨緩，93 年合計壽險與年金兩種投資型商品的保

費收入達到 1千 546億元，比 92 年成長 81.24%，佔整體壽險新契約保費收入的

34.65%。至於傳統型壽險依舊呈現衰退現象，其保費收入 1 千 226 億元，較 92
年的 1千 652億元大幅減少了 25.8%。不過新契約保費仍超過 2成 7。所以目前
壽險市場在產品上，投資型、年金、傳統壽險在新契約保費的比例相近，呈現三

足鼎立的狀況。6

                                                 
4 出自於：張馥芳(2004)，廠商在策略群組間移動之研究—以台灣地區人壽保險業為例，國立政

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博士論文，P 67 – 68. 
5 同上，P 64. 
6 出自於：林潔舒(2005)，1兆 3千億的壽險市場，現代保險，P.120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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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個案內容描述：保誠人壽基本介紹 

 
基本資料 
 
英國保誠集團於 1848 年成立於倫敦，在英國一直是領先的專業壽險公司，

全球管理資金逾 2,750億美元，旗下的M&G 零售基金公司，更是英國最大的單

位信託機構。其核心壽險營運的財務實力同時榮獲標準普爾（S&P） 穆迪
（Moody's）AAA最高財務評等。在新加坡、馬來西亞、廣州、印尼、香港、台

灣六個國家都已推出投資連結型保險；在新加坡、日本、印度、馬來西亞、台灣

等地區，同時設有壽險和基金業務，目前在亞洲共有 12 個營運據點，是亞洲地
區最大的英國壽險公司。 

 
而保誠人壽台灣子公司成立於 1999 年 11月，當初是由英國保誠集團收購國

內慶豐集團旗下經營虧損連連的慶豐人壽，英國保誠集團才進軍台灣人壽保險市

場。英國保誠人壽在收購慶豐人壽的五年多以來，保誠人壽總保費收入每年平均

以 30%的幅度成長，從慶豐人壽時代的第 20名，躍升為第 5名，排在保誠前面
的是國泰、南山、新光、ING安泰，這些公司都有數十年歷史，保誠人壽以最短

的時間達到同業必須努力 10 年以上才能達成的目標。保誠人壽台灣區總經理張

志明表示，2004 年保誠在台保費收入突破新台幣 346億元（10億美元），為 428.53
億元，成為保誠在亞洲十個投資區域中，率先突破 10 億美元業績的國家，摘下
保誠亞洲子公司的業績桂冠，每年貢獻亞洲總部業績更高達四分之一。而依據

2005 年天下 100大金融業排名，保誠人壽排名第 22(2002,2003皆排名為 24)。其
在顧客服務上也獲得肯定，2005 年獲得財政部保發中心所舉辦第一屆台灣保險

卓越獎的保戶服務卓越獎。 
 
保誠人壽是第一家推出結合多種基金選擇、兼具保障與投資功能的保誠 

U_link投資連結型保險，因此，投資型保單也成為保誠人壽最具特色的商品，目

前約佔保誠保費收入的 60%。U_link是台灣所有投資連結型保險中唯一可附加一

年期醫療及意外險的保單，可以提供客戶更完整的壽險規劃。目前保誠人壽已經

完成快速核保系統，並於企業網站提供線上保單查詢，讓客戶能隨時掌握保單現

況。未來保誠人壽將持續擴充保戶服務中心功能及服務項目，強化 e-Service 電
子化客戶服務、導入更優良的 CRM客戶關係管理系統以提供更多元化的服務。 
 
組織架構 
 
保誠人壽目前的組織架構分為五大系統，包含：業務系統、保單行政系統、

財務市場系統、多元行銷系統與管理系統。其組織圖(圖 4-1)及與顧客知識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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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部門執掌(表 4-3)如下： 

表 4 – 3  顧客知識管理相關部門執掌 
 

部門 執掌 
業務發展部 

 
業務體系之業務品質、業務申訴、年度專案及全省業輔科教育

訓練之規劃與執行，有效評估並提昇全省業務同仁之工作績

效，以提昇業務品質及業績成長。 

市場行銷部 

 
負責協助公司訂定年度經營策略計劃，協助公司高階經營團隊

掌握政令法規與市場之脈動，負責新商品架構設計及確保新商

品上市順利成功，並規劃與推動公司全面性特定行銷計劃以協

助公司達成業績目標。 

行銷支援部 

 

業務體系之行銷支援作業執行，包含增員計畫擬定、商品包裝、

推銷工具、輔銷品、文宣刊物、保戶促銷等相關事務之督導、

規劃與執行、以達到業務推動及業績發展之目的。 

精算部 

 

設計並開發公司各項壽險商品、商品定價、保險費率及保單紅

利分析等。 

系統規劃部 

 
協助公司各部門所需系統或專案需求，執行系統相關作業流程

改善計劃，推動各項電腦化專案推動，如保單行政系統及各地

服務部所需之電腦化作業，以強化服務品質與效率。 

電話服務中心

(call center) 

 

以提供全方位服務導向為目的，提供即時迅速的保戶線上0800 

諮詢服務及抱怨處理；企業網站留言回覆、夜間語音留言回覆

及海外急難救助等。 

客戶關係部 

 
規劃並提昇公司第一線客戶服務品質及保戶申訴作業處理；提

供客服訓練計劃以提昇服務人員的專業素質、客戶滿意度及客

戶忠誠度。 

保戶服務部 

 

保戶申訴案件處理及收繳作業之規劃與執行，保戶服務各項業

務之督導、規劃與執行。 

契約部 

 
新契約作業制度規章擬定與執行、核保作業流程與辦法制定、

評估及改善，以達控制契約品質及新契約作業順利之目標。 

理賠部 

 
理賠政策及作業之督導、查核及擬定；理賠案件之複核及核定：

拒賠件、解除契約件、重大、異常或爭議案件之複核；理賠行

政系統及調查系統之建立。 

各地客戶服務

中心 

分為五大地區：台北、桃竹、台中、台南、高雄，辦理新契約

受理、理賠、繳帳、審核、出單及保單售後服務等例行性工作，

客服櫃檯及地區行政管理。 

電話行銷部 

 

提供最佳之電話行銷服務，負責電話線上銷售之業務開發聯繫

及管理，以達到年度銷售業績目標。 
 

資料來源：保誠人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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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保誠人壽企業網站

圖 4 – 1  保誠人壽組織圖 



 

4.3 保誠人壽顧客知識管理的現行作法 

 
依據本文的定義，顧客知識為：企業從其與顧客的互動中，所取得的對顧客

的資料，並經過組織內部處理成為對於顧客的了解。目前保誠人壽(以下簡稱保
誠)已經相當有制度地在管理和顧客互動所產生的顧客知識，因此本文將以目前

保誠人壽針對管理各種顧客知識流的制度做為探討主軸。在探討完各個制度之

後，會再針對目前影響顧客知識管理的環境因素加以描述。 
 

業務體系的顧客資訊 

 
由於目前以業務代表作為銷售管道仍為保險業的主流，所以業務人員仍為接

觸保戶的重要管道，不管是在保單的銷售，或者是銷售後的保戶服務。在銷售方

面，通常業務人員都會以各種方式取得跟一般民眾的接觸機會，只要在接觸中發

現有有潛在需求，就會進入銷售程序，了解潛在保戶的理財需求與未來的財務規

劃，然後就會將保誠目前所擁有的產品線做介紹，說明其符合潛在保戶的理財需

求與財務規劃。業務人員要銷售保單，在這個過程中就要去了解顧客的需求與想

法，對保誠的印象、對保誠保單條件的感受、是否在考慮其他市場上的其他保單、

怎麼決定買或不買的一些因素，這些都是業務人員要去了解的，了解之後其才能

做出影響顧客的決定，以促使潛在保戶成為保誠的保戶。 
 
至於銷售後的保戶服務方面，由於是由業務人員主動走出去服務保戶，因此

只要保戶一通電話，業務人員就會到保戶所在地進行直接面對面接觸的服務，所

以很有機會聽到顧客對保誠的意見。而通常業務人員如果聽到顧客反映意見，就

會回到本身所在通訊處跟區經理反映，而區經理會再向處經理反映。目前保誠每

個月都會開處經理會議。在會議之中，各通訊處的處經理就會將其下業務體系人

員所反應的意見一併提出。處經理們提出來的顧客反應事項非常多元，包含核

保、理賠、保全、call center的服務態度、商品等等。 
  
而在處經理會議之後，會由業務系統之下的業務發展部做成會議記錄，並且

將各項業務人員反映的顧客意見，依照內部組織架構的部門執掌，將各項處經理

提出來的議題分門別類。在分類完之後，業務發展部作成追蹤表格，以內部 email
的方式，將問題發給各相關的單位，並要求限期回覆。例如：保戶提出為什麼別

的公司有某類的保單，但是保誠目前沒有，這資訊就會轉給目前負責新商品架構

設計的市場行銷部，由市場行銷部負責回答，有可能此意見就成為開發商品的點

子來源，市場行銷部經過評估會提出初步計畫，向公司商品委員會報告商品的獲

利性，預估每個月的可能銷售保費收入，並且提出其市場定位與新商品的目標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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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然後上報到香港的區域中心同意之後，精算部門就會做完整的試算將新商品

開發出來。又例如：如果保戶抱怨 call center常常回答錯誤，或者在處理上態度

不好，這資訊會轉到 call center。接下來會去詢問提出此意見的業務人員，問清

楚事情原委，之後就會將 call center為每通電話錄音的錄音檔調出，重建當時的

情況，之後再進行問題解決，到底是業務人員的態度不好，還是應對的知識不足，

或者保戶有其他更深層的訴求。這些後續的處理都需要將其進度填入該追蹤表格

回覆，是否已經結案，或者進行到哪裡。而且不能含混不清地回覆，如果回答研

究中，業務發展部會再更進一步詢問研究進度，研究對象，何時會有結果出來，

都要交代詳盡。只要沒有結案，就會一直留著追蹤，直到結案為止。 
 
Customer Voice7

 
Customer Voice這個制度，是在 2004 年由保單行政系統負責客戶服務的黃協

理提出，經由保單行政系統資深副總李資深副總同意之後開始施行，目前為客戶

關係部的重點工作之一。目前保誠客戶會蒐集 customer voice 的管道共計有三
種。第一個管道就是第一線面對保戶做客戶服務的單位：call center，或者是各
地的面對面服務保戶的客戶服務中心。他們會把 customer voice蒐集進來的，由

顧客來電或親自到場提出的意見當然一定有，而 call center 這邊還有一些
customer voice，是由 call center做電訪時(例如對於新進人員所開發的投資型保單
的稽核流程，只要保戶簽了要保書，在出單之前，call center會詢問投保人是否
由資深人員帶領了解保單內容)，客戶所給的建議。第二種管道是來自於後勤單

位，有時後勤單位也有機會蒐集到保戶的這些意見，因為他們在接到前台人員請

求支援時，也會發現一些問題。第三個管道是來自於處經理會議裡面。由於業務

發展部在處經理會議會後會有追蹤表單，這是目前顧客關係部 customer voice 的
一個來源。這些 customer voice 都會彙整到顧客關係部的第一科。 

 
當客戶關係得到這些 customer voice之後，也是依照內部組織架構的部門執

掌，將 customer voice分門別類，再將類似個案做數量累積。做數量累積的理由

為：customer voice有時候即使是可以馬上改善的事項，但是保誠不會就個案去

解決，因為有時某些意見只代表某群保戶的意見，但是還有另外一批的保戶可能

會覺得這樣做其實反而不好，所以就需要累積數量去平衡孰重孰輕，怎麼樣做才

能夠滿足大部分保戶的需要。或者有些事情可能現階段沒辦法做，可是每一筆客

戶的聲音都記錄下來，等到了某個程度覺得這樣子的 customer voice 是有價值
的，就會做後續的改善。 
                                                 
7 Customer voice與申訴是不同的。申訴是問題已經發生，保戶要求保險公司提出實際的解決辦

法，要不然就會訴求其他途徑尋求解決，例如上報財政部或者是消基會、找尋媒體或民代、提出

法律告訴、甚至會到公司抗爭。而customer voice則只是保戶覺得保險公司有些地方有待改進，

希望保險公司改善。至於如何定義customer voice，將在本段提出保誠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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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每個月，customer voice 的結果都會作成 customer voice 的報表，會以

email 的方式，依據先前組織架構的分類其應負責的部門，然後再寄發給各相關

單位。而各相關單位看到的報表，又分為三種分類：第一類是需要追蹤處理的，

就是前段所提，有某些 customer voice已經累積一定的數量，而保誠也可以做某

些改變的，例如可以搭上某個單位專案的便車，這就會轉到負責單位，然後由客

戶關係部做後續的追蹤。客戶關係部會真正追蹤到上線，或者是追蹤到不做為

止，都會有一個結論出來，因為對保誠提出意見的客戶來說，客戶關係部是需要

負責任的，不管是上線或不做，都應該有個結論與說明。而如果真的上線了，客

戶關係部可能會在上線後的三個月到六個月去監控目前的狀況，有沒有客戶發現

其實不方便的，某些東西其實是不好用，客戶關係部會想辦法去做改善。第二類

則是需要高階主管裁示的要如何解決的，那第三類就是目前尚在持續累積的問

題。而當高階主管看到某些 customer voice，認為有些議題其實是需要客戶關係
部做進一步說明的話，客戶關係部就會透過保單行政系統的高階主管會議做更詳

細的描述。而如果不用向高階主管做更進一步的說明，就是照以上的分類與追蹤

方式進行後續的動作。 
 
因此，customer voice最後都會到負責的相關單位，由他們帶領來將 customer 

voice 付諸實行。基本上分類與判斷負責單位的工作，是由客戶關係部來進行，

如果沒辦法判斷，就會向四個副系統主管詢問，應該由誰負責與解決。而如果牽

涉到其他部門的業務或需要其他部門的支援，例如說保戶服務部啟動了一個保戶

填寫資料表改版的專案，需要資訊部門的協助，那麼資訊規劃部也會參與其中一

起做改善。 
 
當初施行 customer voice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早期在推動的時候，很

多公司同仁不太能判斷，哪些是屬於 customer voice。這個標準是由客戶關係部
花了約六個月的時間去澄清這件事情。然而由於客戶關係部也是新手，所以這個

制度在開始推動的當時，給予公司同仁很寬鬆的標準，只要公司同仁真的是基於

客戶同理心，覺得有些事情不合理，希望公司可以改善，都可以提交客戶關係部，

所以很多各式各樣的問題通通都提到了客戶關係部。但是，有些事情其實是靠提

案人員當場就可以疏通解決的，客戶關係部的第一科就會直接找該提案人面對面

溝通，跟他討論提案其實是不是只要當場用其他方式就可以解決，是否有需要由

某些單位做後續改善，如果真的需要這樣提出來才會有價值。過了約六個月，公

司同仁就會知道 customer voice的標準在哪裡。 
 
目前已經實行的 customer voice是投資型商品的對帳單的改良。當時保誠就

找了一些對投資型商品涉入比較深的客戶做 focus group，問他們在拿到對帳單之
後有什麼樣的感覺，就根據他們的意見做改版。此改善方案於 2005 年七月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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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顧客申訴事件 

 
顧客申訴事件雖然不會常常發生，算是特別事件，但是關乎保險公司的形

象，處理不好，很容易招致市場不信任，所以顧客申訴處理也算是營運活動一個

重要的績效指標，各家保險公司都相當重視。申訴主要的管道會從第一線管道進

來。申訴的處理要相當即時，甚至只要一接到，第一線單位就會用保誠內部的照

會系統 e-office發出照會。目前保誠負責處理顧客申訴事件的是客戶關係部的第

四科，該單位只要看到照會就會馬上分案，並且在 24 小時之內跟保戶連絡，先

告訴保戶，已經收到了，目前會由保誠內部專人負責處理，讓保戶先安心，而如

果保戶有什麼問題，也可以隨時跟專人連絡，也希望保戶在處理過程中有需要其

提供資料或協助時候，能夠協助保誠。 
 
目前保誠的申訴是每個月結算。保誠亦常設有一個保戶申訴委員會，每一季

委員會會由保誠台灣區的總經理還有所有的高階主管列席，由客戶關係部處理申

訴的小組報告處理的進度。在此會議中，高階主管會透過討論直接裁示，由哪個

部門主導做問題解決。而後續的追蹤，一樣交由負責蒐集申訴案件的客戶關係部

第四科，由第四科向負責主導問題解決的部門做後續的追蹤動作，直到結案為止。 
 

規範外問題處理原則(call center) 

 
目前保誠的call center位於台中市，是保誠做保戶服務非常重要的一個單

位。其服務的對象包括保誠的第一線的業務人員，以及現有保戶，另外也會接到

少部份的一些非保戶的潛在顧客詢問保誠的商品或活動資訊。目前由於服務的主

要對象為業務人員和保戶(業務人員以及保戶的使用比例為 6:4)，所以保誠將電
話分成兩條專線，一方面是希望給予保戶高品質服務，不至於因佔線而無法接受

服務，另一方面當保戶進線的時候CTI8也會告訴電話服務人員是否為保戶專線的

來電，如果是的話則其較能夠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設定回答問題的層次，更以保戶

的角度回答解釋保戶所提出的問題，並給予建議。另外，目前電話服務中心也負

責網站留言回覆，顧客留言回覆，不過在比例上佔業務量相當小。 
 
目前電話服務中心所接到的保戶來電，幾乎都是以查詢、諮詢為大宗。例如，

                                                 
8 CTI(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電腦與話務整合，是將資訊系統與語音系統結合以提升電
話服務的水準。例如像是自動號碼辨認(Automatic Number Identification，ANI)，當顧客打電話進
來時，會依據其電話號碼將該名顧客的歷史資訊自動傳送給電話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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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保單狀況，是否繳費，保單內容為何，或是需要服務的時候，需要做什麼

事情，是不是需要填什麼表單等等問題。目前保誠對於這種類型的諮詢，電話服

務中心希望電話客服人員可以第一時間解決。目前電話客服人員依照資深資淺的

分別，還有應變能力的強弱，約可以當場處理75-95%的問題。但是大概還有5-25%
的問題他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保險公司對於理賠、核保、保戶服務之類的都有一些作業規範，作業規範有

點像施行細則。但是施行細則再怎麼定，也沒有辦法完全符合保戶所有的需求。

所以，如果遇到問題都完全依照這些施行細則，會太過制式僵硬。只要顧客的要

求超出電話服務人員的權責範圍，電話服務人員就無法當場解決。所以目前保誠

call center主管認為在規範外問題是可以有一些彈性，有一些作業規範上思考不

周延的，可以去融通考慮保戶，除了法之外，是不是有一些理可以說得通的，或

者是說有些情上面的考量，這些都可以去思考的，因為很多事情不是從原始的資

料可以了解的，當保戶又提出了一些其所面臨的實際情況的時候，就會有些目前

作業規範無法解決的矛盾與問題，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規範外的問題，但是 call 
center還是要去協助保戶解決問題，而不是只有遵照條款的規定。 

 
目前電話服務中心對於規範外事件，call center的處理原則是，遇到保戶問

題，不會一開始就拒絕，會先接受了解再給保戶答覆。就算到最後沒有辦法去解

決，還是必要去拒絕他的時候，至少不是一開始就拒絕保戶，而是會先嘗試著了

解保戶所提要求的背景與原因。由於在短期之內還是要回應保戶，幫助保戶解決

問題，所以會先用電話知會相關單位請求通融，如果可以通融後續會以目前保誠

內部的 e-office系統發一個照會給對口單位請他去做這樣的作業。如果還是無法
違背作業流程或規則，就還是會回覆客戶跟保戶做解釋。 

 
然而長期而言，規範外的事件如果越來越多，可能代表著內部作業流程或規

範有不合時宜之虞。所以，目前 call center有進一步想將這部份的例外事件作為

公司未來營運改善的參考依據。目前電話客服人員會先上報科級主管，由科主管

做記錄，累積這些規範外的事件，每個月彙整，之後會再把這些資料做整理，之

後提給保戶服務部，理賠部，契約部或客戶關係部去了解。而這些東西常常不是

需要即時性反應，所以蒐集更多的訊息跟資訊，才有辦法去考慮是不是要開放更

融通。由於 2005 年才開始施行，所以目前大概只累積了 100多個個案，真正改
善的實例不多，還要再累積多一些個案，才有辦法去考慮是不是做更多流程或者

作業規範上的更改來符合時代潮流因應保戶需要。 
 

保戶錄音(cal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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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誠的 call center有針對每通來電進行錄音的動作。除了是在客戶抱怨

call center在服務態度不佳或者回答有錯誤之時，會由 call center依據這些錄音存

檔調查真相之外，保誠目前留存的錄音檔案的最大目的，其實是要對電話客服人

員做工作技巧的回饋與改善。 
 
目前保誠對於這些錄音存檔，依據人員每個月抽檢。在抽檢出錄音檔之後，

負責主管可以找電話客服人員一起聽錄音檔。如果比較資深的話，主管會直接問

該電話客服人員，自己認知錄音檔中與保戶有哪些事項是需要調整的。如果對於

比較資淺的電話客服人員，負責主管會直接告訴他在哪個部份可以如何改進，或

者哪個部份，其實保戶的問題重點何在。就靠每個月這樣一步一步地調整，電話

客服人員就會越來越進步。 
 
在實行這套制度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是：不能讓電話客服人員認為這是一

種監控的方式，所以必須要跟電話客服人員溝通這個制度的用意，是要幫助他們

提升回答問題的技巧、問題掌握的效率，以及判斷問題的能力。如果讓他覺得這

是一種監控的方式，他的壓力就會很大。 
 

保戶查詢目的(call center) 

 
目前保誠的客服系統，會在每一通電話接聽完之後，出現一個簡單的問卷，

讓電話客服人員填寫，這通電話保戶打來的目的為何：是理賠、收費、保戶服務

投資型商品，還是保戶一點通。這個問卷在設計的時候就會分主類，次類，電話

客服人員可以去點選。這些資料都會記錄在資料庫中，每個月會去統計。 
 
這個統計資料，將可以在設計電話客服人員教育訓練課程的時候，針對過去

常被問到的問題或情境加強訓練。 
 

保戶查詢的 SAQ(call center) 

 
由於保戶打電話到保誠的 call center，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所以電話客服人

員的任務，就是儘可能馬上回應保戶的問題與要求。保誠在早期有撰寫一份

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也就是電話客服人員經常被問的問題集，以供
電話客服人員作為參考。但是後來保誠發現，有些問題是比較特殊的，一來電話

客服人員把 FAQ 打開來的時候找不到，再者如果依舊把這些特殊問題放到既有

的 FAQ 當中，電話客服人員想找時這些特殊的問題會湮沒在一大串常問的問題

當中，反而不容易尋找，所以保誠對於電話客服人員在應對上又做了另一項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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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SAQ(Special Asked Question)。這樣的設計會讓電話客服人員在遇到比較少
遇到、比較特殊問題時，可以更容易在其中尋找答案。而 FAQ靠的是 team leader，
還有 call center內部整理的一些公告、連絡書，在平常教育訓練或者宣答中就將

這些應對的方式對電話客服人員提出。 
 
SCFA(Structure Customer Farming Plan) 
 
在 CRM 領域中，產生顧客知識的方法，有很大一部份講求的是以量化分析

(data mining 技術)的方式來分析顧客資訊，將顧客分群，並產生一些預測性的

model，以作為 cross-selling與 up-selling的依據，這基本上就是一種顧客知識流

程，而目前保誠也有在推行這項工作。 
 
保誠的地區中心正在推一個專案，稱為 SCFA(Structure Customer Farming 

Activity)，這是掛在保誠英國總公司推行的一個專案 CEP(Customer Experience 
Prog/ram)底下的子專案，其目的就是透過顧客資訊的量化分析來提升 up-selling
與 cross-selling的效率，目前的負責單位是由市場行銷部與資訊部門合作所成立

的一個 taskforce，由市場行銷部負責制度的規劃與推行，資訊部門則負責後端的

資料分析技術。根據市場行銷部的林協理表示，目前台灣人壽保險業的競爭越來

越激烈，投保率到去年年底已經為 166%，再開發新客戶困難度比較高。一些統

計資料顯示，目前還沒有購買保單的人大約佔人口的 25%，其中有很多是身體狀

況不佳無法購買，有些是並無保險意識不想買保單，有些則是經濟能力負擔不

起。所以，將這些潛在客戶扣除以後，能夠再開發新客戶的空間其實是相當有限

的，所以保誠遂轉向以既有客戶為基礎，並且將以往 product-driven的銷售模式，
改為以發掘與滿足現有保戶的需求為出發點，來追求保誠與既有保戶之間雙贏的

局面。 
 
就以往人壽保險業的作業習慣，一來，當業務人員成交之後，會給保戶簽一

份要保書，裡面有一份業務員報告書，裡面有的顧客資訊不多，可能只有姓名、

年齡、職業，也沒有很精準的保戶收入、家庭成員、其他財務動向等資料；再者，

很多保戶在簽下要保書之後，如果業務人員勤勞，還可能由業務人員掌握保戶動

向，並設法銷售新保單，但是如果業務人員較為注重新客戶開發，若保戶沒有發

生重大需要理賠的事故發生，那麼有些保戶就從此斷了跟保險公司的聯繫。就以

上的這套銷售模式，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保險公司本身，並未掌握太多保戶的資

訊與動態。所以，如果要做保戶的分析，對於保戶資訊掌握太少，是目前保險這

種較無重複使用性的無形服務的最大困難所在。 
 
保誠目前有兩個主要銷售通路涉入 SCFA專案：傳統的人員銷售通路，以及

與銀行簽約提供信用卡戶部份資料的電話行銷通路。在人員銷售通路端，目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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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已經選出有潛力的通訊處開始進行 pilot run。在計畫的開端，負責計畫的
taskforce，會將各個業務人員過去較為簡單的保戶資料，依據保戶或者要保人的

生日，每個月跑出銷售潛力排名前 15 名的名單，與其可能會購買的契約保單。

其原理是一種 gap analysis，就是依據這些簡單的保戶資料，再引用一些全公司

保戶資料的的平均數作為 index(由於一開始所擁有的個別保戶的資料還是很少

的緣故)帶入數量 model，來計算其未來的保險需求(need)，再取得保戶目前所擁
有的保誠的保單資訊(have)，由需求減掉目前所擁有的就等於一個未滿足的需求
差距(need-have = gap)，如果 gap越大就代表銷售潛力越大。 

 
在業務人員接到這個名單之後，就要在一個月之內拜訪完這些保戶。拜訪保

戶的時候，業務人員就要開始跟保戶強調理財規劃的概念，目前保誠稱之為做

FNA，Financial Need Analysis，或者稱為保單健檢，並配給業務人員一套軟體，
以使業務人員得以立即協助保戶做一個更明確的財務規劃。這就跟以往的

product-driven 的銷售概念不同，product-driven 就是以公司設計出來的商品為出

發，看看顧客對這個保單有無需要，但是如果從保戶未來的理財規劃需求概念出

發，這就是一種 need-based的銷售模式，業務人員要能夠藉由一些問題引導並協
助保戶發掘其未來的需求，再將公司現有產品組合提出一套解決方案去滿足保戶

的需求。基本上這有點像是蹲馬步的工作，一開始要花很多時間了解顧客的需

求，而且因為需要了解與分析，所以可能要較有經驗且較為專業的業務人員才有

能力從事這種工作，但是可以為保戶訂做他們真正需要的方案。 
 
理想上，保單健檢比較有價值的分析單位是家計單位，以家計單位做整個風

險保障與現金流的規劃。但是這個目前比較難做到，原因有兩個。第一個是要釐

清保戶整個家計單位在保誠投保保單的關係，例如說以眷屬附約看出保單之間的

關連性，才可以將整個家計單位納入分析。而第二個原因是，很多保戶也會同時

在很多其他的保險公司買保單，業務人員詢問保戶是否有在其他家保險公司，投

保了什麼樣保單，保戶也不一定會跟業務人員講。這就考驗了業務人員是否能取

得保戶的信任，如果保戶對業務人員的信任度越高，越有可能拿到保戶完整的的

保單資訊，才可以不管是從風險角度，或從儲蓄投資的角度，做一個比較完備的

分析。而目前可能還要將政府的保險也要涵括進來，包括現在的勞退新制、勞保、

特別是如果以退休規劃的角度。 
 
做分析的內容上，分成三塊：儲蓄投資、風險保障、還有醫療險。在醫療險

方面，分成日額支付多少，還要包括手術的費用；風險保障方面，就視保額的高

低。儲蓄投資方面，就要同時考量是傳統型保單或是投資型保單，投資型保單會

以帳戶價值計算。另外還有養老險或者是還本型的，幾本上都是以現金價值計

算，也就說保戶如果解約的話可以拿回多少錢。 
 

 44



 

而在業務人員了解保戶需求，提供更有價值，而且較不受到競爭替代的個別

專業的服務之外，在保誠公司方面，也是希望業務人員得到這些跟顧客相關的資

訊之後，能夠將這些資訊送回公司，為這些比較高價值的保戶做更精準的資訊掌

握。目前保誠有設計一個 feedback form，希望業務人員能夠把顧客資訊回饋到公
司，如此就讓公司的 database 裡面能夠記載比較完備的顧客資訊，再將這些資訊

由後端產生更精確的價值分析，可協助業務人員更精確掌握顧客的未滿足的潛在

需求，以後對市場區隔、顧客價值分析與商品定位與設計決策，甚至是，分析哪

些業務人員適合主攻哪一類的市場，也相當有幫助，這樣對業務人員的銷售也會

有相當的助益。 
 
但是目前在顧客蒐集資訊上，業務人員會因為某些原因無法接受這樣的變

革；業績較差的業務人員迫於生存壓力，對於需要花長時間做前置與蒐集顧客需

求的銷售模式的接受度不高，而業績非常好的銷售人員覺得不需要這套模式，他

就能銷售得很好。或者有些銷售人員會認為，這些資訊以往都是他的個人資產，

所以不想要與公司分享。而目前 pilot run才執行兩個月，市場行銷部有要做一些

努力克服在這方面的反彈。市場行銷部會在六月底拜訪執行 pilot run的通訊處，
七月底會對業務人員召開 focus group，了解從業務單位的聲音，要如何改進。不

過根據市場行銷部林協理表示，未來可能傾向以業務體系內部的成功經驗來讓業

務體系的同仁接受這項制度。 
 
至於在銀行的電話銷售通路端，目前也才開始在研究執行類似方式的可行

性，一樣也是由以往過去電話銷售通路成交的保戶資訊，做進一步的分析，跑出

銷售潛力較大的名單，再做交叉銷售的動作。不過，業務人員通路的保戶資訊只

會留在業務人員通路，而電話行銷通路的保戶資訊也只會留在電話行銷通路，這

兩個通路並不會共享名單做銷售的動作，是最基本避免衝突的原則。 
 

客戶滿意度調查 

 
客戶滿意度調查，也是客戶關係部目前年度的重點工作之一。目前保誠在調

查的執行上，為了講求公正性，會交由外部單位執行，再將調查結果送回保誠。

這種客戶滿意度調查，不會是全面性的，一般都會抽 1000 多個保戶，盡量每年

不重複。 
 
保誠目前的服務滿意度調查，主要是了解保戶對保誠各種服務管道的滿意狀

況如何，從人員的態度，問題的解決效率和專業性，還有問題回覆的準確度。而

目前保誠在問卷設計上，有一些 customer voice已經累積了一定的量，保誠就會

趁這個可以跟保戶接觸的機會，將報戶更具體的意見做更詳盡的調查。例如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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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的問卷題目中，會問到保戶對理賠速度滿不滿意，如果不滿意或者沒意見，

那就會進一步問保戶；幾天的狀況之下你滿不滿意，可能在三天的情況下，80%
的人會滿意，如果超過一個星期以上，大概只有 40%的客戶可以接受。 

 
而在客戶滿意度調查結果送回保誠的客戶關係部之後(目前是客戶關係部第

一科負責的)，客戶關係部會依據各相關權責單位所關心議題的不同，而去做不

同的簡報，這樣做的目的是客製化。對於公司的高階主管的報告，客戶關係部會

報告整個客戶滿意度調查的結果，然而針對業務系統和保單行政系統報告就會有

不同的重點，客戶關係部就會設計出不一樣的簡報內容。業務系統方面，就是在

處經理會議中，由黃協理做全省的巡迴報告。保單行政系統方面，去年就利用各

部門的部室會議，把一些跟保單系統比較相關的議題，在報告中探索出來。最後，

一些其他的支援單位，像是 HR、會計，他們也是保誠的一份子，所以對客戶的
期待也是要有了解的，所以客戶關係部會再對他們做一次口頭簡報。 

 
以先前所舉的例子，在客戶滿意度調查中有調查了一些保戶理想中的服務水

準，例如保戶認為多久要拿到理賠，多久要拿到保單，多久契變要完成，他們才

會滿意，這就是保誠努力的目標。在實際的執行上，四個副系統主管，會將與其

下副系統權責相關的訊息帶到其下部室，跟應主導與負責的部室主管(例如理賠

應加快，就由保單行政總部的袁協理與理賠部的主管一起討論)一起檢討目前的
流程中哪個部份可以改善，以提出改善計畫。而如果討論中發現需要其他部門的

支援，就會向其他部門發出支援請求。這種方式跟 customer voice的執行原理相

同，就是由一個部門主導，但是可能需要很多部室提供協助，一起完成改善計畫。 
 

焦點團體 

 
在個案訪談中發現目前保誠會以焦點團體蒐集顧客資訊主要有兩個管道，一

個是由客戶關係部主導，一個是由市場行銷部主導。 
 
由客戶關係部主導的焦點團體，主要是為了更具體更深化一些從 customer 

voice 所得到的保戶意見，以提出更具體的改善方向，每年會做 1-2 次，所以會
由 customer voice挑選顧客的建議來做更進一步地詢問。2004 年客戶關係部所做

的焦點團體，是投資型保單對帳單的改版調查。選定這個議題，是因為 2004 年

在實行 customer voice後有蒐集到保客提出看不懂對帳單的意見，再加上英國總

公司也有改版投資型保單對帳單的經驗，所以客戶關係部便針對此議題舉行焦點

團體。 
 
焦點團體的實際執行也是交由外包，而此外包公司，會針對一些對投資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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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涉入比較深的保戶，問他們在拿到對帳單看了之後有什麼樣的感覺。而在蒐集

了保戶意見之後，就會把一些從焦點團體中觀察到的現象寫成建議案，交給客戶

關係部。建議案進來之後，一方面會由客戶關係部做簡報，在保單行政的高階主

管會議中報告，另一方面，由於客戶關係部本身就是專案的負責單位，所以客戶

關係部就根據保戶提出的建議來調整對帳單內容，粗略設計了一個新的對帳單，

再把這個新版對帳單跟保戶服務部交換意見，這是保戶服務部的專業，他們會考

慮是不是有法令相關的問題，是不是有些訊息不該揭露，或揭露過度，還有客戶

關係部也要跟資訊部門交換意見，因為如此列印出來的格式，內部產生對帳單的

程式抓的可能是不一樣欄位的資料，所以也要協調資訊部門一起來討論。如此就

由客戶關係部主導，提出了改版的具體建議，並在 2005 年七月保誠就對投資型

保單對帳單做了改版。 
 
由市場行銷部主導的焦點團體，是在商品設計雛形出來之後舉辦，其用意也

是想聽聽市場上客戶的想法。商品設計很難在開端的時候就直接詢問客戶他們的

需要，因為保險商品比較專業，在設計上非常複雜，潛在保戶很難直接表明他的

需要，或者說通常都是業務人員在帶著他的，所以如果要舉辦焦點團體，都是在

商品雛形開發出來後，才找商品的目標對象來了解他們對於商品的想法、態度與

意見。 
 

影響顧客關係管理的因素：組織設計 

 
目前保誠實行顧客知識管理最重要的單位有三個；客戶關係部、call center

與市場行銷部。 
 
客戶關係部是在 2003 年四月成立的，成立之初是因為黃協理進入保誠，公

司便設立這樣的單位來負責顧客關係與服務文化建立的工作。黃協理過去曾在銀

行業多家公司工作，包括美國運通、荷蘭銀行、花旗銀行，由於其長期從事客戶

服務相關的工作，因此有相當多的服務概念。由前文的分析就可以發現，目前客

戶關係部在顧客關係管理的基礎：顧客知識管理上，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其涉

入的制度包括：第一科專責 customer voice的儲存與累積，並且要定期向高階主

管報告；第四科專責處理客戶申訴案件，也要定期向申訴委員會提出進度報告。

客戶滿意度調查與舉辦焦點團體也都是由客戶關係部的重要業務，也因此客戶關

係部在目前保誠顧客知識管理體系中，是位於一個規劃的中樞角色。此外，為了

鼓勵第一線人員傾聽，客戶關係部除了從事這些顧客知識管理活動之外，也擔任

推動服務文化的建立，讓第一線人員不覺得將客戶意見蒐集反應並提出解決方

法，是一個額外負擔的工作。之後本文將在服務文化塑造方面再做更詳盡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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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center則是另一個在目前保誠的顧客關係管理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部

門。call center是在 2002 年初成立，是由目前的總監邱總監從零建置到目前的規

模，很多制度也是出於邱總監的構想。由於電話的便利性，只要電話一撥就可以

向保誠查詢或者提出問題，目前很多來自於顧客的了解都會從這些 inbound的電
話進來，再由 call center蒐集顧客意見；或者 call center也有一個電訪科，負責
電訪保戶對於某些公司的服務品質，是否符合他們的期待，有點類似服務品質稽

核的概念，這是由客戶關係部第一科規劃，然後由 call center的電訪科負責執行，

像是新進業務人員作成投資型保單簽要保書後的電訪，或者是收費員收費之後，

也會由電訪科電訪保戶對於收費員的服務態度的觀感，這些 outbound 的電訪也
會蒐集到顧客的意見，所以在蒐集顧客資訊上 call center是相當重要的。而在 2005
年初，對於一些規範外的問題，邱總監更提出了累積規範外事件的制度，也使得

call center在未來可更進一步成為顧客知識管理的中樞單位。 
 
最後市場行銷部，尤其在顧客可量化資訊的蒐集與知識的產生上，則算是一

個規劃中樞單位，目前由具精算背景的林協理擔任主管。其負責規劃需要蒐集的

顧客資訊，然後交由業務單位的業務人員執行蒐集顧客資訊的工作，並且負責建

立制度促使體系內的業務人員能夠確實蒐集與回饋。在蒐集完並將顧客資訊儲存

到內部資料庫之後，又會跟資訊部門合作做量化分析的工作。另外，他們也需要

從業務端，或者本身研究市場趨勢，包括從外部蒐集壽險公會的統計資料，還有

一些期刊、網站上的資料，像 Linra網站、現代保險、保險行銷，或者其他的市

場研究資料，來了解市場對產品的期待，然後再跟精算單位互動設計出新商品雛

形，設計完之後還要詢問目標客戶的意見，所以市場行銷部亦為產品設計的規劃

中樞單位，也因此市場行銷部需要協調精算、業務與顧客三方，而在這過程中其

也需要蒐集對顧客的意見，並修正對新商品的設計。 
 

影響顧客知識管理的因素：組織文化與激勵制度 

 
根據客戶關係部第二科的顏襄理表示，推行 customer voice是一個制度，但

是也需要透過讓內部人員養成服務的習慣或服務的文化，才可以在推這些制度之

時，內部人員不會覺得奇怪，他們會很理所當然地了解，保戶的意見是需要記錄

的，而且也要代替保戶向公司發聲。所以推行服務的文化，並且設立一些非金錢

式的獎酬與激勵制度，可以間接鼓勵傾聽的文化，有利於顧客資訊的蒐集。服務

人員就會肯站在顧客的角度為顧客著想。這也正是客戶關係部成立的宗旨之一。 
 
 
 
 

 48



 

Service topic 
 
此制度是保誠於 2004 年二月開始推行，是由黃協理主導，帶領客戶關係部

的人員一同進行。每個月客戶關係部會提出一個服務主題，設計一個小故事，在

保單行政系統李副總與各部室主管的會議中，講出這個小故事去啟發服務的概

念。要提出這樣的 topic 與設計這樣的故事，要靠客戶關係部的人員觀察目前組
織內的運作現象，發掘一些潛在的問題，然後用一些書刊或網路上的故事作為故

事的題材。Service topic及故事會由客戶關係部會先跟李副總經過多次討論後再

於保單行政系統高階主管會議中提出，再由各個部室主管帶回去，在其部室會議

中跟其同仁們做分享。這個制度之所以這樣設計的原因是：因為組織很龐大，可

能會出現一些管理上的問題，或者可能同仁有一些不良的習慣，可是主管苦口婆

心勸導都沒有用，所以客戶關係部希望發揮整個組織的力量去做這件事情，設計

這樣的制度當工具，讓這些高階主管去推行。這樣就不是直接指正同仁的行為，

而是藉著這個方式讓同仁知道公司高層有看到這個問題，而且希望他們能夠改

正。 
 
在 2004 年整年度都是由客戶關係部的第二科負責執行，而 2005 年開始客戶

關係部就開始發包給保單行政系統的其他部門。這樣的制度已經在保單行政系統

推行了將近一年，系統內的同仁都已經充分了解此制度的存在與意義，而有些部

門也躍躍欲試，想跟其他部室分享他們看到的一些故事，希望提出來與目前組織

存在的問題相呼應。所以今年客戶關係部就把各個月的負責單位以發包的方式交

由其他部室來負責。這樣做的好處是：因為客戶關係部不可能同時對整個公司的

每個部份的運作都有深入的觀察，所以可以藉由其他部室的同仁一同參與，經由

其他部室同仁的眼睛看問題提出來和大家做分享，更可以無死角地發現組織中的

問題。 
 
目前這樣的制度只在保單行政系統下實行，是希望先把這樣的制度形成系統

內的文化之後，再往外推到其他單位，像是同為服務保戶相當重要的業務體系。 
 
保單行政系統的訓練委員會 

 
目前保誠的保單行政系統，有一個共同的訓練委員會，成立於 2004 年二月。

在以往保單行政的各部室都有自己的教育訓練資源，自己的教材和自己的講師，

可是都在做一樣的事情：保服、理賠、契約等訓練課程。所以 2004 年二月保單

行政系統就設立一個訓練委員會。在這個訓練委員會中，各部室都會派一個代表

當委員，一起去開發訓練教材。這個訓練委員對於推行服務文化也有重大的影

響，因為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把保單行政的教育訓練之中加入服務的

概念。在以往各個部室各自為政的教育訓練時代，講師的講課與教材都會只偏重

 49



 

在各領域的專業知識。但是現在教育委員會在開發教材的時候就會把服務的概念

加在裡面，而且也有內部講師群，這群內部講師群都有同樣的理念，就是要透過

課程加強同仁在專業的流程中，也能夠注重服務的行為與態度。例如，在受理保

戶的契約變更之後，收到案件在多久的時間內要與保戶連絡，讓保戶知道已經收

到案子了，不用擔心；或者，在完成案件審查時發現保戶缺件，需要補件，也可

以先跟保戶說一聲，而不是就只是一封信發出去通知補件而已；如果是理賠，一

個案子送進來之後，如果發現依照公司規定是無法判賠的，而在發拒賠函之前，

可以先跟客戶充分溝通，讓客戶了解公司立場，告知不賠的原因，之後再把存證

信函寄出。所以，就是要在這些的課程中，透過強調更加從顧客角度思考的服務

文化，來提升同仁的服務觀念。而由於來上課的都是保單行政系統部門的同仁，

他們就是平常在執行這些流程的人，所以對他們在流程上的服務水準提升，具有

潛移默化的效果，只要聽完課，聽過哪種應對方式，他們就會馬上將這些服務上

應該注意的細節應用在每天執行的工作流程中，也因此就會提高對保戶的服務水

準，不會覺得是要特別花心力在做服務，其實他們平常就在執行”服務”這件事情。 
 
高階主管服務觀念的再確認 

 

目前保單行政系統，在每年年度中與年度末，都各有一個服務先鋒會，SLC，
service leadership conference，對於推動服務文化這件事情也非常地有幫助。目前
是由客戶關係部第一科與第二科一起負責主辦。年度中的參加成員是部室主管，

而年度末的參加成員是所有的科級主管。這是一個兩天一夜的會議，在這個會議

中，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溝通所有的服務概念，並確認他們都有真正地被各個

主管了解，並且發揚到其負責單位。因為保單行政系統的組織很大，有些觀念，

就像 service topic的例子，平常是透過部室會議，或是視訊會議，把服務概念的

種子傳播下去，然後各部室主管就回去繼續傳遞。但是因為資訊在層層傳遞下，

有些訊息會被篩選掉，所以目前保誠是透過這樣每年的聚會，去確認所有的關節

都打通，服務的概念有被傳達而且沒有偏誤在其中。 
 
2005 年度在六月舉辦的年度中 SLC，第一天的主題是 2005 年的工作檢討，

因為年初制定的工作計畫已經執行了半年，所以就一起來回顧這半年來各個部室

主管做了哪些事情，發揮了什麼影響力，而在其工作計畫是不是有需要調整的，

或者是否遇到什麼困難難以解決的，都可以提出，可能別的部室主管會有其他想

法，透過這個會議來作分享。第二天則是做了一個主管的 180 度評核的，是直接

由各部室其下的同仁來評等其主管。評等結果只有其本人及其上司知道。而因為

這樣的方式已經進行了兩年，目前整個保單行政團隊裡面的信任已經建立，所以

雖然有時候同仁寫的東西比較直接，有些主管看了可能會一時難以接受的，但是

事實上他從這些回饋裡面可以真正地看到部室裡面的問題，使得他們回過頭來帶

領部室團隊時關係反而會更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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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層內勤人員榮譽感的方式 

 
在推行服務文化上，目前保誠也有一些針對基層人員的激勵制度。保誠希望

以提升榮譽感的方式作為獎勵，而不是用獎金的方式。像 2005 年投資型保單對

帳單改版，當初是由某些 call center的電話客服人員或面對面客服中心的服務人
員，在接受到這樣的 customer voice後將之提到客戶關係部，所以才促成了投資

型保單的對帳單改版，保誠就在公司內的公開場合表揚他們，包括在其目前每月

發行的服務好樣報，以及各級會議上表揚。 
 
服務好樣報，是保單行政系統每月發行的刊物。其刊載的內容分為五大類：

1.由主管共享一些服務理念，2.由部門內的主管與同仁共享與描述自己親身執行

的優質服務案例，3.報導系統內的聯誼活動，傳達聯誼活動可以讓生活輕鬆紓解

工作壓力的概念，4.服務之星的優良事蹟表揚(其後會提到)，5.報導比較大的專
案內容，像保誠在六月份剛辦完的 SLC，也有在服務好樣報中做完整的報導。其
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促成保單行政系統內部對於服務文化的共同認知，再來也可

以在上面傳遞共同訊息。 
 
然而，目前保誠的服務好樣報只在保單行政系統內發刊。保單行政系統的想

法是希望內部建立這個習慣之後，再向全公司推動。而服務好樣報也有發給業務

系統的高層主管，讓業務系統知道保單行政系統一直有在推行某些服務的概念。 
 
保誠還有推出一個服務之星的獎項，每個月都會推舉各部室的服務標竿，定

期為他們辦一個類似頒獎的典禮，叫做服務群星會。服務之星的評定有一套完整

的評分標準，像如果是提出 customer voice後來有被執行，就會是一種加分的作

用。而獎項與頒獎典禮的設立，是因為有些內勤人員提出，他們也會希望有像外

勤業務人員一樣，感受到一種榮耀時刻，所以保單行政系統也去營造這樣的一個

機會，讓基層人員感受到他們的努力是被看到而且是被肯定的。 
 
客戶滿意度調查在各部室會議的報告 

 
客戶滿意度調查，在 2004 年執行的時候，其結論會在保單行政系統下的各

部室會議中報告。由於部室眾多，而且不是所有的部室都在台北總公司，所以客

戶關係部花了很多時間到各部室報告。這種形式的報告是出於黃協理的點子。其

主要的用意是希望，透過各部室所有同仁都會參與的部室會議，讓最基層的同仁

也能夠了解保戶的期待，並且讓他們知道要達成保戶的期待，每個人都有責任，

而且如果每個人都能作好其本分，是有助於顧客滿意的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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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種種制度，就是希望能夠從上到下無縫隙地建立服務文化，而不是

只有高層重視，基層卻感受不到。這些制度對於保誠服務文化的建立，都有非常

正面的助益。 
 

影響顧客知識管理的因素：資訊基礎建設 

 
目前保誠在台灣的 IT 基礎建設，就是在遵循集團 IT 政策的指導下，導入

Notes的建置與應用，並從中獲得許多超越單純訊息系統的顯著成效。 
 
保誠的 Notes目前的使用狀況方面，除了台北總部以外，台中、高雄、桃竹

與台南等地的主要據點，相關內勤人員及各地通訊處的處經理與助理，皆涵蓋在

Notes的使用者群之內。保誠人壽系統規劃部表示，當初在從Microsoft Exchange
轉換到 Lotus Notes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因為使用習慣的截然不同，必須

以較多時間透過密集的教育訓練、製作操作小秘笈等作法，來教育使用者，進而

讓使用者習慣使用。 
 
Notes 在上線之初的導入內容，包括電子郵件系統、行事曆管理，以及公用

資源如會議室、投影機與筆記型電腦的預約等主要項目，很快就讓使用者從中體

會到 Notes的強大功能與顯著效益。 
 
而在上文的分析中，尤其是 call center常常提及其會用到 e-office照會系統。

一般而言，當保戶有所需求或詢問之際，通常會直接致電給 call center，電話客
服人員登記保戶所需之後，隨即照會相關部門並交派工作，之後再追蹤責任單位

的承辦進度，並以完整的解答來回覆保戶。一般而言，牽涉其中的人員包括電話

客服人員、單位主管、照會窗口及其主管等，共計至少四人在內，其間的溝通往

來相當繁複。 
 
根據保誠的數據顯示，call center 的照會需求，每月的平均數量在 1,100 件

左右。在 Notes上線之前，上述的作業流程全需經由服務代表透過電話或傳真來

追蹤；有了 Notes之後，則可依賴系統的自動化稽催功能，在無需人力介入的前

提之下，即時確認並追蹤承辦單位的工作進度，效率的提升不可同日而語。值得

一提的是，保誠目前 call center 設立在台中，Notes 的自動化追蹤功能可望在提
升時效之際，大幅降低通訊的成本費用；此外，傳真形式仍有遺漏的風險，電子

表單則幾乎沒有遺漏可言，讓承辦人員便於跟催，最終將可反應在對客戶服務品

質的提升。 
 
另外，目前保誠人壽也正在導入新的分析型 CRM，預計於明年推出。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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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兩個主要的目的： 
 
1. 記錄顧客的特殊狀態，因此在不同的接觸點的承辦人員也可以了解保誠

過去和保戶的互動狀況。 
 
2. 推動加值活動：目前客戶關係部的第三科負責為保戶舉辦特殊的加值活
動，藉以增進給予顧客的價值，增進與顧客的互動。然而在舉辦這些活

動的時候，需要一些顧客資訊來分析什麼樣的活動是可以真正帶給顧客

價值的，所以需要從目前保誠的資料庫系統中擷取資料做分析，然後會

針對一些特殊的族群，例如小孩、老年人來舉辦活動。目前保誠有這樣

的系統，但是由於資料是月結的，所以取得資料的精準度沒有那麼高。

所以保誠希望新的 CRM系統，以現有的 IT架構為基礎，上線之後可以
協助舉辦加值活動的負責人，很快地去取得很精準的資訊。 

 

影響顧客知識管理的因素：高階主管的支持 

 
目前在保誠推行顧客知識管理最靈魂的人物，應該算是負責客戶服務黃協

理。她是在 2003 年四月來到保誠，那時才設立了客戶關係部。而由於她是一個

從外部新進的主管，所以她為了推動服務文化，便以身體力行的方式來帶動組織

內重視服務的氣氛。當時為了把這樣的氣氛帶起來，黃協理會到各地的服務櫃台

走動巡視，而後來其他各個部室主管與副系統主管也都走出來了。 
 
另外在 2003 年的九月到十月份，也來了一位關鍵人物，就是現在的財務市

場系統的資深副總張副總。他本來是保單行政系統李資深副總下的一個副總，因

為他對客戶服務也非常的支持，對服務的理念也非常強烈。在來到保誠之前，也

對服務方面有相當的經驗，所以跟黃協理一起搭配，在 2003 年十月份就開始商

談一些服務的理念與實際做法，只要是覺得具體可行，就會交到客戶關係部，交

由客戶關係部研究，提出執行方案，這算是推出一連串新的提升服務文化做法的

前置作業。而由於當時其位階為副總，對於黃協理在推動一些做法上也有相當的

權力可以支持，是更有助於在 2004 年 2月時一連串的做法的推行的。 
 
至於在更高階層的主管，他們也有參加所謂的 customer forum的餐會，這是

保誠邀請一些保戶和公司高層一起用餐，公司的資深副總級以上的主管都有機會

參加。他們就直接跟顧客面對面聽取保戶的意見。這是隨機去抽取保戶，只要保

戶時間允許願意出席，就是保誠邀請的貴賓。此一作法也讓高階可以更直接聽到

保戶意見，一方面也宣示高層十分重視保戶意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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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研究結果 
 

5.1 顧客知識的分類架構 

 
依據個案描述，目前保誠有各種的顧客知識管理制度，而在個案探訪的過程

中，筆者發現目前保誠對顧客知識的應用上，有些是在第一線部門自行應用，然

而有些從顧客所獲得的資訊會分流到後勤部門(為便利讀者閱讀，圖解的資訊與

與知識流請見附錄三)，這跟服務業管理中前台作業與後台作業的區別似乎有類

似之處，因此以下本文將引用服務業管理的這個架構，來分類保誠人壽的顧客知

識管理現行作法，並提供後人作為研究與思考的方向。 
 
5.1.1 前台作業活動 vs.後台作業活動 
 
由於保險業為服務業，為了了解本文定義的顧客知識的本質，就必須要從服

務業服務系統的觀點，來看服務業業者如何與顧客互動與提供服務，才能知道企

業要產生哪些對於顧客的了解。服務業的系統，主要可以分為前台作業(front 
office)與後台作業(back office)9 (見圖 5-1)。與顧客發生互動，是發生在前台，所
以前台是和顧客的接觸點，接觸的包括提供服務的前台傳遞服務的界面(通常是
前台人員)與前台實體環境。在前台的作業中，由於是由前台人員直接與顧客互
動，所以前台人員會與顧客發生一連串的互動過程，整個過程都會讓顧客產生好

與不好的感受，所以如果前台作業要讓顧客滿意，前台作業是較屬流程導向的觀

點來使得顧客滿意，也就是說，企業必須了解前台和顧客發生直接互動的作業流

程其本身對於顧客滿意度的影響。相對來說，服務業的後台作業是服務業的技術

核心，其作業是要產生顧客需要的成果，而且顧客不會參與後台的作業流程，所

以顧客在乎的是，後台作業的成果，是不是符合他的需要與要求，能不能滿足他

的需求，所以會較屬成果導向的觀點來使得顧客滿意。 
 
前台作業當中，由於前台人員會直接與顧客有一連串的互動流程，而對於顧

客來說，他們與前台人員互動，就是希望他們的需要與要求能夠得到滿足與解

決，所以要讓他們對前台作業能有高度的滿意，整個過程中前台人員對於顧客的

需要與要求的反應，就相當重要。也因此，前台人員必須對顧客的了解有兩種： 
 
1. 要如何在前台流程與顧客互動的過程中，以其行動誘導顧客提供狀態資訊或

者觀察其行為模式，並做出判斷，迅速掌握所面對顧客的需要與要求情境，

這也就是圖 5-1中前台人員的情境判斷。這是前台作業的價值之一：顧客的

                                                 
9 出自於洪順慶(2001)，行銷管理，二版，台北：新陸出版。P 369 –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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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與要求有一定的複雜性，如何判定顧客的需要與要求的情境。 
 
2. 了解有哪些情境，以及在各種情境之下，要如何滿足顧客的需要與要求。這

也就是圖 5-1中前台人員的方案產生。在了解顧客的需要與要求的情境之後，

要滿足顧客的需要與要求，前台人員就必須了解如何以個人行為，或企業後

台所能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依據個別情境提出解決的方案，以達成其業務責

任與目標，同時又能滿足顧客的需要與要求。這是前台作業的另外一項價值：

所以前台是後台與顧客之間的一個橋樑，對於顧客情境與企業內部的運作都

要熟悉，才能夠達成此一任務。 
 
而後台的作業，因為顧客不會直接參與，所以後台作業會比較專注在後台流

程的成果是不是真的能符合顧客的需求，因此後台作業所需要的顧客知識為：如

何讓後台的作業成果可以滿足顧客的需要，也就是了解顧客對後台成果的需求與

期待為何。 
 
其實，從圖 5-1中就可以發現，如果顧客在與企業互動，有幾個環節可能會

讓顧客有不滿意的地方： 
 

1. 前台人員在情境判斷上出問題。 
2. 如果前台人員情境判斷上沒問題，那有可能是前台人員在方案提出
時，不了解在某些情境下，要如何從事本身行為與提出何種後台作

業成果，來解決顧客的問題。 
3. 另外，如果後台作業受限於技術、規則與流程，以致於不能產生能

夠滿足顧客需求的作業成果，也會導致顧客的不滿。 
 

也因此，如果一個企業在與顧客互動要能充分滿足顧客需求，在這三個環節

上都要特別注意。而在了解服務業前台作業與後台作業的區別之後，接下來就依

據保誠為例，探討前台作業與後台作業所需要的顧客知識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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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1  前台作業與後台作業關係圖 
 

 
.1.2 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 vs.後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 

對於保險業來說，最主要的前台作業有兩種，一種是業務人員與保戶接觸的

前台

由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前台作業就是要在互動流程中解決顧客的需

要與

. 在前台流程中，要如何掌握顧客需要與要求的情境，這方面的知識，是包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作業，一種是第一線的服務單位，包括面對面的服務中心以及其 call center
與保戶接觸的前台作業。對於業務人員來說，顧客的情境是其目前未滿足風險保

障的需求狀態，以及如果有需求狀態，心中可能有的方案，以及其對各個方案的

評估機制，考量的因素為何，以及這些因素的重要性與評估的過程。而對於第一

線的服務人員而言，顧客的情境就是他所需要的服務類型，可能是要做理賠，可

能是要修改保戶資料，可能是要查詢目前扣款的狀況。 
 
而

要求，能夠達成就能讓顧客有高度的滿意，所以前台作業所需要的顧客知識

為： 
 
1
以下三件事情的相互關連： 

 
 
 
 
顧

客 

情境判斷 

方案產生 

判斷 
結果

後台作業技術

解決？

前台作業顧客 
 

後台作業 (人員)
未滿足

行為 
 

本身

行為 
後台作業規則 

後台 後台

作業

成果 
作業

成果 

後台作業流程 

顧客

後續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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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有哪些情境發生。 

顧客所反應的狀態或者行為模式反應為何。 
何找

 
情境與顧客狀態與行為之間的關連性，就是前台人員從和顧客的互動當中，

所能

. 在前台流程中，了解情境還不夠，還要能夠以本身行為與公司能夠提供的產

 
後台作業，是服務業的技術核心，在保險業來說，其主要的後台作業，包括

了行

(2) 在各種顧客情境之下，
(3) 如果以目前的顧客行為或反應上，還不能判定顧客情境為何，那要如

出足以定義目前顧客情境的資訊。 

夠累積的一種顧客知識。一個前台人員，如果在沒有前人指導的情況之下，

是需要透過經驗累積，不斷地修正顧客狀態或行為與情境連結的正確性才能習得

的。這種知識所產生的判斷過程有時候是很簡單的，例如保戶打電話來要做地址

變更，則電話客服人員就知道這是一個保戶需要做地址變更的情境。然而有些時

候這種知識產生的判斷過程也會很複雜，保誠客服中心的邱總監就分享了一個案

例：一個由收費員收件的保戶，說他之前兩個月用墊繳繳款，是因為公司沒來收

款，現在要他付利息，他不想付利息。然而公司兩個月的收費員記錄指出保戶不

想付保費的訊息，在對收費員進行狀況了解之後也符合收費記錄，但是這個保戶

過去好幾年又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這樣的狀況之下往往就是保戶可能臨時湊

不出錢，但是事後可能又不願意繳交利息，所以才會有這樣的行為，因此判定這

是一個保戶不想繳交墊繳利息的情境。而對於業務人員來說，其要判斷的情境，

是潛在保戶的未滿足需求是屬於哪一方面的潛在需求，而如果有潛在需求存在，

業務人員接下來就要以詢問或閒聊的方式來了解此潛在保戶心中可能的各種方

案，主要評估準則，這些都是業務人員所要面對的情境。 
 
2
品或服務來滿足顧客。而由於前台人員的行為，除了在專業上能不能解決顧

客的問題之外，在與顧客互動的過程中，顧客也可能有情緒，所以前台人員

在態度上能不能回應顧客在各種情境之下可能有的情緒狀態，也是讓顧客滿

意的關鍵，所以前台人員除了要擁有專業上能實際解決問題的專業知識，還

要有能應對顧客情緒的態度知識。這種知識，是前台人員本身行為與後台能

夠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與是否滿足顧客的需要與需求的結果之間做關連連

結，並透過經驗累積，不斷地修正兩者之間關連的正確性才能習得的。例如

有沒有購買，有沒有解決顧客的問題做回饋所得來，這就是前台人員和顧客

互動之中，能得到的另一種顧客知識。 

銷組合的設計如契約條款與價格的設計、分配與推廣方式的規劃，以及核

保、理賠、對帳單報表產生等作業。後台作業，是不會由顧客的參與，然而其作

業的成果，也會整合到前台作業的服務流程當中，由前台人員將後台作業成果傳

遞給顧客，所以顧客對於後台作業的要求，會較為成果導向。而後台作業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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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流程與規則，通常可以視為前台提供顧客解決方案的可能性的一個限制條

件。有時顧客對於企業不滿意，不是前台人員不了解其情境，而是即使了解了顧

客的需求情境，但是後台作業根本沒有產出可以對應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所

以，後台所需要的顧客知識，是企業後台作業的作業成果，是不是能夠回應顧客

的需求。對於保單設計來說，其成果就是保單的條款是不是能夠符合目標消費者

的需要，例如為為退休人口設計的年金型保險條款是不是符合他們的需要，對於

理賠來說，理賠的天數與理不理賠，才是保戶在乎的事情。所以企業要站在一個

了解顧客需要什麼(what)的觀點，有別於前台作業中，要了解如何(how)給顧客服
務的概點。 
 
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的產生，其實就是後台作業成果與顧客購買行為或

滿意

.2 研究架構修正 

.2.1 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流程架構 

圖 5-1為根據個案修正的前台所需的顧客知識管理架構。架構中做了一些更

動。

度之間的關連所產生，而後台作業顧客知識的來源不限於企業本身，也可以

觀察競爭者或產業的標竿企業所推出的後台作業成果與市場顧客購買行為或滿

意度之間的關連所產生。另外，也可以經由相關的產業研究報告推估產業趨勢來

了解，雖然這種方式，超越了本文對顧客知識的定義：由與顧客互動產生，然而

其還是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的產生的一種方式。以上三種方式，都是經由企

業的觀察或聽取意見，使得企業得以了解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而且持續

不停地聽取顧客意見或者依據市場研究資訊，檢視後台作業成果與顧客購買行為

或滿意度之間的關連並修正，就可以持續改善後台作業所需要的顧客知識，進而

推出新的後台作業成果，或者可能會更進一步牽動企業內部技術、流程與規則的

改變與改善。例如：推出新的保單契約，推出新的加值服務，或者改善理賠流程

使得理賠申請到撥款的速度加快。然而，近年來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data mining
技術的興起，也讓企業得以了解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尤其是可以應用到

後台所設計的行銷組合。data mining就是以公司所提供的行銷組合、顧客的基本

資料與財務狀況、顧客的購買行為之關連性建立模型，作為區隔市場並且預測顧

客所想要的後台作業成果，也就是其所想要的行銷組合，例如可以預測顧客想要

什麼樣的產品組合，要透過什麼特徵的銷售人員推介產品比較容易購買。而這種

方式就是透過數量模型分析(data mining)來了解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 
 

5

 
5
 

最明顯的是顧客知識移轉拉到一旁，而且與顧客知識產生可互為前後流程，

其代表的是，前台所需顧客知識，是從與顧客互動的前台人員，在經過資訊蒐集

與資訊儲存顧客資訊，並透過經驗累積，不斷地修正顧客狀態或行為與情境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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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性習得的。然而，較資深的前台人員，則可以從事顧客知識移轉工作，其

方式可以是參與編寫 FAQ、SAQ 或其他教材的方式，然後透過教育訓練課程，

或者甚至由資深人員直接對資淺人員做教導，就可以將前台所需顧客知識轉移到

較資淺的前台人員，移轉後對於資淺人員來說，一樣是有顧客知識產生的階段，

然後就將這些顧客知識投入其前台作業中，也就是顧客知識應用的階段。而在顧

客知識應用之後，會回到顧客資訊蒐集，這代表顧客知識管理是一個不斷的循

環，在前台人員應用其知識之後，就會回到顧客資訊蒐集階段繼續進行顧客知識

產生，這就是對於顧客知識的持續改善，所以顧客知識管理就是一個動態的循

環，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修正後的架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環境影響因素，就是科技基礎建設，

其對

                                                

於顧客知識移轉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資訊科技可以記錄對於顧客的互動，可

以做顧客資訊蒐集與顧客資訊儲存，一方面可以透過記錄情境的方式(每當服務
完畢後會跳出問卷詢問電話服務人員此次保戶打電話來的目的)，對於顧客知識

移轉所需的教育訓練在課程設計上提供客觀的數據，再者可以記錄整個服務流

程，就代表能還原前台人員和顧客之間的互動歷程，在顧客知識移轉時，就可以

直接讓擁有顧客知識的資深人員，透過當面指導的方式，將其所擁有的顧客知識

移轉給資淺人員。另外，顧客跟企業的互動，在顧客購買認識企業的那一刻起，

可能不僅只一次。以人際關係的角度來看，個人對於互動對方所保有的記憶程

度，將是互動對方認定與此人關係是否良好的一個重要因素10，所以在企業與顧

客關係存續的期間，在前台人員面對顧客的時候，要使其能夠充分定義顧客情

境，除了其本身的判斷，能不能擁有顧客與企業互動的歷史資訊，也將影響其對

於顧客情境的判斷，也就是顧客知識應用。因此，科技基礎建設由於可以做顧客

資訊蒐集與顧客資訊儲存，讓前台人員能在第一時間充分掌握顧客與企業過去的

互動記錄，將會使得前台人員在顧客知識應用時，能有更有效掌握顧客情境。 
 

 
10 由Michael Simpson提出，出自於Greenberg, Paul. 2002. CRM at the Speed of Light: Capturing and 
Keeping Customers in Internet Real Time. Osborne: McGraw-Hill. P 35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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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2  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管理流程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2.2 以企業的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的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流程架構 
 
圖 5-2是根據個案修正、以企業的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的後台所需的顧客

知識管理架構。這個架構跟原來的架構相比，多了顧客資訊品質確認、顧客資訊

的分流與追蹤、顧客知識產生部門的自行顧客資訊蒐集，而少了顧客知識移轉。

其在顧客知識應用之後，也會回到顧客資訊蒐集，這一樣也是代表顧客知識管理

是一個不斷的循環。 
 
修正後的模式，多了顧客資訊分流與追蹤，是因為本文從個案中發現，由於

顧客資訊蒐集與顧客知識產生、顧客知識應用的部門不同，前台不一定有直接動

機去做顧客資訊蒐集，而即使後台得到這樣的資訊，也有可能因為不具急迫性，

而對之忽略，就沒有進一步做顧客知識產生與顧客知識應用，因此，企業為了解

決這樣的問題、就要做到以下兩點： 
 

科技基礎

建設 
前台教育

訓練 
表處理 
流程 

 

表影響 

 60



 

(1) 需要鼓勵資訊的蒐集： 
 

由於蒐集顧客資訊的前台作業與顧客知識產生與顧客知識應用的後

台作業是分屬不同部門的，所以蒐集資訊的部門較無直接動機蒐集資訊以

作為後台作業改善的參考，所以，企業必須要以一些做法鼓勵資訊的蒐

集。而保誠的做法是，以建立服務文化的方式鼓勵同仁傾聽，只要是提案

最後變成了公司改善規則與流程的依據，就會成為公開表揚的對象，也會

成為服務之星的重要加分項目，這些都是從文化面來鼓勵。也因此修改後

的架構中也多出了組織文化，其有助於顧客資訊蒐集的因素。 
 

(2) 需要建立專責資訊處理單位： 
 
由於顧客對於後台作業成果所反映的資訊，是從各個接觸點蒐集而

來，所以企業中要有專責部門統一處理。處理分為三個部份：顧客資訊品

質確認、顧客資訊儲存、顧客資訊分流與追蹤。 
 

由於蒐集顧客資訊的前台作業與知識產生與應用的後台作業是分屬

於不同的部門，前台可能不清楚哪些資訊對後台作業的改善是有用的，所

以所蒐集的顧客資訊品質可能參差不齊。因此，在顧客資訊儲存之前，就

要做顧客資訊品質確認的工作，以防止”Garbage in, garbage out”(簡稱
GIGO)的狀況。在保誠的個案中，客戶關係部推行 customer voice之時，
就花了六個月做顧客資訊品質確認的工作，並且直接與前線人員溝通，讓

前線人員心中建立一個認定的標準篩選適當的資訊再反映到顧客關係部

成為 customer voice。然而目前客戶關係部還是會做進一步的篩選，以確
定 customer voice是真正有價值的。 
 
由於這些從前台作業蒐集來的資訊所涉及的權責可能分屬不同部

門，所以要對這些資訊先分類儲存，再傳遞這些顧客資訊給特定的相關負

責單位。如果直接讓第一線的單位將顧客資訊分流給相關單位，會造成資

訊流的混亂，所以需要這樣的一個中介單位。 
 
顧客資訊分流上，要分流到相關單位，有可能以追蹤表單的方式，有

可能用口頭報告的方式。而為了避免分流之後就沒有進一步知識產生的流

程，而使得這些資訊被忽略，專責處理單位還要設計追蹤機制，以確保相

關負責單位產生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並且有做到顧客知識應用。在

保誠的個案中，業務系統的專責處理單位是業務發展處，其設計了追蹤表

單，追蹤後續的進度。而保單行政系統的專責處理單位則是客戶關係部，

其也需要負責追蹤，追蹤都是以主要負責該業的部門作為負責單位，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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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無進一步從事顧客知識產生與顧客知識應用。這個地方值得一提的

是，所謂的顧客知識產生與顧客知識應用，除了充分了解顧客所期待的後

台作業成果之外，顧客知識產生的部門，也要依據內部成本、技術、規則

與流程，找出現況與顧客期待落差的原因、評估改善的可行性，並提出方

案真正執行，才算是真正做到顧客知識應用，這就是專責處理單位要負責

監督的。在保誠的個案中，產品設計上，如果保戶提出想要某一種新的契

約保單，那麼負責產品設計的市場規劃部就要檢視其市場銷售潛力並且粗

略地估計成本，如果成本符合，那麼就可以推出新的契約保單。而如果保

戶希望企業能夠更快推出新產品，在保誠了解顧客所期望的上市速度之

後，保誠就需要檢討內部的商品設計流程，檢視哪些流程是減緩新契約保

單上市速度的流程與規則，再提出改善方案。而真正在 2005 年七月上線

的投資型保單對帳單改版的專案中，在保戶提出希望投資型保單對帳單能

夠讓他們看得懂的意見之後，負責的客戶關係部就進一步去探究，了解對

帳單中的哪些項目讓保戶看不懂，保戶如何才看得懂之後，接著就提出改

善方案，並且詢問保戶服務部是否新的設計在資訊揭露上有違反法律規定

的疑慮，還要協調資訊部門詢問現在的資訊系統在技術上是否能夠做到對

帳單的改版。根據客戶關係部表示，其會在上線後的三個月到六個月去監

控目前的狀況。也因此，修改後的架構中也多出了組織設計。有了專責單

位，就會從事顧客資訊儲存、顧客資訊分流與追蹤，就有助於顧客知識產

生與顧客知識應用的實現。 
 
在修正後的架構中，少了顧客知識移轉，這是因為，顧客知識產生的部門就

是顧客知識應用的單位，所以其中並沒有顧客知識移轉的問題。 
 
以企業的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這種方式了解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

果，在顧客知識應用階段之前，從顧客資訊蒐集到顧客知識產生，就像是一個去

蕪存菁的過程，是要不斷將這些顧客資訊精鍊出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所

以，在顧客資訊分流的時候，為了避免個別案例讓保誠將少部份人的意見或行為

模式誤解成為大多數人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所以用個案累積計算的方式，作

為篩選的機制，以較客觀的角度了解哪些意見較符合大部分保客的期待。等到對

於保客的期待有了一個方向性的了解之後，如果還要更深入了解實質內涵，顧客

知識產生的部門，就有一個再確認的動作，會用一些與顧客互動的方式來做更深

入的探討，在保誠的個案中負責產品設計的市場行銷部，以及客戶關係部都有這

樣的模式：在從前線得知某些改善方向之後，就會經由焦點團體更深入地確認顧

客的期待成果。而客戶滿意度調查中的某些問題，也有這樣的功能。這也就是為

何修正後的架構中，出現了顧客知識產生部門的自行顧客資訊蒐集。這樣的再確

認的動作，將有助於提升顧客知識的品質。不過這不是一個一定要經過的流程，

只要獲得的顧客期待已經是明確可執行的，就會直接提出執行方案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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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3  以企業的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管理流程

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2.3 以數量模型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的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流程架構 
 
圖 5-3是以數量模型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的後台所需的，根據個案修正

的顧客知識管理架構。這個架構跟原來的架構相比，多了顧客資訊分享、顧客資

訊品質確認、顧客知識分流與追蹤，少了顧客知識移轉。其在顧客知識應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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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回到顧客資訊蒐集，這一樣也是代表顧客知識管理是一個不斷的循環。在保

誠的 SCFA的個案中，就是市場行銷部所領軍所設計的財務規劃軟體，就是要讓

他們做顧客資訊蒐集，又會開始一個新的顧客知識管理的循環。 
 
雖然跟以企業的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的顧客知識管理架構一樣是跨部門

的資訊流動，然而在這裡就出現了顧客資訊分享的議題。業務人員可能不願意分

享他跟顧客互動所產生的資訊。在 SCFA專案當中，可以看到保誠發展了一套軟

體，將銷售人員在顧客需求確認階段的情境分析系統化，以方便銷售人員從事之

後的方案提供與說服工作，不僅提高了專業性，會讓潛在保戶滿意其前台作業，

這也就是為何在修改後的架構中，科技基礎建設成為影響顧客資訊蒐集的因素，

他可以提升業務人員的專業性，可以部份克服業務人員在顧客資訊蒐集時，所可

能遇到的保戶合作意願不高的情況。這其實就類似客服中心的 FAQ與 SAQ的設
計，是把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外顯化，以提高前台人員對於前台所需顧客知

識的了解，並且提高利用前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的效率，是有助於提高顧客對於

前台作業的滿意度，在這個部份是前台所需顧客知識的管理。 
 
然而，根據個案中受訪的市場行銷部說明，這種做法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

要做顧客資訊蒐集，並且讓業務人員透過市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 所設計
的 feedback form做顧客資訊分享。由於保險公司過往掌握的顧客資訊不多，透

過這樣的方式蒐集資料，會更有利於後台的 data mining的工作，而 data mining
會再用蒐集回來的更精確的資訊，對顧客產生需求分析，分析目前保戶的銷售潛

力大小，並將銷售潛力大的現有保戶以及建議的銷售目標保單的結果傳回業務

員，讓業務員再進一步進行銷售的動作。這樣的制度，其實在某個程度上替代了

保戶需求情境的判斷，這個也可以是屬於前線業務人員的工作。有經驗的業務人

員可能會有一個概念，大概目前處於何種人生階段，收入大概多少的保戶會有怎

麼樣的需求，這也都是根植於銷售人員平日與保戶不斷互動得到的一些有關保戶

財務與家庭狀況的資訊之後，然後根據其經驗，判斷其可能會有什麼樣新的需

求。而 SCFA的制度，就是把判斷顧客需求情境並提供客製化產品的前台作業所

需的顧客知識變成了一個後台的流程，也就是把前台作業後台化了。這種以後台

作業來取代前台人員作業的做法，前台人員就會有被替代的危機意識，其合作意

願就會大打折扣。因此修正後的架構中會出現業務人員合作意願不高，所以同時

對顧客資訊蒐集與顧客資訊分享有負面的影響。而目前保誠傾向以 pilot run中的
成功案例，讓業務體系的業務人員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制度，可以幫助業務員銷售

而不是要替代業務人員的，因而帶動使用這種制度的氣氛，因此修正後的架構中

會出現組織文化是有助於顧客資訊蒐集與顧客知識分享的。 
 
顧客資訊品質確認、顧客資訊儲存的原理跟以企業的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

的顧客知識管理架構中的原理是一樣的，是要避免 GIGO，以及避免資訊流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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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市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需要整合各個業務通訊處所產生的資訊流)。市
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在業務人員將 feedback form交回之後，都會先檢查

是不是有亂填的嫌疑，就是在做顧客資訊品質確認，然後再由合作的資訊部門儲

存在資料庫中。 
 
由於市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會將銷售潛力排名前 15名的名單，與其

可能會購買的契約保單出來，這就是顧客知識產生的動作，用建立數量模型的方

式來預測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所以市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 就直
接會產生顧客知識，因此顧客知識產生前沒有顧客資訊分流，而是發生在顧客知

識產生後，所以就成為了顧客知識分流與追蹤。而這裡也沒有顧客知識轉移，則

是因為這種數量化模型所產出的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已經是非常明確可

以書面化的，不像是前台所需顧客知識那麼複雜。而顧客知識的追蹤，也有助於

顧客知識應用。市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目前所設計的 feedback form，除
了如前所述要讓業務人員做顧客資訊分享，其也是要做顧客知識的追蹤，檢視業

務人員是否有照著公司的政策，做顧客知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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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4  以數量模型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的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管理

流程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2.4 其他發現 
 
1. 高階主管的支持不會直接影響顧客知識管理流程，但是會間接透過其本身所

採取的實際做法，建立組織文化，來促進顧客知識管理流程的運作。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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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採取的實際做法，會受到過去經歷的影響。而其層級高低會決定能動用

資源多寡，而影響能建立組織文化的範圍。(見圖 5-4) 
 

過去 所能採取建立文 組織

經歷 化做法的豐富性 文化 

所能動用的資源 
與權力 

組織中所處的層

級高低 

 
 

表影響 

圖 5 – 5  組織文化影響與高階領導關係圖 
 

 

. 根據一般的顧客關係管理教材中所提到的，data mining進行步驟大致上可以

 
1. 理解資料與進行的工作。 

uisition）。 
ing）。 

pment）。 

料（Testing and verfication）。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分為以下八個： 

2. 獲取相關知識與技術（Acq
3. 整合與查核資料（Integration and check
4. 去除錯誤或不一致的資料（Data cleaning）。 
5. 發展模式與假設（Model and hypothesis develo
6. 實際資料採礦工作。 
7. 測試與檢核所採礦的資
8. 解釋與使用資料（Interpreta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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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專家皆認為在這個進行的過程中，會有 80%的時間精力是花費在資料前

置作

圖 5 – 6  data mining與顧客互動關係圖 
 

 

業階段，也就是前四個階段，其中包含資料的淨化與格式轉換甚或表格的連

結。然而我們在這個個案中卻發現，基本上依據保險業過往的產業特性，顧客和

企業之間並沒有太多的互動，也因此企業沒有辦法掌握顧客的動態狀態資料，例

如財務狀況、所得、對於未來的規劃。所以在本文個案訪談的過程，會一再聽到

受訪者提起保險業與銀行業的差別，銀行業與顧客的互動頻繁，所以掌握了很多

資料，甚至是太多的資料，而保險業卻是沒有資料。也因此，在 data mining 的
前置作業上，銀行業是要去理解、查核、一致化所有的資料，然而保險業卻是要

儘可能去蒐集資訊。又因為目前保險業主要可以與顧客接觸獲得顧客動態資料的

接觸點，大部分還是掌握在業務人員手上，所以還要面對業務人員在蒐集資料之

後願不願意分享的問題，這也就是目前以數量模型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的後
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流程還會多出顧客資訊分享流程的原因。也因此，保險業

data mining前置作業，跟銀行業大不相同。也因此本文提出，產業中公司與顧客

的互動頻率，與互動中可得到資訊的多寡，是影響 data mining 顧客知識流程前

置作業型態的因素。(見圖 5-5) 
 

互動頻率 

互動中可獲

data mining 
前置作業型態

表影響 

得資訊多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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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各種顧客知識管理型態的管理重點 

 
5.3.1 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的管理 

表 5 – 1  前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管理重點 
 

知識

管理

階段 

管理重點 影響因素 

顧客 
資訊 
蒐集 
顧客

資訊

儲存 

1. 資訊科技蒐集儲存顧客情境。 
2. 資訊科技蒐集儲存和顧客互動歷程。 
3. 資訊科技蒐集和顧客互動歷史資訊。 

科技基礎建設，

正向影響。 
科技基礎建設，

正向影響。 

顧客

知識

產生 

透過經驗累積產生。  

顧客

知識

移轉 

1. 資深人員將知識書面化、文字化。 
2. 資深人員擔任講師從事教育訓練。 
3. 資深人員直接對資淺人員和顧客互動過程做指
導。 

4. 以顧客資訊的蒐集與儲存，客觀記錄與顧客互動

情境的種類，作為教育訓練課程設計的依據。 

教育訓練設計，

正向影響。 

顧客

知識

應用 

以顧客資訊的蒐集與儲存，提供前台人員與顧客互動

的歷史資訊，以促進前台人員促進顧客知識應用。 
顧客資訊蒐集，

正向影響。 
顧客資訊儲存，

正向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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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以企業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的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的管理 

表 5 – 2  以企業觀察或聽取意見為基礎的後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管理重點 
 

知識

管理

階段 

管理重點 影響因素 

顧客 
資訊 
蒐集 

透過組織文化鼓勵顧客資訊蒐集。 
 

前台人員合作意

願，負向影響。

組織文化， 
正向影響。 

顧客

資訊

品質

確認 

1. 建立專責單位做顧客資訊品質確認。 
2. 可由負責儲存部門將顧客資訊品質的觀念和前台

人員溝通，將品質標準建構在前台人員心中。 
 

組織設計， 
正向影響。 

顧客

資訊

儲存 

1. 建立專責單位做顧客資訊儲存。 
2. 依據分流目的地分類儲存。 
 

組織設計， 
正向影響。 

顧客

資訊

分流

追蹤 

1. 建立專責單位做顧客資訊分流與追蹤。 
2. 依據分流目的地分類以便分流，可能以書面，也

可能以口頭報告的方式。 
3. 定期追蹤，要就是目前沒辦法做，要不就是做到

好為止。 

組織設計， 
正向影響。 

顧客

知識

產生 

 顧客資訊品質確

認，正向影響。

顧客資訊追蹤，

正向影響。 
顧客

資訊

自行

蒐集 

深化對顧客期待後台作業成果的了解： 
1. 壽險公司產品設計上，其所設計出的契約保單條

款是相當無形的，而後續的保單行政作業也是要

等到保戶實際經歷過後台作業成果，他們才會有

切身的感受。所以，如果要經由企業主動了解顧

客對後台作業成果的期待，已經實際使用過保單

契約條款或使用過其他後台作業成果的顧客，是

最能夠提供其切身經驗以及說明後台作業成果與

其期待的差距的。 
2. 如果是從產業趨勢得來的創新，尤其是新型態保

單的設計，一來目標的潛在保戶不可能使用過，

 

 70



 

再者保險產品的核心功能非常無形，保單條款上

甚至牽涉到精算與法律的專業，潛在保戶很難在

保單未設計出的階段，就說出其對於保單條款的

期待為何，而是只能透過現有條件與其想像來比

對。也因此，需要先將保單條款雛形設計出來，

再經由焦點團體詢問潛在保戶對於契約條款的意

見。 
顧客

知識

應用 

要依據內部成本、技術、規則與流程，找出現況與顧

客期待落差的原因、評估改善的可行性、提出方案並

真正執行。 

顧客資訊追蹤，

正向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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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以數量模型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的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的管理 

表 5 – 3  以數量模型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的後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管理重

點 
 

知識

管理

階段 

管理重點 影響因素 

顧客 
資訊 
蒐集 

1. 對顧客合作意願而言，可藉由科技基礎建設建立

專業形象，有助於顧客體認其專業性並願意告知

資訊。 
2. 對前台人員合作意願而言，由前人成功經驗與故
事帶動顧客資訊蒐集與分享。 

科技基礎建設，

正向影響。 
業務人員合作意

願，負向影響。

組織文化， 
正向影響。 

顧客

資訊

分享 

由前人成功經驗與故事帶動顧客資訊蒐集與分享。 業務人員合作意

願，負向影響。

組織文化， 
正向影響。 

顧客

資訊

品質

確認 

建立專責單位負責顧客資訊品質確認。 

顧客

資訊

儲存 

建立專責單位負責顧客資訊儲存。 

組織設計， 
正向影響。 
 

顧客

知識

產生 

選擇適用的 data mining工具。 
 

科技基礎建設，

正向影響。 
顧客資訊品質確

認，正向影響。

顧客

知識

分流

追蹤 

建立專責單位負責顧客知識分流追蹤。 組織設計， 
正向影響。 

顧客

知識

應用 

交由業務人員執行。 顧客知識分流追

蹤，正向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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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與建議 

 
1. 顧客知識管理的流程，需要依照顧客知識本質上的不同，或者是顧客知識產

生的方式本質上的不同，調整知識管理的流程，並管理不同的重點。 
 
所謂顧客知識本質上的不同，就是指其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還是後台

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由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前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

與後台作業所需的顧客知識，由於作業特性的不同，所需要的知識的本質就不

同，所以知識產生後所從事的流程也不相同，前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在顧客知識

移轉上很重要，而後台作業所需顧客知識還要進一步發展為可執行的方案。另

外，在後台作業所需知識的管理上，由於又因為顧客知識產生的方式可以分為以

傾聽或觀察為基礎，以及以數量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兩種顧客知識產生的

方式不同，所以在知識產生之前，以傾聽或觀察為基礎的方式強調一步一步深化

顧客的想法，而以數量分析(data mining)為基礎的方式則是以大量的資料來發現

模型，並且預測顧客所需後台作業成果。 
 
2. 高階主管的支持不會直接影響顧客知識管理流程，但是會間接透過其本身所

能提出的實際做法，建立組織文化，來促進顧客知識管理流程的運作。其本

身所能採取的實際做法，會受到過去經歷的影響。而其層級高低將決定能動

用資源多寡，將進一步影響能夠建立組織文化的範圍。 
 
由個案中，本文發現，組織文化是促進顧客知識管理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保誠保單行政體系中負責客戶服務的黃協理，本身對於服務文化的建立，有一

定程度的投入，其透過提出一連串的推行服務文化的制度，甚至身體力行的方

式，建立服務文化，因此使得保誠能夠作好顧客知識管理。然而，個案中還發現，

財務行銷系統的張資深副總，也曾擔任過黃協理的上司，由於其層級較高，，所

能動用的資源更多，影響力更大，所以在黃協理推動服務文化上有了他的支持，

很多制度得以推行得更順利。而兩人過去都有過很資深的顧客服務經驗，也因此

他們對於如何推行服務文化以提升服務品質的手法上都十分了解，所以才能推動

一些保誠內部從來沒有想過的制度。因此他們的經歷，是他們可以提出實際做法

的一個主要原因。 
 
3. 顧客知識管理中，如果顧客資訊或知識需要跨部門傳遞，則必須設立專責單

位負責：鼓勵顧客資訊的蒐集，並且做顧客資訊品質確認、顧客資訊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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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資訊或知識的分流與追蹤。而顧客資訊或知識的追蹤，有助於顧客知識

的產生與應用。 
 
本文在文獻探討階段，其實就有文獻提到顧客知識在管理上，是需要跨部門

合作的。然而文獻中均未看到如何促進跨部門的顧客知識管理。本文發現，只要

是跨部門的顧客知識管理，就應有專門部門負責的，成為顧客知識管理流程的一

個中介單位，介於顧客資訊蒐集的單位與顧客知識產生與應用的單位之間。對於

顧客資訊蒐集的單位，要以一些做法來鼓勵蒐集顧客資訊，蒐集進來之後，還要

從事資訊品質的把關並且儲存，再來就是把這些資訊分流到需要的部門。而為了

避免這些資訊沒有被用作顧客知識產生與應用，還要有追蹤的機制。這也是目前

保誠在實務上的做法，是相當具參考價值的，可以給予想作好顧客知識管理的企

業一個很好的思考方向。 
 
4. 顧客知識管理中，在顧客資訊需要跨部門傳遞時，組織文化對於鼓勵資訊蒐

集與分享有正面的效果。 
 
由於顧客知識管理的源頭起於顧客資訊蒐集，所以，如何促進顧客資訊蒐

集，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在本文的個案探討發現，在跨部門的顧客知識管理中，

組織文化中強調服務顧客，就會鼓勵蒐集顧客資訊的部門傾聽。這也可以作為業

界一個很好的思考方向。 
 
5. 產業中公司與顧客的互動頻率，與互動中可得到資訊的多寡，將影響以數量

模型分析為基礎(data mining)的顧客知識管理的前置作業型態。 
 
在個案中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保誠的 data mining 其實最主要從事的前

置作業，是要如何蒐集大量的資料。然而參照顧客關係管理或者 data mining 的
相關文獻，發現其實一般所需要從事的 data mining 的前置作業，跟目前保誠所
作的 data mining 的前置作業並不相同。尤其受訪對象常提到銀行業，其與顧客

的互動多且蒐集的資訊多，所以對於銀行業者反而是資訊太多，需要進一步統整

與清理，以確保資訊的品質，才能做 data mining。因此，如果要從事 data mining，
前置作業的型態，可能就會受到這兩個變數的影響：產業中公司與顧客的互動頻

率，與互動中可得到資訊的多寡。 
 

6.2 對業者的建議 

 
1. 按個案中的推論，其實前台所需的顧客知識，就某部份來看，就是讓前台人

員了解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在目前保誠的制度中，只有在處經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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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有機會讓前台人員透過處經理會議的管道發聲。然而，其實基層的前

台人員，在經年累月的經驗累積之下，對於顧客所需要的後台作業成果，例

如產品、服務內容、服務品質上都有一定的了解。所以如果能用一些激勵制

度鼓勵員工提案，將有助於營運的改善。 
 
2. 在顧客關係管理的文獻探討中，都認為企業應該創造與顧客的互動與對話。

以目前保誠的顧客知識管理制度來看，大部分都是以比較被動的方式來蒐集

顧客意見。如果能以一些手法鼓勵顧客發聲，不僅有助於保誠營運的提升，

還可以讓顧客有參與企業經營的感受，會更加深顧客對於保誠的向心力與忠

誠度。 
 
3. 規範外處理原則的制度，就本文探討來看，也屬於跨部門的顧客資訊流的一

種，但是在個案訪談的過程中並未發現 call center有被賦予類似客戶關係部

與業務發展部一樣的後續追蹤的工作，建議保誠可以將這些 call center的意
見做更有制度的追蹤。 

 
4. data mining目前在保誠尚屬初期應用的階段，除了交叉銷售的實行之外，未

來更可以深入利用於於顧客終身價值的區隔，並且根據顧客的價值推出不同

的產品或服務，更能有效滿足顧客的需求。 
 

6.3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方向建議 

 
1.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成本，只將流程的抽取樣本限於壽險業的某一家公司，

因此可能同時受到產業別與公司別的影響，結論是否適用在產業內甚至是其

他服務業的顧客知識流程，還要進一步探討。尤其本研究第五章結果分析主

要是根據服務業管理的作業系統架構所提出的分析，然而這樣的分析有個基

本假設：後台為作業技術核心，而且後台與前台分工明確，前台人員不會同

時在前台從事核心技術的生產工作，因此才可以明確將顧客知識區分為前台

所需與後台所需。像是航空業、餐飲業、銀行服務業都屬於可見有此種作業

特性的服務業。然而，如果是醫療服務業、美容美髮業服務業這類的服務業，

前台人員也從事核心技術，則本文的分析可能就有適用上的問題，此有待後

續研究。 
 
2. 本研究雖然有提出一些影響顧客知識管理流程的外在影響因素，在個案探訪

中也有探訪到其如何影響顧客知識管理流程，然而影響因素和顧客知識管理

流程之間的關係還是有深化或者探討新構面的可能，這也待後續的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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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究屬於質化研究，在分析過程與結論推導上難免受到主觀成份與個人認

知影響，在顧客知識流程與影響因素的選擇與界定上，也可能有涵蓋不周全

的情況，後人可嘗試量化分析的方式，以提高研究的效度與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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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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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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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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大綱 
 
(針對電話服務中心、客戶關係部) 
電話服務中心 

 
以提供全方位服務導向為目的，提供即時迅速的保戶線上0800 諮詢服務及

抱怨處理；企業網站留言回覆、夜間語音留言回覆及海外急難救助等。 

客戶關係部 

 
規劃並提昇公司第一線客戶服務品質及保戶申訴作業處理；提供客服訓練

計劃以提昇服務人員的專業素質、客戶滿意度及客戶忠誠度。 

 
1. 目前電話服務中心和客戶關係部的執掌之間的區隔？ 
2. 目前保誠的壽險客戶有多少？目前一天需要接聽多少電話？營運地點與時
間？目前保誠的客服中心是用什麼樣的系統？有無和其他部門有流程連結的

功能？ 

3. 客戶打電話到客服中心大部分都是什麼樣的問題？客服人員怎麼得到回答客

戶問題所需要的資料？有無逐通電話記錄客戶的來電目的？ 

4. 如果客戶的問題沒辦法單獨由客服中心解決，接下來客服中心會怎麼做？ 

5. 對於客戶的來電記錄，例如來電記錄或錄音，有更詳細的內容分析？如果有

其用途為？目前有沒有將客戶問題向內提報的機制？ 

6. 資深的客服人員對於顧客有很深的了解，這些資深客服人員對顧客的了解，

目前保誠有沒有特別利用他們的長才來做一些事情？ 

7. 客戶關係部與顧客會保持什麼樣的聯繫？ 

8. 客戶關係部目前有什麼樣的機制，在蒐集顧客的意見，並反應到內部部門，

其資訊在保誠內部是如何流動，並如何產生對營運的實質助益？ 

9. 高階管理階層如何鼓勵公司內部持續了解顧客而達到業界標竿？ 

10. 公司制度面或文化面還有哪些也會鼓勵公司內部持續了解顧客？人力資源部

是否有訂定相關的制度？ 

11. 目前公司在顧客資訊與知識的傳遞與應用上，有沒有什麼銜接或使用上的困

難，或者是有何處可以把顧客知識使用得更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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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市場行銷部) 
市場行銷部 

 
負責協助公司訂定年度經營策略計劃，協助公司高階經營團隊掌握政令法

規與市場之脈動，負責新商品架構設計及確保新商品上市順利成功，並規

劃與推動公司全面性特定行銷計劃以協助公司達成業績目標。 
企業行銷部 

 
負責公司形象建立維護及對外媒體聯繫與溝通，包含消費者調查之規劃與

執行，企業廣告事宜、公關活動企劃執行及企業網站規劃維護。 

市場規劃部 

 
業務體系之業務經營、教育訓練及商品推動等策略規劃及活動協調，整合

各項行銷資源，以達公司之策略目標及效益評估。 

行銷支援部 

 
業務體系之行銷支援作業執行，包含增員計畫擬定、商品包裝、推銷工具、

輔銷品、文宣刊物、保戶促銷等相關事務之督導、規劃與執行、以達到業

務推動及業績發展之目的。 

 
12. 這四個部門都屬於行銷功能的部門，請問這三者執掌的差異為何？目前這三

個部門是怎麼互動的？ 

13. 這四者會使用到哪些跟外部顧客相關的資訊或知識？是如何取得的？ 

14. 這四個部門有無利用過往和客戶來往的記錄？如果有，是如何做分析與利用

的？ 

15. 這四者是否有些單位有在蒐集市場上有關於消費者的資訊或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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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保誠的資訊與知識流程圖解 
 

本文雖有已有詳細的個案描述，但是為了方便後續研究者閱讀，本文將目前

個案中保誠內部的資訊與知識流程做進一步的圖解(見圖附 3-1，圖附 3-2)。 
 
圖附 3-1中，最左邊代表保戶，由左至右可以看到保誠的三個主要接觸點：

業務人員、面對面服務保戶的服務人員(簡稱面服人員)，以及 call center的服務
人員(簡稱電服人員)。 

 
其中，點狀虛線(藍色)代表的是保戶對於保誠的一些意見的反映，而這些意

見牽涉到的都是保誠的後台作業。如果是由業務人員蒐集的，會由業務人員反映

至區經理，再反映至處經理，由處經理在處經理會議中提出，然後由業務發展部

統整。之後會做成追蹤表格，把這些意見交給相關權責單位，並且做後續的處理

進度追蹤。如果是從面服人員或者電服人員蒐集的，就會蒐集到客戶關係部第一

科(簡稱客戶關係部 1)。而客戶關係部第一科也會把業務發展部的追蹤表單作為
他們累積顧客意見的來源之一。客戶關係部第一科也會把這些意見作成追蹤表

格，交由各相關權責單位，也是要定期做追蹤。 
 
線狀虛線(紅色)，則是代表顧客的申訴。申訴會由面服人員或者電服人員蒐

集，然後交由客戶關係部第四科彙整(簡稱客戶關係部 4)，由客戶關係部的人員
協調相關權責單位做處理，而且也要做定期追蹤，追蹤結果要上報到申訴委員

會，而這個委員會在組織圖上可以看到其層級只在總經理之下，所以層級相當高。 
 
點線狀虛線(紫色)，則是代表電服人員無法處理的例外事件，是屬於規範外

處理原則所處理的事件。這些例外事件會由電服人員上報到 call center的科級主
管，然後再交由各相關權責單位參考。 

 
另外，與保誠三個主要接觸點並列的外包公司，指的是協助保誠做客戶滿意

度調查的公司，所以實線(黑色)是代表客戶滿意度調查的客戶意見，這些客戶意

見也是會彙整到客戶關係部第一科，然後客戶關係部會依據內部相關權責單位來

做個別化的簡報內容，以口頭報告的方式將客戶滿意度調查的結果告知各個相關

權責部門。如果有需要改善的，客戶關係部也會是追蹤後續改善的單位。 
 
至於這些來自於顧客的意見，到了相關權責單位，相關權責單位會有更進一

步的動作。如果是可以通融保戶而立即給保戶其所需要的服務的，就會直接通融

處理。然而有些意見有深化的必要，例如新商品設計，就會由市場行銷部設計出

商品雛形再找潛在保戶做焦點團體以了解保戶的需求，或者是例如投資型保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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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單保戶說看不懂，就由客戶關係部舉行焦點團體詢問他們哪裡看不懂，怎麼樣

才看得懂。另外，客戶滿意度調查中的某些題目，也擔負了這種保戶意見深化的

功能，例如問理賠要幾天保戶才會滿意。而再進一步了解保戶意見之後，就要提

出改善方案並執行之，這些都是後續追蹤的重點。 
 
圖附 3-2中，最左邊一樣是保戶，由左至右可看到兩個保誠主要的接觸點，

電服人員與業務人員。 
 
電服人員這個部份，其會從與保戶互動開始(圖中雙箭頭線)，而這互動會透

過一些方式記錄，第一個是做與保戶對話錄音，第二個是會在每次服務完後出現

一個問卷詢問電服人員此次服務保戶的目的為何，這些互動記錄都會記錄在保誠

的資料庫中。另外，資深電服人員會扮演管理者的角色，他們會作出 FAQ 與
SAQ(詳見個案)。保戶目的的統計資料會拿來作為教育訓練課程設計的參考，而

FAQ 會在教育訓練中做傳達，至於與保戶對話的錄音，會由資深人員帶著資淺

人員一起聽與保戶對話的錄音，以了解資淺人員做了哪些應對，提升資淺人員的

應對反應與技巧。最後，未來保誠將引入更進步的 CRM系統，協助電服人員記
錄所有與保戶互動的記錄，並且在每次電服人員服務前就給予電服人員其與保誠

之間所有的互動記錄(圖中虛線)，以協助電服人員能夠依據過去保戶的問題與需
求，定義其此次所需要的服務與目的。 

 
業務人員這個部份，是指目前保誠正在進行的 data mining 專案。一開始其

實是從最右邊的 data mining系統與資料庫出發(簡稱 DM + 資料庫)，由其依據較
簡單的顧客資訊產生銷售潛力較大(潛力較大的定義詳見個案)的名單，交由市場
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而這個 taskforce 會此名單附上回饋表單(個案中稱
feedback form)交給業務人員，並且配與業務人員一套可以替保戶做財務規劃的
軟體。之後業務人員必須在一個月內訪問完名單上的保戶，在訪問的過程中給予

財務規劃的服務，藉此取得保戶更詳盡的財務近況與人口統計資訊。在每個月結

束業務人員要將這些顧客相關的資訊填入回饋表單送回由市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而由市場行銷部所領軍的 taskforce就會把這些顧客資訊再放到資料庫

中，以利往後做更精確的 data mining。 



 

 
 

圖 附 3 – 1  保誠人壽顧客資訊與知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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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附 3 – 2  保誠人壽顧客資訊與知識流程(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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