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客戶關係管理的定義與運用 

IBM（1999）於其網站中定義，客戶關係管理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是一種針對客戶行銷的方法概念。其

包涵之重點包括了客戶獲利度、客戶終身價值、與客戶忠誠度。客戶

關係管理的主要意念是依據客戶特性對客戶作分群，進而制訂不同的

促銷策略。 

安迅公司（2000）則認為，客戶的交易資料代表著客戶的消費習性，

整理分析每一筆交易資料歸納出每一位客戶的需求，並針對其作出的

回應，這就是「客戶關係管理」。藉由集中管理詳細的客戶資訊，企

業就可以分析各種資料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針對個別客戶的需

求，設計特定的行銷訊息，且對客戶的需求進行有效的溝通。 

第二節 策略性CRM 

Rigby DK, et al(2002) 分析過去十年實施CRM成功和失敗的 200 多

家公司，  包括New York Times Company, Square D, GE Capital, 

Grand Expeditions, and BMC Software 等CRM實施極為成功的公司。

CRM失敗的主因，都源自於對CRM錯誤的認知－認為CRM只是自動地管

理顧客關係的軟體。CRM其實是透過資訊技術，協助制度顧客策略和

完成顧客關係管理的過程，以提高顧客忠誠度。這項研究發現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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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成功的資料採礦必須定位在輔助整體行銷策略的觀點，而非單獨的

作業層面。  

第三節 資料採礦 

  在過去三十年資訊技術的發展非常的快迅。許多組織在它們的電

腦系統中儲存了相當龐大的資料。有用的資訊可能以隱含的型樣及連

接格式隱藏在資料內，使得不易使用傳統的資料查詢及統計計算來找

出它們。 

資料採礦是一種從大資料儲存區發現有效、先前不知道及最全面資訊

的程序。您可以使用擷取的資訊，來構成預測或分類模型，或識別資

料庫記錄之間的相似性。 

簡言之資料採礦包含： 

  1.找尋隱藏在資料中的訊息，如趨勢（Trend）、特徵（Pattern）

及相關性（Relationship）。 

  2.KDD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的一部份。 

  3.運用電腦儲存運算能力及使用統計方法工具。 

第四節 醫療產業下的CRM倫理觀點 

Beveridge RN.(1997)探討醫療體系的價值創造源於以顧客為焦點的

核心能力的發展和執行；研究者認為這些核心能力包括顧客關係管理, 

與保險人的關係管理、疾病管理（Disease Management）、結果管理

http://www.hint.org.tw/cgi-bin/ovidweb/ovidweb.cgi?S=AIPPPPOPAFAEFL00D&Search+Link=%22Beveridge+RN%22.au.


（Outcome Management）, 財務/成本管理及資訊的管理。而這些核

心能力都需以能否創造顧客價值為中心。Berwick DM (1997)更指出

好的醫療機構的全面CRM五個基本信念：1.醫療專業強調助人，專業

的好壞應該由病人判定 2.大部分病人，即使是重病的病人，必須認

為他們是理性的 3.不同的病人有個別不同而且切身的個人需求 4.

不論病人和醫護人員,照護過程中都會出現害怕和憂慮 5 .追求照護

過程中的效率和合乎病人需要是普世價值。資料採礦過程如果中性的

以病人就醫資訊為出發點，基本上符合以上1-3項特性。尤其在台灣

可以反映病人自由就醫選擇下的市場結果，應該重視，而作為醫療機

構改善服務效率的重要依據。 

第五節 市場區隔相關討論 

Dickson(1982)很早就指出，市場之所以要區格式為了要了解市

場的需求資訊，包括 4W1H：何種需求(What)?、何時需要（When）?、

在哪裡有需要（Where）？需要的程度為何(How)？、與為何需要(Why)? 

Kolter(方世榮編譯 1995)則提出市場具有先天的異質性，因此

將消費者區分為若干同質性群體，各群體具有不同的特徵、行為、興

趣或需求。因此有「目標行銷」（Target Marketing）之觀念，強調

現代策略性行銷的核心就是所謂的STP行銷－區隔(Segmentation)、

目標（Targeting）、及定位（Positioning）；Pointer DD.(1990)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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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療院所經營決策上必須考量市場區隔、市場大小及範圍以及所追

求的民眾重視的價值是否達成。專業CRM顧問公司eLoyality的副總裁

Nick Poulos(1999)則更就實際做法具體提出所謂以顧客需要為基礎

的市場區隔方式－”Needs-Based Segmentation”，該方法論建議根據顧

客需要和購買的行為來區隔顧客，此一方式以整體觀點、由內而外及

特殊個案軼事(Anecdotal)的方式針對企業全體的四個方面加以定義：

一、企業所提供的顧客價值 二、滿足顧客哪些需求 三、企業影響顧

客行為的各種做法 四、顧客偏愛的溝通媒介。Nick Poulos更具體提出

實際顧客區隔的七大標準步驟如下： 

1. 決定顧客區隔的分類基礎：找出企業最好的顧客加以研究其

特性 

2. 認清這群最佳顧客的需要和看重的特性 

3. 把他們的需要和企業的長處相比較分析 

4. 基於顧客需要，實際發展顧客區隔 

5. 在每一個顧客區隔內，計算個別顧客的目前與未來潛在獲利

性 

6. 驗證該顧客區隔模型和假設的正確性 

7. 依不同區隔之潛在獲利分配行銷資源 



不論國內或國外都已經注意到老年人口的高醫療費用事實，將之

視為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區隔；但是這群六十五歲以上的老人的醫療

需求特性仍然具有非常高的異質性(Heterogeneous)，Powers TL.et 

al(1992)的研究證實老年人的醫療需求事實上是能夠由人口統計學

和行為的特性再進一片分割成不同的市場區隔。Chilingerian 

JA.(1992)分析當時雇主購買健康保險的趨勢發現，雇主希望在醫療

市場內尋求高品質而且具有效率的醫療服務，如何讓醫師有效率的照

護病人變得非常重要。Pak S. et al(1996)則提出以老年人自我評估

的健康狀況可以反映不同種族條件下年齡和收入的差異。 

陳才友(2001)以門診慢性病患者為例來探討醫病關係和待診時

間對慢性病(高血壓、糖尿病、高血脂症)患者醫療滿意度的相關性。

無論在何種層級的醫療機構，醫病關係影響慢性病患者的各種類別的

醫療滿意度都很大，尤以醫學中心最甚，但是在社區衛生所，醫病關

係對於待診時間的滿意度卻看不出有任何的影響。待診時間，除了對

待診時間的滿意度受到影響，同時也影響到對相關醫療人員的滿意

度，當然也就影響到整體滿意度；而醫病關係，對醫師、待診及非醫

師醫療滿意度都有顯著的影響，醫病關係越好，上述的滿意度越高。 

第六節 國內醫療產業下的CRM現況 

就國內整體醫療產業的發展而言，全民健保制度的實施，對於各種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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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層級的醫療院所而言，是面臨更大的挑戰。在成本壓力與緊縮政策

的限制下，面對不斷擴增的大型醫院成立與有限的患者來源，競爭環

境亦愈形激烈，各種層級醫療院所必須朝向品質與成本效益兼顧之企

業化經營，積極建立與顧客的緊密互動，顧客才會主動就診，因此，

「顧客關係管理」的建立，勢必成為各級醫療院所永續經營的核心競

爭優勢。 

建立良好醫病互動的關鍵，在於分析可提升顧客滿意度的重要知

識來源，並應用在醫療院所的知識擷取策略，對內重視醫療品質，對

外則以顧客優先，提供量身定作的個人化服務，為醫療院所創造更具

價值的顧客關係。 

國內醫療產業對於顧客關係管理重要性的認知，由於健保開辦之

後，醫院間的競爭加劇，各大型醫院管理階層大多已經認知到患者顧

客關係管理的重要性，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教常見的是利用描述性與探

索性的個案研究方法來探討大型醫療產業制定顧客關係管理的策

略。(榮泰生 2002，孫安華 2002，侯世環 2002 等)；孫安華(2002)

以位於台南地區的五家個案醫院為例，發現對於健保制度的衝擊與顧

客導向的市場需求，在醫院的整體服務、醫療技術、醫療設備與環境

容有不同程度的重視層面；但是在與顧客建立互動關係的行銷活動上

則是持續推廣，同時，在導入「顧客關係管理」的過程中，醫院將重



要的知識來源：如顧客資訊、醫療服務資訊，與知識策略互相配合，

目的在成本效益的考量下，滿足顧客的差異化需求，並反映在醫院成

長率的增加。侯世環(2002)藉著訪談顧客關係管理的專家學者及醫院

經營者之後，所建構出醫療院所顧客關係管理的架構，發現醫療院所

雖然普遍重視顧客關係管理，但是實際的做法上著力較少：利用病患

資料庫進行分析的比例不高；缺乏全院性的整合措施；實施的方式多

是各科別各自管理及維護不同科別的病患資料。作者更進一步指出，

若沒有全院性的整體考量，整合不同部門的作業內容及流程，兼顧醫

療及行政，重視不同顧客群的需求，提供個別所需要的服務，則醫療

院所顧客關係管理的實施將顯得分散且沒有一致的目標，效果不彰。 

    而隨著網路和資訊技術的日新月異，利用低成本的網路作為和客

戶溝通的工具，而發展出的 eCRM(電子化顧客關係管理)，相關研究

也出現在醫療產業之中；廖舜怡(2002)提出在一對一顧客關係之管理

架構下，協助醫院有效的提供病患所需的各種服務，並以傳統看診及

轉診流程為例加以改善以增加效率及效能。該研究也對市面上的顧客

關係管理軟體功能作一比較，並採用應用系統來建構雛形系統，發現

其主要功能為：提供一般民眾所需的醫療相關知識及訊息、線上掛號

服務、預約檢查行程、醫護人員行程管理、線上看診及評估醫護人員

績效等。顯然各大型醫療機構希望透過此 eCRM 架構能夠深化和病人



之間的關係，提高醫療機構的競爭優勢。然而除了這些簡單的就醫流

程與透過 eCRM 加以改善外，更重要問題的核心是 eCRM 工作的第一步

是必須整合組織的資料以及顧客的資料，才能達到將顧客資訊、醫療

服務資訊，與知識策略互相配合，發揮成本效益下，滿足顧客的差異

化需求。醫療服務及顧客資訊顯然比一般商業上的了解複雜許多，如

何從線上使用的健保就醫資訊中，透過資料採礦的過程，萃取相關訊

息，顯然非常重要。 

良好的資料採礦分析需要同時具備資料庫維護作業能力、相關行

業專門知識(Domain Knowledge)及相關資料採礦軟體操作及統計能

力等多方專業背景，且由於市售相關資料採礦軟體價格昂貴，市場普

及性不高情況下，國內期刊論文中發表有關資料採礦的文獻並不多

見，大部分僅屬於簡介性文章，近 3年來，國內各大專院校內的博碩

士論文則出現多篇以醫院資料為對象的相關論文。 

陳冠華(2002)以某區域醫院 65 歲以上的慢性病患者為研究對

象，利用資料採礦，試圖瞭解不同特性的病患其就醫行為與醫療需

求，並據此進一步規劃客製化之醫療服務策略，以針對不同的目標群

體提供合適的醫療服務。該研究透過群集分析將病患群做區隔，進一

步透過專家訪談的方式，找出複診次數異常的目標病患群，針對目標

病患群，再透過關聯分析，可瞭解該族群盛行疾病間的關聯性，藉此



建立該族群常見的疾病型態，再經由專家訪談的方式，針對以上兩個

目標病患群，研擬客製化的服務策略。 

江士彥(2002)則由醫療顧客的需求及滿意度問卷調查資料出

發，以某準醫學中心為研究對象，由訪查人員對內科、家醫科、復健

科及住院病患進行田野調查，共蒐集 300 份問卷，利用統計方法找出

因子相互關係，以資料探勘的技術分析醫療顧客的不同集群特性，再

分類建立決策樹以預測分群結果，該研究根據重要性及滿意度兩個不

同維度，將顧客分為四個集群包括：重要高滿意高顧客、重要高滿意

低顧客、重要低滿意低顧客及重要低滿意高顧客。 

陳佳楨(2003)則以病患就診屬性，包括：看診日期、看診科別、

醫師別等，以資料探勘之關聯(Association)技術，直接透過資料庫

取得門診就診資料，尋求病患就診之行為模式，以作為醫院醫師排班

之依據，進而改善醫病關係，提高醫療服務品質。該研究所開發之排

班系統不僅節省人力、時間，提升行政效率，並以 Web-based 介面提

供親和的使用環境，並且結合資料探勘所找出的型態(pattern)產生

醫師排班表應用於埔里基督教醫院的結果使得就診便利度提升了

18.64%，證實該資料探勘技術可運用於醫院排班作業。黃仁貴(2002)

的類似研究則是依病患就診屬性與醫院所提供之服務，建立一預測醫

師看診時間之醫療行為模式，作為看診等候時間之依據，以縮短病患



就診等候時間，該研究依病患就診與就醫之屬性，首先透過資料庫取

得門診病患之資料，包括：看診日期，新病患、初、複診病患，看診

時段 (早、中、晚)，醫師，年齡，性別與疾病碼等，以資料探勘之

叢集(Cluster)技術，探討個別醫師看診時間之叢集模式，此模式依

屬性之相似特性加以分類，區分出不同之病患族群與其所佔人數之比

率，以及每一族群下醫師看診所花費之時間。依此時間以做為設定病

患看診時間依據，此將有助於建立一個有效且正確之病患看診時間預

測模式。 

李姿儀(2001)提出關聯分析探勘醫院門診資料，進行疾病科別與

病人特徵分析，以顯示疾病間的關聯性以及疾病診斷之病人特徵(如

年齡、性別等)，以供醫師診斷時的參考，也可以成為一般民眾在自

我保健上之有用參考資訊。而疾病所屬的門診科別方面等的知識，則

能提供給院方在門診診間安排等醫務管理方面之參考。黃勝崇(2001)

則利用高頻項目組（Large Item Sets）與和決策樹（Decision Tree）

分類方法來推得病患症狀特徵與疾病兩者之間的關係，讓患者利用此

研究的結果來輔助指引患者正確知道自己的症狀特徵為何種疾病，或

者協助醫師門診時作為診斷的參考，嘗試以減少醫療資源的浪費及減

少患者就醫次數。 



    這些論文中僅有一篇是利用醫院內部豐富的就醫資訊針對 65 歲

以上慢性病人的資料探勘以作為一對一顧客關係管理之用(陳冠華

2002)；大部分研究則是以內部行政管理為出發點，希望改善門診空

間與時間的排班效率。 

    至於由各醫療機構委託商業顧問公司所進行之各種不對外公開

的客戶關係管理資料探勘專案研究計畫，依據研究者私下了解，由於

醫療產業之特殊性，國內少有顧問公司涉足此一領域；而另從資料採

礦軟體代理商了解，國內大型醫院目前也少有自行購買這類軟體的情

形。 

第七節 人口統計叢集化採礦功能簡介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料挖掘分析方法，主要是採用叢集分析。發現

叢集的目的是透過特定的演算法將具有相似特性的記錄分在同一

組。在叢集功能的結果中，含有偵測到的叢集數，以及每個叢集所據

以構成的特性；此外，它會顯示出這些特性在叢集內的分佈情形(IBM 

1999)。  

有關叢集分析的演算法有許多不同的方法，包括了下列幾種﹕ 

 K-means method（吳旭智、賴淑貞譯(2001)） 

首先指定分群的數量 K，然後隨機選取 K 個點，再分別計算每筆

資料與 K點的距離，將資料依距離最短原則歸類，緊接著重新計算出



每一群的平均數，以每群的平均數為 K 群中心點再重覆計算距離再歸

類，一直當資料到達重覆次數的指定值或是更改的比率值才停止。此

方法有一需要注意的重點，當分群起始值因隨機選定而選取到離群值

或是集中值時，將影響分群的績效，若將其延伸發展，以特定的方法

使其選取分群起始值時能夠確保其選取點除是平均分散在資料群

中，則可以改善分群績效、提高分群速度並減少分群次數。 

人口統計叢集化 Demographic Clustering  

人口統計方法之原理乃是由第一筆資料開始，依序比較每筆資料

與第一筆資料的每個欄位值，相同給予＋1分，相異則給予－1分，

然後依累積分數的高低不同將資料進行分群，累積分數為負的則自成

一群，每群再各自重覆此步驟一直到每一群的中心值不變或是資料不

再變動為止，此方法可進行快速和自然的叢集化作業。它會自動判斷

要產生的叢集數目，之後，即會定義叢集，將 Condorcet 準則的作

用放至最大(IBM 1999)。本研究採用 IBM 所發展的 Intelligent 

Mining 的人口統計叢集化作為分群的主要方法。 

第八節 樹狀分類採礦功能（IBM1999） 

預測某個分類的目的，是要根據已知的資料來建立模型。使用這

個模型來分析何以發生某個分類，或對新資料的分類進行計算。分析

已分類的資料將顯示導致先前分類的特性，結果分類模型可以用來預



測含有新屬性值的記錄類別。「樹狀歸納演算法」可以提供易於瞭解

的說明，來描述資料的基本分佈，進一步瞭解資料庫的結構，或建構

未分類的資料庫。 

例如，保險公司具有關於容許他們的保險中止的客戶的資料。依據這

些客戶的共同屬性，將建立一個風險群設定檔，然後使用它作為一個

模型，將新客戶分類。將透過這個模型檢查任何新客戶，並將他們分

類為屬於風險群或不屬於風險群。在應用模式中，保險業者可以使用

在訓練模式中建立的模型，來預測哪些客戶在未來將中止他們的保

險。也可以套用這個技術，比如說，同意或拒絕保險申請，偵測信用

卡詐騙、識別製造部份的影像中的錯誤，或診斷錯誤狀況。其他應用

模式是目標行銷、醫療診斷、醫療有效性、庫存進貨或商店位置規劃。  

本研究主要是將人口統計叢集化的結果進一步用樹狀分類採

礦，對於分類的結果可以呈現較清楚的策略意涵，有助行銷策略的制

定。 

第九節「關聯」採礦功能（IBM1999） 

發現關聯的目的，是要找出同一個交易中隱含其它項目之存在的

項目。假設您具有一個購買交易資料庫。讓這個資料庫中的每一筆交

易是由客戶所購買的一組項目所組成。「關聯」採礦功能將發現項目

集中各項目之間的關係。您可能發現買歡迎卡片的客戶中有 60% 也



會購買化妝品。  

本研究主要利用關聯採礦分析探討患者不同科別、醫師別之間交叉看

診的情形，不同主診斷群間集中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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