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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根據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為探究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策略、

關係品質以及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兩者之線性關係，本章藉由相

關文獻整理、分析與回顧為本研究奠定理論基礎。本章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為非營利組織之相關研究；第二節為關係行銷策略之相關研究 

；第三節為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第四節為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

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之相關研究非營利組織之相關研究非營利組織之相關研究非營利組織之相關研究 

 

壹壹壹壹、、、、非營利組織的興起非營利組織的興起非營利組織的興起非營利組織的興起 

在美國，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群）(community) 歷史的發展關係密

切，在社區中民眾必須自己解決問題，民眾也發覺以志願團體的方式

運作能更有效率地解決問題（楊東震，2005）。Druker認為，非營利機

構就是社區。他們讓民眾有能力去表現自己，並且交出成績（余佩珊，

1994）。在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則與政治因素關係密切。江明修與

陳定銘（2006）指出，台灣在戒嚴時期，由於非營利組織受到政府嚴

格約束，在法令上對於社團法人的成立也多所限制；自 1987年解嚴之

後，非營利組織開始蓬勃發展。蕭新煌（2000）則分別從「短期有利

的政治因素」與「長期社經發展的背景」兩個社會脈絡來解釋台灣自

1980年代以來非營利部門的成長。由此可見，非營利組織的興起背景

在不同國家有其獨特的脈絡，而非營利組織的研究者亦應對此有所認

識，因此，梳理非營利組織的理論與發展歷程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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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營利組織的理論 

探究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原因，涉及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社會文

化層面等，以下茲就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觀點進行理論分析（江

明修，1994；官有垣、王仕圖，2000；陳定銘，1998）： 

(一) 經濟學觀點 

1. 公共財理論 ：主張此理論的學者認為，非營利組織能夠提供類似準

公共財 (quasi- public goods) 的功能，提供家庭照護、日間托育、

醫院或教育等服務，且不將盈餘分配給個人，因此能夠在營利性組

織和政府組織之外，提供民眾另一項選擇，並取得消費者與捐贈者

的信賴。 

2. 市場失靈論：主張此理論的學者認為，自由經濟體制造成自然獨

占、景氣循環及資訊不對稱等問題，導致市場機制未能充分運作，

造成「市場失靈」的情況。由於非營利組織不進行盈餘分配，因此

較不容易為了追求利潤而降低服務品質，故較值得信賴。 

3. 消費者控制理論：某些非營利組織的形成，不是為了因應契約失效

而產生，而是為了讓消費者能夠直接控制他們所購買的財貨與服

務。如消費合作社、同鄉會、各種職業團體等互益性的非營利組織。 

（一） 政治學觀點 

1. 政府失靈論：政府服務的推行必須使符合必要條件的人皆有獲得

服務的機會。但由於類目限制、多樣性與科層化等問題，使得一

些額外的人因而受惠，而應該受惠的人，反而排除在外，因此造

成政府失靈。以科層化問題為例，政府為確保處遇 (treatment) 的

公平，在政治上必須合理化與合法化其行為，因此不可避免產生

官僚化或科層化的困境。對志願性部門而言，組織的多樣性可使

其在「責信」上的要求不若公部門繁複，而較能避免科層化的缺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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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者政府理論：此理論乃針對近代政府行動的轉變與多樣性，

在公共服務的輸送上必須仰賴許多非政府機構來運作，一方面調

和人民對公共服務的渴望，另方面企圖透過第三者政府來增進政

府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與功能，避免政府權力恣意擴張。 

（二） 社會學觀點 

1. 志願主義：此理論認為人們參與志願服務，不是因為金錢利益的吸

引，而是藉由提高他人的滿足同時也滿足自己高層次需求，其所展

現的責任，遠超過個人的基本義務。 

2. 社群（區）主義：社群（區）可以維繫人群關係、提供群體運作標

準、區別不同群體特質，甚至代表群體的特殊利益。以社群（區）

作為人群間的特定關係型態，可強化其內部自主意識，並提高對外

在環境的影響力。其中，又以自願性結社最具有社會的關連性，並

成為和政府間有效溝通的橋樑。 

 綜上所述，非營利組織的理論基礎可分為三層面進行解釋：就經

濟學層面而言，包括公共財理論、市場失靈論與消費者控制理論；就

政治學層面，包括政府失靈論與第三者政府理論；就社會學層面，包

括志願主義與社群（區）主義。由此可見，非營利組織存在的理由包

括對社會需求的高度回應性、提供類似公共財的功能、對市場失靈或

政府失靈的情形提出解決之道、透過第三者政府的功能避免政府權力

過度擴張、藉由志願參與滿足個人需求、透過社群（區）集結人群內

部意識，並提高對外影響力等。 

二、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歷程 

    論及非營利組織的興起，司徒達賢（1999）認為係肇因於環境快

速變遷，社會價值多元化，某些社會需求無法經由企業或政府機構來

完成，因此由民間或人民自行整合智慧、財力與人力組成非營利組織，

期望在效率方面與回應社會需求等方面能做得比政府更好。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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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政府、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均在回應社會的需求，然而，與科層化

政府組織相較起來，非營利組織對多元化的社會需求具有高度回應性 

、業務的推展亦較具效率，使得非營利組織在二十世紀興起，逐漸蓬

勃發展。關於非營利組織、政府與企業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可表示如

圖 2-1： 

                            

 

 

 

 

 

 

 

 

 

 

 

 

 

圖圖圖圖 2-1 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政府與政府與政府與政府與企業對社會需求的回應企業對社會需求的回應企業對社會需求的回應企業對社會需求的回應 

資料來源：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頁 3），司徒達賢，1999，台北市：天下遠 

          見。 

 

    Rosenbaum認為美國非營利事業的演進從獨立戰爭之後可分為：

志願/公民模式、慈善贊助模式、人民權利模式、競爭/市場階段等四個

階段（引自 Kotler & Andreasen, 1987）：  

（一）志願/公民模式 (voluntary/civic model)：清教徒時期至 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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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自清教徒時期至本世紀初期，由於無法由政府或民眾個人提供服

務，因此時常透過鄰居互相照顧來提供協助。此種模式過去（現在在

某些個案中也還會）適用於利益一致的團體、共享人生哲學的團體與

經濟水準較低、需社會救濟的團體。 

（二）慈善贊助模式 (philanthropic patronage model)：20世紀初期至

1930年代工業革命使得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家族，無論是出於社會責

任或是罪惡感，極度富有的家族如摩根、洛克斐勒與卡內基等發展出

所謂的慈善贊助模式。這種贊助使美國的教育與文化機構受益良多。 

（三）人民權力模式 (rights and entitlements model)：1940年代至 1950

年代隨著經濟大恐慌的打擊，政府扶助的社會機構與計畫迅速成長，

使得美國在 1940年代至 1950年代轉變為人民權利模式。許多社會團

體主張他們有權利要求政府至少支持部分資金，因為他們為整體社會

利益而效力。 

（四）競爭/市場階段 (competitive/market stage)：1960年代迄今 

    在歷經前三階段之後，非營利組織體認到他們不能只仰賴這些傳

統的資助，而且必須真正獨立起來。這使得他們更重視健全的管理原

則、工作人員與經理人的專業性，以及自身收入的自給自足。 

 由此可知，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歷程可分為志願/公民模式、慈善贊

助模式、人民權利模式、競爭/市場階段等。然而，此種分類方式可能

因各國歷史文化、社會背景等脈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馮燕（2000）

認為，台灣的第三部門大致上也是依循上述四個階段發展而成：長期

由傳統的鄉紳家族個別性的，或由寺廟出面結合資源來解決地方上困

境的慈善濟貧模式；戰後 1950年代一些國際性組織開始在台設立分會

的國際援助模式；1970年代隨經濟成長使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進入萌芽

年代；1987年隨著政治解嚴進入發展年代，各種民間力量蓬勃發展。

職是之故，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同時受到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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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而 80年代的政治解嚴更使各種非營利組織開始蓬勃發展。 

貳貳貳貳、、、、非營利組織的範疇非營利組織的範疇非營利組織的範疇非營利組織的範疇 

    當我們提到非營利組織時，事實上涵蓋了：鄰里組織、社區組織、

公益團體、慈善組織、獨立部門、第三部門、基金會、非政府組織與

非商業組織等（江明修、陳定銘，1999：218）。Sargeant (1999) 認為，

非營利組織指涉到非政府組織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以下

簡稱 NGOs)、政府部門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GONGOs)、企業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business organize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ONGOs)、基金成

立的非政府組織 (funder organize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ONGOs)、政治性質的非政府組織 (political organize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ONGOs) 等名詞。   

    Anthony與 Young (1999) 認為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可分為政府性質

與私人性質兩種，前者又依行政層級分為聯邦、州與地方，後者又可

分為慈善性質與商業或會員性質兩類，如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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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 非營利組非營利組非營利組非營利組織的範疇織的範疇織的範疇織的範疇 

資料來源：From Management control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 46), by R. N.    

          Anthony and D. W. Young, 1999, Boston: McGraw-Hill. 

 

    若以組織分類來界定非營利組織，可採用 Friedman的理論架構，

將所有的組織先區分為政府組織 (GO) 和非政府組織 (NGO)，非政府

組織又可因利益取向分為營利（或商業性組織）及非營利（或獨立組

織）兩種類型。其中，非營利組織又可分為慈善組織 (charitable 

organization)與公共服務組織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引自江明

修、陳定銘，1999），如表 2-1所示： 

 

 

 

政府 

聯邦 州 地方 

私人 

慈善性質 

醫療 

教育 

社會服務 

宗教 

文化 

科學 

商業性質 

與會員性質 

社交俱樂部 

兄弟會 

勞工聯盟 

商會 

貿易協會 

企業聯盟

其他 

非營利組織 



 20

表表表表 2-1 組織的組織的組織的組織的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 

非營利組織（或獨立組織）  營利組織 

（或商業組織） 慈善組織 公共服務組織 

資料來源：第三部門第三部門第三部門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頁 219），江明修與陳定銘，1999， 

          台北市：智勝文化。 

 

    綜上所述，非營利組織的範疇可依成立者的不同，分為由政府成

立的非營利組織以及由私人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後者又可分為企業成

立的非營利組織、政治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向大眾募集基金成立的非

營利組織等三種型態。若依設立宗旨的不同，可分為慈善組織、公共

服務組織、商業組織與會員制組織，差別在於慈善組織與公共服務組

織的捐助者可獲得法律上免稅的優惠，商業組織與會員制組織的捐助

者則無法享有免稅優惠。 

参参参参、、、、非營利組織的定義非營利組織的定義非營利組織的定義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由非營利組織、志願團體、慈善團體等名詞可瞭解到，非營利組

織不僅型態多元，亦肩負著不同於政府部門或營利部門的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 之使命。事實上，非營利事業與營利事業有著「手段」

與「目的」的差異：前者以營利為手段，不進行盈餘分配，以營利所

得及社會捐贈的資源來從事公益行為；後者以營利為目的，最後的盈

餘做股東權益的分配（許士軍，1980；傅篤誠，2002；Gelatt, 1992）。 

    Hudock指出，非政府組織意指政府領域外，不同於企業界的組

織，一般常稱之為「第三部門」。而非政府組織的特徵在於其「非營利」

的性質（江明修，2003）。因此，非政府組織通常也具有非營利的性質。

Brinckerhoff (2000) 認為，非營利組織是一項「事業」(business)，一項

「以使命為本」(mission-based) 的事業，而非慈善機構。雖然非營利

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但這並不表示非營利組織便有權利懶散，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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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它與營利部門相比只有初步的發展而忽視它所具有的優點。    

    Brinckerhoff的定義突顯了非營利事業「以使命為本」的特色，由

此可知，非營利組織可採取營利的手段，但目的一定要出自於自身的

使命，這也使得在行銷活動方面，非營利組織強調的是「以使命為導

向的行銷」。 

    Sargeant (1999) 將非營利組織定義為：非營利組織的存在係為了

達到使社會更好之目的，因此透過妥當安排、運用資源以及提供物品

與服務，達成目的。個人利益或獲利並非這些組織存在的目的，盈餘

也不是為了分配給股東或成員。不過，他們會僱用職員並舉辦有收入

的活動以用來支持他們實現使命。此外，James (1990) 指出，非營利

組織透過私人力量提供醫療、教育、文化活動與社會服務等準公共財

給社會大眾，其自身可能會因此而獲利，但卻不會進行分配，所有收

入均作為維持組織營運與實現組織目的之用。因此可知，非營利組織

係以「不進行盈餘分配」為前提，提供不同於政府組織的醫療、教育、

文化活動與社會服務等公共財給社會大眾。 

    江明修與陳定銘（1999）則認為，非營利組織係為一個非政府且

非商業性的組織，因此是一個獨立的部門；非營利組織一方面被視為

私有的，因其不具有政府的公權力；另方面又被視為公共的，因其以

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且以反映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為目標。 

    由於非營利機構的範疇廣泛、類型眾多，使得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龐雜，但 Anthony與 Young (1999)、Kotler與 Andreasen (1987)、Salamon 

(1999)與 Wolf (1999) 等人則試圖歸納非營利組織共通的特徵，茲整理

如表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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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 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特徵的特徵的特徵的特徵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非營利組織的特徵非營利組織的特徵非營利組織的特徵非營利組織的特徵 

Anthony與 Young 

(1999) 

1.不採取營利性的手段；2.在賦稅與法律上的特別

考量；3.具有成為服務性組織的傾向；4.在目標與

策略上較營利組織有更大的限制；5.較少依賴客戶

的財務支持；6.專家在其中享有優勢地位；7.管理

上的差異；8.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性；9.不夠重視經

營管理的傳統。 

Kotler與 Andreasen 

(1987) 

1.他們試圖去影響一個甚至更多目標群眾的行為

（與營利導向事業相同）；2.他們不僅止於謀求自

身利益，最終目的在謀求單獨或整體目標群眾的利

益、增進整體社會利益。 

Salamon 

(1999) 

1.組織編制 (organizations)：特殊的、非正式的人

群組成並不能稱為非營利組織，它必須具有某種程

度的制度化，並依法律規定組織而成；2.私有的

(private)：非營利組織不屬於政府機構或公營機構

的一部份，但並非完全不接受政府的扶持，它仍可

接受政府的支援與管理；3.非營利分配的

(non-profit-distributing)：非營利組織在運作一段時

間後可能會產生獲利，但這些獲利必須投入於完成

機構的使命，而非分配給機構的創辦人；4.自我管

理的 (self-governing)：非營利組織有他們自己內部

的管理程序，不受外界控制；5.自願性的

(voluntary)：成員的組 

成是非強迫性的、自願性的參與，在活動的籌辦、

事務管理方面也是如此：6.公益的 (of public 

benefit)：他們為了某些公共目的而服務，並奉獻

於公益活動之中。 

Wolf 

(1999) 

1.他們必須具有為公眾服務的使命；2.他們必須為

不營利或慈善的法人組織；3.他們的管理結構必須

杜絕自謀利益與營私的情形；4.他們擁有免稅優

惠；5.捐助者或贊助者享有減免稅款的待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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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歸納非營利組織具有如下特徵：首先，以服務

公眾、謀求社會福祉為使命，杜絕自謀私利之情形；其次，不進行盈

餘分配，組織的盈餘須做為維持基本運作與完成使命之用；再則，成

員的組成是自願性與非強迫性的，捐助者與受惠者的參與也是如此；

最後，組織本身在法律上享有免稅優惠，捐助者可依此作為減（免）

稅的依據。 

肆肆肆肆、、、、非營利行銷非營利行銷非營利行銷非營利行銷 

一、行銷的意涵 

行銷一詞的範圍十分廣泛，因此容易造成混淆。許多人以為行銷

就是推銷或廣告。事實上，銷售、促銷、廣告或公關只是行銷中常見

的活動而已，懂得做好市場研究、瞭解顧客需要、發展適當的產品或

服務、做好定價及配銷工作，將可使產品的銷售更為順利（黃俊英，

2004）。Kotler等 (1987) 認為，行銷在現代企業中並非是一種次要的

活動，而是一種深入探究人類需求並使其服務更有效率的活動；組織

為了生存與成功，必須了解他們的市場、吸引充足的資源，並將這些

資源轉換成適當的產品、服務與觀念，再將它們分配給消費者。如同

Druker所言：「行銷的目的在於使推銷成為多此一舉」（引自 Kotler & 

Andreasen, 1987: 36）。由此可知，行銷的本質涵蓋了行銷規劃、行銷

環境、行銷研究、消費者行為研究、產品與服務決策等；行銷不是推

銷，如果將產品策略、價格策略、通路策略與推廣策略做好，毋須過

多產品或服務的推銷，自然能夠引起消費者興趣，產生交換行為。 

行銷功能自早期的產品導向 (product orientation )、生產導向 

(production orientation)、推銷導向 (sales orientation)，演變至近來的顧

客導向 (customer orienation)，行銷功能不僅是產品的生產與銷售過程

而已，行銷的目的更在於滿足顧客甚至是全人類的需要（喬木，2004；

Kotler & Andreasen, 1987）。因此，行銷策略的規劃應從顧客的需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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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而非企業本身，如此一來，才能針對不同類型的顧客，提供

多種產品差異與市場區隔，真正刺激不同的需求與欲望，提升行銷的

效率 (effectiveness) 與效能 (efficiency)。 

二、非營利組織需要行銷之理由 

    許士軍（1980）認為，行銷的本質在促進社會內或社會間的價值

交換。所謂的價值包括觀念、時間、文化活動或社會服務等，因此，

行銷機構自然不限於一般經濟性企業組織，非營利事業機構亦含括在

內。行銷的觀念應用於非營利事業，可追溯至 1969年到 1973 年之間，

Kotler、Levy、Zaltman以及 Shapino等人的研究，已將行銷觀念逐漸

擴大。直至 Kotler與 Andreasen (1987) 出版《非營利事業的策略性行

銷》(Strategic marketing for nonprofic organizations) 一書之後，正式將

非營利事業行銷與營利事業行銷區分開來，並考量非營利組織具有造

福社會的特性，提出非營利事業行銷的哲學思想、管理程序、執行與

檢核策略。 

    或許非營利事業的經營者會對此感到疑惑：究竟非營利行銷與企

業行銷有何不同？行銷究竟能為非營利組織帶來什麼利益 (benefits) 

？在此之前，吾人須先暸解近年來非營利組織面臨了哪些挑戰，使得

非營利組織走向競爭化與市場化，也使得其領導者必須更加重視行銷

的議題？Kotler 與 Andreasen (1987) 指出，導致非營利組織走向競爭

化與市場化的原因有三：首先，政府刪減社會福利與醫療的預算，將

經費挹注於國防預算上；其次，慈善捐款金額減少，使非營利事業無

法仰賴私人捐款彌補政府補助金的減少；最後，經濟的改變，使得非

營利組織在財源收入與人才招募等方面都必須與營利組織競爭。種種

原因使得非營利組織無法只仰賴政府補助或私人捐款，必須重視自身

經營管理策略，並自謀出路。 

    許士軍（1980）認為，由於非營利事業的生存常有賴社會人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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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支持，為保持及爭取必要的支持，使得非營利組織得重視本身

所採行的行銷活動。Brinckerhoff (1997) 指出，非營利的世界正逐漸朝

向競爭與自由市場的方向移動，非營利事業的經營者必須知道如何在

更加競爭的世界中，成功領導非營利組織。吾人可瞭解到，近年來非

營利事業已走向競爭與市場階段，為使非營利機構能順利達成自身使

命，藉由所謂的「非營利行銷管理」能使其在政府補助與私人捐款之

外，尋求永續經營的資源。 

    Sargeant (1999) 主張行銷能提供非營利部門許多好處：行銷能提

升顧客滿意度；行銷能協助非營利組織吸引資源；採取專業的行銷有

助於組織界定自身明確的特色；專業的行銷也能提供組織系統性的工

作架構。陸宛蘋（2000）則歸納非營利組織需要行銷的理由：界定組

織唯一的利基，並確認對民眾的需求能提供正確的服務；將組織想要

的訊息傳達命中聽眾並刺激民眾給予回應；決定組織所想要的，並擴

大組織資源，且更順利地實現使命；引起群眾注目，吸引各種組織所

需要和應得的關注、支持與熱忱；在組織所在的社區及社區之外的社

會福利議程上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Shapior (1973) 指出，非營利行銷的內涵包括以下三大面向： 

（一）資源吸引 (resource attraction) 

    透過廣告或人員銷售的方式，使非營利組織以專業化的方式募集

基金、自願性的勞力、服務與物品等資源。 

（二）資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非營利組織必須界定自身的基本功能與主要使命，必須決定客戶

是誰、該提供何種服務給他們。藉由行銷對消費者與顧客行為的研究，

有助於非營利機構在資源分配時更能合乎受惠者的需求。 

（三）說服非捐助者 (nondonor persuasion) 

    行銷有助於說服人們去做組織希望他們做的事情，而非直接捐款



 26

給組織本身。對些組織而言，「說服」是他們最核心的任務。 

    綜上所述，面對非營利事業逐漸走向競爭與市場階段，行銷對非

營利組織而言，重要性不可言喻。然而，非營利組織具有「以使命為

依歸」之特性，使得非營利行銷的最終目的並非獲利，而是藉由行銷

活動吸引更多資源、說服人們認同組織使命並全心全意付出，進而在

各種議題上發揮比政府、企業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三、非營利行銷的特性 

    非營利行銷與營利行銷共通處在於：無論是營利性企業或非營利

性組織，買賣雙方均會產生交換關係，因此都用得到行銷觀念和技術

（黃俊英，2004）。為了有效地運用行銷傳播技術於公共與非營利部

門，吾人必須考量到公共部門或非營利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差異

（Rothschild, 1979）。非營利組織不在經營或買賣，它提供的是一種經

過轉介的無形服務，因此，在產品、價格、通路與促銷等策略考量時

必須將抽象的概念或標的物先加以確認，以避免產生「無的放矢」的

情況（傅篤誠，2002）。由此可知，非營利行銷與營利行銷本質上有所

差異，非營利行銷所欲行銷的標的物並非產品，而是「服務」或「理

念」。 

    陸宛蘋（2000）指出，非營利行銷與營利行銷有十大差異點：產

品提供通常是服務和行為交換，而非實體產品；非財務導向；多元顧

客影響資源的吸收與分配；使命可能與長期的顧客滿意相衝突；受公

眾審查度高；非市場壓力驅動組織；組織能吸引免費或費用支持；除

組織自主管理外，尚受到資源提供者的管理；熱情、不支薪、激勵員

工。 

    Evans與 Berman (1995) 則認為，非營利導向行銷與營利導向行

銷，基本差異可彙整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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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 非營利導向行銷與營非營利導向行銷與營非營利導向行銷與營非營利導向行銷與營利導向行銷利導向行銷利導向行銷利導向行銷 

非營利導向行銷非營利導向行銷非營利導向行銷非營利導向行銷 營利導向行銷營利導向行銷營利導向行銷營利導向行銷 

非營利行銷是關於組織、人們、地 

方、理念、貨物與服務 

營利導向行銷主要關心貨物與服務 

交換可能是貨幣的或非貨幣的 交換通常都是貨幣的 

 

目標複雜，因為成功或失敗無法用 

財務術語加以衡量 

目標通常以銷售、獲利與現金收入表示 

非營利服務的獲益通常與顧客付費無關 營利導向行銷的獲益通常與顧客付費

有關 

非營利組織可能被期望或需要為市場

區隔中無利潤的部份提供服務 

營利導向組織只尋求那些市場區隔中

有利潤的部份服務 

非營利組織通常有兩個主要目標市

場：客戶與捐助者 

營利導向組織通常有一個主要的目標

市場：客戶 

資料來源：From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p. 300), by J. R. Evans and B. Berman, 

1995,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Rothschild將非營利行銷的特色歸納為以下九點 (引自 Kotler & 

Andreasen, 1987）：1.非營利行銷人員對消費者特性、行為以及媒體的

偏好、觀感或態度等二手資料十分缺乏；2.因為消費者的犧牲常涉及

自我需求的滿足，且態度與行為會因時代禁忌而有所考量，因此要從

消費者身上獲得可靠的研究資料作為行銷決策的基礎十分困難；3.消

費者時常被要求對平時感到冷漠的議題做出一些犧牲；4.消費者被要

求在行為或態度上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5.在私人部門時常可能

為符合消費者需求而將產品或服務加以修正，但這在非營利部門卻十

分困難；6.由於非營利部門處理的業務涉及複雜的行為或態度，尤其

是例如醫療或環境保護等議題，因此必須傳播大量的資訊給消費者；

7.消費者所做的犧牲，其獲得的利益通常並不明顯；8.某些犧牲對個人

本身並沒有什麼好處，其利益卻歸給別人；9.因為非營利行銷涉及無

形的社會與心理利益，使得它通常很難向大眾媒體說明這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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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非營利行銷的特徵歸納如下：首先，就非營

利行銷的性質而言，不一定是實體產品，通常包括提供服務、宣傳理

念等無形產品；其次，就非營利行銷的目標與績效而言，通常涉及複

雜的社會與心理利益，因此行銷績效的評估工作較為困難；第三，就

非營利行銷的獲利層面而言，通常不歸於捐贈者或非營利組織本身，

甚至消費者所做的犧牲，其利益時常歸給不相干的人身上；第四，就

消費者滿意度層面而言，由於非營利事業基於本身的使命，常要求消

費者在行為或態度上做出很大的犧牲或改變，使得非營利行銷的使命

常與消費者滿意度相衝突；最後，在行銷通路層面，由於非營利組織

提供的是無形的產品，使得行銷人員不易透過傳播媒體推廣服務或理

念。 

四、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 

（一）行銷計劃 (marketing programs) 

    傳統上，組織在擬定行銷計劃時，會考量產品 (product)、價格 

(price)、通路 (place) 與 促銷/推廣 (promotion) 等四個變數，針對四

個面向分別擬定策略，總稱為行銷組合 (the marketing mix)，又稱為

4P。由於行銷組合係以目標市場 (target market) 為考量，因此行銷計

劃應以消費者─人(people) 為核心進行。Hannagan (1992) 將行銷組合

的架構說明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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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3 行行行行銷組合銷組合銷組合銷組合 

資料來源：From Marketing for the Non-profit Sector (p. 95), by T. J. Hannagan, 

1992, London: Macmillan. 

 

    Rados (1981) 認為，非營利組織不能像營利組織自由選擇行銷策

略，而是應該就組織宗旨與發展策略進行整體性規劃。傅篤誠（2002）

指出，非營利事業在產品的考量上，除了以社會導向為生產產品的基

準外，應更具倫理與道德感；在價格策略方面，應以追求社會公平的

定價方式為目標，以符合負擔能力原則；在通路策略方面，除了組織

所建立的網絡外，非營利事業也可考慮結成策略聯盟，由合作的組織

提供中繼的轉介服務；在促銷/推廣策略方面，除了像營利事業的考量

外，尚可採內部行銷、關係行銷、事件行銷、善因行銷與體驗行銷等，

在公益行為的促銷上十分有效。由此可知，非營利組織的行銷規劃與

營利組織存有本質上的差異性。Gelatt (1992) 指出，4P在非營利組織

的應用如下： 

（一）產品 

    不論是進修教育、醫療服務、會員福利或出版品，非營利組織若

目標市場目標市場目標市場目標市場    

(人)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設計 

� 品質 

� 範圍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 等級 

� 折扣 

� 付款型態 

� 信用 

通路通路通路通路    

� 位置 

� 運送方式 

� 可接近性 

促銷促銷促銷促銷////推廣推廣推廣推廣    

� 廣告 

� 銷售方式 

� 文宣 

� 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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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生存下去，提供的產品就必須讓別人有興趣。瞭解組織成員的需要

和需求是任何有效的行銷計畫之核心。 

（二）價格 

    許多非營利組織會失敗，大多是因為沒有充分考量他們真正的花

費，結果是將他們的服務價格定得太低。價格是否合理公平，通常與

個人觀感有關。如果組織提供的服務被認為有特殊的價值，那麼便可

以將收費提高一些。 

（三）推廣 

    再好的產品如果沒有人知道的話，也會腐敗。對組織所提供的產

品與服務而言，亦復如此。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推廣工作變得越來越

重要。 

（四）通路 

    對非營利組織而言，通路包括所在地(location)與能見度(vivibility) 

。由於非營利組織的行銷模式中通常涉及第三者與捐款人，會提供經

費給組織使組織能提供服務或爭取客戶之用，因此通路也意味著「讓

公眾意識到有這個組織存在」。 

    綜上所述，非營利組織的行銷計畫通常包括目標市場、產品策略、

價格策略、推廣策略與通路策略。對非營利組織而言，目標市場係指

顧客、捐助者或志願工作者；產品策略係指提供符合成員或社會大眾

需求的產品、理念、服務或社會福利；價格策略係指針對組織所提供

服務的投入成本、品質與社會觀感，訂出合理的收費標準；推廣策略

係指透過廣告、文宣、出版品、舉辦活動等方式，推展組織理念、爭

取支持與認同、增加捐助來源，甚至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通路策

略係指非營利組織必須提高自身能見度，可透過網站的經營、參與政

府重大政策或結合推廣策略，使大眾不僅知道有這個組織存在，更能

瞭解組織做了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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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性行銷規劃 (strategic marketing planning) 

    Kotler與 Andreasen (1987) 認為策略性規劃係指一種管理程序，

用以發展與維持一種策略，使組織目標資源合乎不斷變化的市場機

會。策略性行銷規劃程序 (strategic marketing planning process, 以下簡

稱 SMPP) 不僅對目標市場、產品、價格、通路與推廣等行銷實務進行

考量，更將組織外部環境、內部優劣勢一併作為行銷規劃的條件因素；

再則，釐清行銷使命、目的與標的有助於組織擬定核心行銷策略；而

行銷成果的評估須作為行銷策略的規劃與執行之回饋。總之，策略性

行銷規劃將非營利行銷的計畫、執行與考核加以統整，成為程序性的

步驟，如圖 2-4所示： 

 
圖圖圖圖 2-4 策略性行銷策略性行銷策略性行銷策略性行銷規劃規劃規劃規劃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SMPP) 

資料來源：From Strategic Marketing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 161), by P. 

Kotler and A. R. Andreasen, 1987,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決定組織目標 分析外部環境 評估組織優劣勢 

設定行銷使命、 

目標與標的 

擬定核心行銷策略 

� 目標市場 

� 競爭性定位 

� 行銷組合 

規劃組織與系統 擬定特殊策略 決定完成基準 

工具策略 

成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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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圖 2-4，可將非營利組織的策略性行銷規劃程序分為以下十個

步驟 (Kotler &Andreasen, 1987, pp. 159-160)： 

1. 決定行銷策略必須貢獻的組織目標、使命與特殊標的。 

2. 評估外在環境威脅與機會，使行銷能使組織達到更大的成

功。 

3. 評估現有、潛在的組織資源與技術，以作為把握機會或擊

退威脅之用。這種機會與威脅在進行外在環境分析時可以

發現。 

4. 決定計畫期間的行銷使命、目標與特殊標的。 

5. 形成達成特殊標的的核心行銷策略。 

6. 根據行銷功能建立必要的組織結構與制度，以確保所設計

的策略能順利完成。 

7. 在規劃期間，必須建立詳盡的計畫與戰略以完成核心策

略，包含活動時間表以及指派特殊任務。 

8. 建立過渡期間以及計畫最終成果的評量基準。 

9. 執行計畫。 

10. 確認成果並調整核心策略、詳細戰略或兩者兼具。 

    綜上所述，可知決定組織「使命」(mission)、「目標」(objective) 與

「標的」(goals) 係為非營利組織行銷規劃的首要步驟，組織使命的決

定應從顧客群、顧客需求與如何滿足顧客需求等三方面加以考量，避

免使命實現性太低或陳義過高的情形產生；其次，行銷規劃必須針對

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進行事先評估，以瞭解整體環境、市場狀態與

競爭者有哪些；第三，評估組織內在優勢與劣勢，以瞭解組織與其他

競爭者相較之下，在人力、物力、技術、策略等方面的優勢與劣勢。

第四，擬定核心行銷策略，包括競爭性定位、目標市場與行銷組合等，

其中行銷組合又包含產品、價格、通路與促銷等策略；第五，建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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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行銷策略所需的組織系統、特殊策略與完成基準，以提昇行銷策略

的執行力與品質；第六，發展執行所需的工具策略，並執行核心行銷

方案；第七，進行行銷策略的成果評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關係行銷策略之相關研究關係行銷策略之相關研究關係行銷策略之相關研究關係行銷策略之相關研究 

 

壹壹壹壹、、、、從傳統行銷理論到關係行銷的發展從傳統行銷理論到關係行銷的發展從傳統行銷理論到關係行銷的發展從傳統行銷理論到關係行銷的發展 

    傳統上，行銷被視為一種中介功能，行銷部門由一群專家組成，

由專家針對目標市場的需求，擬定並執行行銷組合，也只有這群專家

才會影響到顧客對公司的看法及顧客的購買行為 (Grönroos, 1990)。  

    Gummesson (1991) 指出，行銷不能被侷限為全職行銷人員或行銷

專家的事，每個人均是兼職行銷人員 (a part-time marketer)。此種廣義

的行銷觀，正好說明關係行銷重視全員參與的特性。 

    自 1960年代 McCarthy提出產品 (product)、價格 (price)、通路

(place)、促銷 (promotion) 等概念後，許多學者開始質疑 4P行銷典範

有許多限制存在，認為行銷組合無法說明所有的行銷活動，也未必適

用於所有產業 (Grönroos, 1994; Payne, Christopher, Clark, & Peck, 

1995)。然而，過度簡化的 4P理論卻仍然支配著整個行銷界，導致學

術界與實務界無法回應整個商業界的變動；甚至連 McCarthy自己也承

認，由於產品、價格、通路與促銷之間具有不斷交互作用的本質，光

是倚賴行銷組合模型無法精確地涵蓋所有的互動情形 (Grönroos, 

1994)。由此可知，雖然 4P在行銷學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行銷策略

規劃也多從產品、價格、通路與促銷這四個層面著手，然而，基於傳

統行銷理論的限制，互動網絡取向的產業行銷 (industrial marketing)、

服務行銷 (service marketing)、顧客關係經濟 (custom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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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等另類取向行銷理論在 1960年代之後逐漸發展，開始對行

銷活動中複雜的人際互動進行探討 (Egan, 2001; Grönroos, 1994)。其

中，產業行銷與服務行銷引發了「關係行銷」的討論，而品質管理、

組織理論、組織行為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等則間接提供關係行銷

的研究基礎 (Gummesson, 1994; Sorce, 2002)。 

    ㄧ家公司若想建立持久不衰的市場地位，首先必須跟顧客、供應

商、配銷商、零售商、同業有影響力的人以及金融界建立各種堅強的

關係（尉謄蛟，1997），行銷計畫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吸引新顧客上門，

也在於保持與增進和既有顧客之間的關係 (Berry, 1983)。關係行銷著

重於與顧客建立長期性 (long-term) 關係，進而提升顧客信賴感與忠誠

度。Berry與 Parasuraman (1991) 指出，關係行銷正有助於提升服務忠

誠度，促進服務忠誠度 (service reliability) 可為企業帶來許多潛在利

益，如增進行銷效率與高銷售收入、提高生產力與低成本等。許士軍

（2006）也指出，從產品行銷到顧客行銷，企業所追求的無非是培養

顧客的忠誠度與信賴，而想要擴大和創造這種價值，關係行銷是唯一

利器。由以上論述可知，關係行銷對企業組織而言，有助於擴大與創

造顧客價值，然此種說法卻容易使人將關係行銷與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混淆，以為關係行銷僅強調

供應者與顧客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關係行銷著眼於廣義的「關係」

定義，從顧客、經銷商到同業競爭者均為關係行銷的對象。 

    在非營利組織方面，由於具有服務大眾、謀求社會福祉、不進行

盈餘分配等特性，傳統的行銷理論不一定適用於非營利組織，而關係

行銷重視長期承諾、強調互惠關係的特徵，較符合非營利組織的需求。

周逸衡等（2005）指出，由於非營利組織在資源獲取上的困難，非營

利組織應與捐助者保持良好且長期性的關係，而關係行銷正有助於達

成此目的。對非營利組織而言，由於須同時應付捐助者與受惠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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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面臨長期扶助的需求、無形的產品與服務、內在性的贈與動機、含

糊不清的溝通、行銷與非營利組織的互不相容、募款等挑戰，而非營

利組織若能善用關係行銷，將可帶來許多好處 (McCort, 1994)，如表

2-4所示： 

表表表表 2-4 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組織與關係行銷組織與關係行銷組織與關係行銷組織與關係行銷 

非營利組織的挑戰非營利組織的挑戰非營利組織的挑戰非營利組織的挑戰 關係行銷所能帶來的利益關係行銷所能帶來的利益關係行銷所能帶來的利益關係行銷所能帶來的利益 

長期扶助的需求 促進長期性的承諾關係 

無形的產品與服務 維繫捐助者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變為有形

的利益 

內在性的贈與動機 

 

培養使命的擁有感 

連結捐助者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變得顯著 

含糊不清的溝通 透過關係建立捐助者對非營利組織的信心 

行銷與非營利組織的互不相容 策略強調互惠關係勝過任何單一交易關係 

募款 提供滿足 NCO需求的永續策略 

資料來源：From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relational extent of a relationship  

          marketing strategy: The cas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y J. D.  

          McCort, 1994, Journal of Direct Marketing, 8(2), p. 55. 

 

    由此可知，傳統行銷理論採由內而外的行銷模式，由行銷專家擬

定市場行銷組合，認為若能準確做好市場區隔，擬定符合目標市場需

求的行銷組合，就是產品銷售的保證。然而，隨著產品型態多元化、

交易模式與人際互動愈趨複雜，傳統 4P行銷組合已無法解釋所有的行

銷活動，亦不全然適用於所有產業類型，因此產業行銷、服務行銷與

關係行銷等研究興起。其中，關係行銷著重於吸引、建立、維持與促

進企業與新舊顧客之間的關係，強調維持與舊顧客的關係與建立和新

顧客的關係一樣重要，甚至有時候與舊顧客建立顧客忠誠度與信賴

感，不僅可減少尋覓新客源的成本，更可為企業帶來諸多利益。在台

灣基金會的組成結構中，以教育福利為使命者，其數量遠勝於其他類

型基金匯。由此觀之，在非營利組織的數量與品質日益茁壯的今日，

突顯出教育基金會的管理者除了具備 4P行銷觀念外，尚須強化關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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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以確保其使命之達成，此乃因關係行銷對於促進長期性的承諾關

係、培養使命感、建立捐助者對非營利組織的信心等方面，均有所助

益。 

貳貳貳貳、、、、關係的類型與層次關係的類型與層次關係的類型與層次關係的類型與層次 

    關係行銷係由許多關係所組成，不同類型的關係所運用的行銷方

式也不同，除了傳統上「供應商─顧客關係」之外，關係行銷隱含較傳

統行銷理論更廣義的關係型態。Iacobucci與 Hibbard (1999) 將關係分

為三種類型：商業行銷關係(business marketing relationships, BMR)、人

與人之間的商業關係 (interpersonal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ICR)、企

業對顧客的關係 (business-to-customer relationships, B-to-C) 等。  

    Gummesson (1994) 則認為，如果將行銷視為視為關係、網絡 

(network)與人際互動(interaction)，則將會有 30種關係存在(30R)，其中

又可分為五種型態：直接與顧客接觸的大眾行銷關係(mass marketing 

relationships)、對行銷關係提供內部支持的奈米關係(nano 

relationships)、優於最佳市場的非常關係(mega relationships)、內部組織

關係(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多樣化型態與內容的個別關係 

(individual relationships)等。無論這些關係形態是否均存在於商業活動

之中，當公司走向關係行銷取向時，行銷不僅是供應商─顧客間二元化

的互動而已，而是一系列相互聯繫、多元關係的開展 (Egan, 2001)。質

言之，關係行銷不僅著重顧客關係，更將行銷活動指涉至企業與所有

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 的互動，每一項關係之間的交互作用，亦可

能影響行銷的成效。 

    此外，就關係發展的層次而言，Payne等 (1995) 提出「關係階梯」

(relationship ladder) 的概念，說明發展長期性顧客關係時，可依顧客忠

誠度的高低分為夥伴(partner)、提倡者 (advocate)、支持者 (supporter)、

客戶 (client)、顧客 (customer) 與潛在顧客 (prospect) 等階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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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提倡者、支持者、客戶等階段，由於組織強調顧客保持 (customer 

keeping) （發展、加強與既有顧客的關係），顧客忠誠度較高；顧客與

潛在顧客等階段，由於組織強調顧客網羅 (customer catching) （贏得

新顧客），顧客忠誠度較低。如圖 2-5所示： 

          

 
    圖圖圖圖 2-5 關係行銷的關係行銷的關係行銷的關係行銷的顧客忠誠度階梯顧客忠誠度階梯顧客忠誠度階梯顧客忠誠度階梯 

資料來源：From Relationship Marketing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p. viii), by A.  

          Payne, M. Christopher, M. Clark and H. Peck, 1995, Boston, UK:  

          Butterworth-Heinemann. 

 

    Berry等 (1991) 將關係行銷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關係行

銷，行銷人員與顧客的關係屬於財務上的結合，主要採用價格誘因 

(pricing incentives) 來鼓勵顧客為公司帶來更多生意；第二層次的關係

行銷，行銷人員並未忽略價格競爭的重要性，而是結合財務及社交層

面與顧客建立關係。因此，行銷人員會和客戶保持密切聯繫，以了解

客戶需求、發展個人化的服務；第三層次的關係行銷，除了原本社交

與財務上的結合之外，更以結構的結合以鞏固顧客關係。結構結合係

透過結構的設計，提供顧客一些有價值、且無法從別的競爭者中獲得

強調發展與加強

關係（顧客保持） 

強調新顧客

（顧客網羅） 

夥 伴 

提倡者 

支持者 

客 戶 

顧 客 

潛在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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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使顧客基於成本考量，不易轉向競爭者的產品。如表 2-5所

示： 

表表表表 2-5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行行行行銷的層次銷的層次銷的層次銷的層次 

層次層次層次層次 結合類型結合類型結合類型結合類型 行銷導向行銷導向行銷導向行銷導向 
服務客製化服務客製化服務客製化服務客製化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主要的行銷組主要的行銷組主要的行銷組主要的行銷組

合成分合成分合成分合成分 

持續性競爭差異持續性競爭差異持續性競爭差異持續性競爭差異

化的潛力化的潛力化的潛力化的潛力 

一一一一 
財務 

結合 
顧客 低 價格 低 

二二二二 
財務 

與社交結合 
客戶 中 個人溝通 中 

三三三三 

財務、 

社交與結構

結合 

客戶 高 服務傳遞 高 

資料來源：From Marketing Services: Competing through Quality (p. 137), by L. L.  

          Berry and A. Parasuraman, 1991,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范揚松（1996）則認為關係行銷的級別越高，潛在的回報也越高：

一級關係行銷採用價格刺激來鼓勵顧客與公司進行更多的交易，常被

稱作頻率行銷或保持性營銷；二級關係行銷強調個性化的服務和把顧

客變成關係顧客，強調和關係顧客保持聯繫，在所知的基礎上建立並

發展顧客關係；三級關係行銷重視結構性的聯繫，使顧客轉向競爭者

的機會成本提高，進而鞏固關係。 

    綜上所述，關係行銷不僅重視顧客關係，更將行銷活動指向企業

與所有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每一項關係之間的交互作用，亦可能影響

行銷的成效。此外，並非每種關係的深淺程度均相同，即便是顧客關

係也有忠誠度的差異存在。在另一方面，若將關係行銷視為階段性或

層次性發展，其中可能隱含如下假設：關係行銷的應用層級越高，公

司獲利與競爭力也越高。Egan (2001) 指出，雖然關係行銷可透過財

務、社交與結構上的結合，使顧客忠誠度提升且不易轉向競爭者，但

並不必然如此；吾人必須坦承，無論公司如何努力，消費者可能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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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由而將自己從關係階層中降級，或不再成為該公司的顧客，因

此，顧客身份可能向上或向下移動。 

参参参参、、、、關係行銷的定義關係行銷的定義關係行銷的定義關係行銷的定義 

    Berry (1983) 指出，關係行銷是指在多重服務組織中，吸引、維持

與強化顧客關係；在關係行銷的理論脈絡中，對既有顧客的服務與銷

售被視為與獲得新顧客一樣重要。Grönroos (1990) 將關係行銷定義為

藉由互換承諾與實現承諾，建立、維持與強化顧客關係（時常但不一

定必然為長期關係）以滿足雙方目標。Berry等 (1991) 認為關係行銷

是吸引、發展與保持顧客關係。它的核心宗旨在於創造「真實的顧客」

(true customers) ─ 顧客滿意於自己所選擇的公司、認為自己得到了有

價值的服務、從公司購買附加的服務，而且不會背叛公司轉向別的競

爭者。Grönroos (1994) 重新描述關係行銷的目標為「確認、建立、維

持與強化，並在必要時與顧客及利害關係人結束關係」；由於這些活動

均在獲利的前提之下進行，而非無目的地建立或維持關係。此外，此

種關係必須確保實現互惠的承諾。因此可知，關係行銷係在「獲利」

的前提之下，確認、建立、維持、強化，甚至在必要時終止關係，以

確保雙方目標得以達成。 

    Copulsky與 Wolf (1990) 認為，關係行銷結合一般的廣告、銷售、

促銷、公共關係與直效行銷 (direct marketing) 等元素，藉由相關產品

與服務，與顧客發展一種長期性、持續性的關係，創造更有效率、效

能的行銷方式。McCort (1994) 指出，關係行銷與立基行銷 (niche 

marketing) 或資料庫行銷不同之處在於，關係行銷強調「與個體的長

期關係」。Gummesson (1994) 也認為關係行銷強調供應者與顧客之間

長期性的互動關係與利益關係；其將行銷視為關係、網絡 (network) 與

人際互動 (interaction)，供應商與顧客組成最簡單的互動關係，而更複

雜的關係型態則會發展成網絡。曾光華（1995）將關係行銷定義為利



 40

用多元化、個人化的溝通方式，與個別消費者發展長期互惠的關係網

路；其中有三個重要概念：注重與消費者發展長期互惠的聯絡網絡、

以個別消費者為對象、以多元化與個人化溝通方式與消費者建立關

係。由此可知，關係行銷期望利用多元化、個人化的方式，與顧客或

利害關係人員發展長期的互惠關係。 

    Payne等 (1995) 則將關係行銷的重要概念彙整如下：首先，將行

銷焦點從交易取向轉變為關係取向，故強調供應商與顧客間的互動關

係；其次，關係行銷取向聚焦於將顧客價值極大化；第三，關係行銷

策略關注於許多關鍵市場 (key markets) 關係的發展與強化；第四，品

質、顧客服務與行銷三者既密切相關，也有可能分開處理。 

    Gordon (1998) 認為，關係行銷具有如下特性： 

1. 企圖在製造商與顧客之間，為顧客創造並分享新價值； 

2. 承認「個別顧客」(individual customers) 的關鍵性角色，不僅將他

們視為購買者，更進一步確認他們所欲的價值； 

3. 要求公司將之視為商業策略與顧客焦點、設計與排列商業程序、溝

通、技術以及支持個別顧客價值的結果； 

4. 銷售員與購買者之間持續合作出來的成果； 

5. 承認顧客價值在他們購買的終身價值之上； 

6. 企圖在組織內建立一連串的關係去創造顧客所欲的價值，並且在組

織與主要的利害關係人之間建立關係。 

    謝福樹（2001）指出，關係行銷強調顧客差異性，藉由提供個別

客製化的行銷組合，以便和顧客發展長期互惠的關係、獲得顧客的終

生價值；此外，關係行銷的發展具有程度差異，而且顧客化行銷組合

必須植基於資料庫行銷之上，才能精確地執行與具備成本效益。Sorce 

(2002) 指出，關係行銷十分重視與顧客之間的溝通。 

    Brodie、Coviello、Brookes與 Little (1997) 認為關係行銷包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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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行銷、互動行銷 (interactive marketing) 與網絡行銷 (network 

marketing)，其將關係行銷的定義分為四個層次（見圖 2-6），而大多數

人所接受的關係行銷定義，可能以第二層次或第三層次為主： 

 

 

 

 

 

 

 

 

 

 

 

圖圖圖圖 2-6 關係行銷關係行銷關係行銷關係行銷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資料來源：From Relationship marketing: Exploring Relationship Strategies in  

          Marketing (p. 7), by J. Egan, 2001,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 層次一：將關係行銷視為複雜的資料庫行銷，藉由科技化的工具網

羅並管理顧客。就涵義而言，並未在行銷功能中注入新想法，僅是

利用新的工具經營與顧客的交易。 

2. 層次二：為較廣義的定義，著重企業與顧客之間實際或潛在的關

係，並強調顧客保持 (customer retention) 的概念。在此脈絡下的關

係行銷，不包括企業與其他供應商、夥伴或非商業/社交關係。 

3. 層次三：更廣的定義，將關係行銷視為與購買者之間共同合作的顧

客合夥關係(customer partnering)，顧客可自行設計或發展銷售員所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大多數人 

                                                     所接受關係    

                                                     行銷的定義 

概括所有範疇 

顧客合夥關係 

（公司關係） 

企業/顧客合夥 

資料庫 

行銷 

  關係定義的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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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層次四：最廣義的定義，將關係行銷發展成各種關係式（嚴格說來，

有些並未涉及關係）的概括用語，從資料庫到個人化服務、忠誠度

計劃、品牌忠誠度、內部行銷、人際/社會關係到策略聯盟等，均可

用關係行銷涵蓋之。 

    Grönroos (1991) 提出「行銷策略連續帶」(the marketing strategy 

continuum) 的觀念，指出交易行銷 (transaction marketing, TM) 與關係

行銷在性質上雖有不同，但兩種行銷策略可視為行銷策略的兩個極

端，而「產業類型」可能是公司行銷策略位於哪一位置的考量。Payne

等 (1995) 亦將交易行銷與關係行銷的特性進行比較。然而，關係行銷

與交易行銷並非各自獨立 (Palmer & Bejou, 2005)，交易行銷若運用得

宜亦有助於關係行銷的開展 (Brodie et al., 1997)。茲將關係行銷與交易

行銷的特性整理如圖 2-7所示： 

策略連續帶策略連續帶策略連續帶策略連續帶   

時間觀時間觀時間觀時間觀 短期     長期 

主要的行銷功能主要的行銷功能主要的行銷功能主要的行銷功能     行銷組合     互動行銷 

價格彈性價格彈性價格彈性價格彈性     顧客對價格的敏感性高   顧客對價格的敏感性較低 

品質向度品質向度品質向度品質向度 生產的品質 互動的品質 

顧客滿意度的測量顧客滿意度的測量顧客滿意度的測量顧客滿意度的測量 了解市場佔有率 

（間接取向） 

管理顧客資料庫 

（直接取向） 

顧客資訊系統顧客資訊系統顧客資訊系統顧客資訊系統    一對一顧客滿意度問卷 即時顧客回饋系統 

顧客服務顧客服務顧客服務顧客服務 較不重視 非常重視 

承諾承諾承諾承諾 
在符合顧客期望上僅做有限制

的承諾 

在符合顧客期望上做出高 

度承諾 

內部行銷內部行銷內部行銷內部行銷 內部行銷未對成功有助益 內部行銷對成功有實質助益 

產品連續帶產品連續帶產品連續帶產品連續帶 
 

 

圖圖圖圖 2-7 關係行關係行關係行關係行銷與交易行銷的特性銷與交易行銷的特性銷與交易行銷的特性銷與交易行銷的特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交易行銷交易行銷交易行銷交易行銷    關係行銷關係行銷關係行銷關係行銷    

顧客 

包裝品 

顧客 

耐用品 

工業品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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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關係行銷係指在互惠的前提之下，對顧客或利害關係

人確認、建立、維持、強化，甚至在必要時終止關係，以確保雙方目

標得以達成。行銷人員期望利用多元化、個人化的方式，發展長期的

互惠關係，創造並分享新價值。此外，關係行銷著重於關係的長期性，

並重視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顧客承諾、互動行銷與內部行銷等。 

肆肆肆肆、、、、關係行銷策略關係行銷策略關係行銷策略關係行銷策略 

    Berry (1983) 提出核心服務策略 (core service strategy)、關係客製

化 (relatipnship customization)、擴大服務 (service augmentation)、關係

定價 (relationship pricing)、內部行銷 (internal marketing) 等五個關係

行銷策略。Berry (1995) 更明確指出「資料庫行銷」是執行關係行銷的

重要工具。Copulsky等人 (1990) 則認為，關係行銷歷程包含三個關

鍵元素：首先，確認並建立現有顧客與潛在顧客資料庫；其次，根據

顧客的特性與偏好，透過已建立的及新的媒體管道，對這些人傳遞不

同訊息；最後，藉由監控獲得顧客的成本以及顧客購買的終身價值，

追蹤每項關係，使傳播媒介的支出更具效率、更能加以測量。 

    Jackson Jr. (1994) 提出關係銷售 (relationship selling) 的概念，視

關係銷售為與顧客建立關係、維持關係、進而提升關係品質的策略。

茲分別將關係銷售的意涵、理論架構、前置變項與成分說明如下： 

一、關係銷售的意涵與理論架構 

    傳統上，無論是人員推銷或協商均傾向採取互易行銷，而另類取

向的行銷觀則是從「關係」的角度，認為銷售員必須知道如何與顧客

建立並鞏固關係。對銷售人員而言，要長期發展顧客關係，需要對行

銷採取「關係銷售」的觀點。關係銷售係一種歷程，涉及吸引正確類

型的顧客，進而建立、維持與提升與顧客的互動，藉由互惠的夥伴關

係發展長期性的滿意度。關係銷售的成分有四：吸引 (attracting)、建

立 (building)、維繫(maintaining) 與 提升 (enhancing)。此外，為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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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進行關係銷售，並與顧客建立關係、維持關係、提升互動的品質，

行銷人員必須考量現有顧客/潛在顧客分析(customer/prospect 

analysis)、優質服務(quality service)、信賴(trust)、個人化服務(personal 

service) 與附加價值(value added) 等五個前置變項。總之，關係銷售歷

程需透過四個成分充分運用以及五個前置變項的支持，方可得到較佳

成效。其架構如圖 2-8所示： 

 
圖圖圖圖 2-8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銷售架構銷售架構銷售架構銷售架構 

資料來源：From “Relationship Selling: The Personalization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Electronic version],” by D. W. Jackson Jr., 1994, Asia-Australia Marketing  

          Journal, 2(1), p. 46. 

 

二、關係銷售的成分 

（一）吸引 

    對關係銷售員而言，吸引正確類型的的顧客對關係的建立、維持

與提升十分重要。顧客帳戶(customers’ account) 必須夠大，因此，關

係銷售員必須將額外的時間與精力投注於建立、管理帳戶上面；更清

現有顧客與 

潛在顧客分析 

優質的服務 

信    賴 

個人化服務 

 

前置變項 

   

  成分 

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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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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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說，銷售員不會想要花費大多數的時間與精力在少數的低潛力顧

客身上。 

（二）建立 

    關係銷售的第二項成分是與顧客建立關係。這必須要透過贏得他

們信賴、提供優質化的服務達成之。首先，「贏得顧客信賴」意味著顧

客對於與銷售員相處感到舒適自在，而且覺得銷售員努力為他們謀求

最大的利益。其次，銷售員也必須提供顧客「優質的服務」，即使最終

目的是要賣產品給顧客，也應該要為顧客解決問題、提供售後服務、

解答顧客的疑問。顧客會將這些視為優質服務，對關係的建立有很大

的幫助。 

（三）維繫 

    倘若關係無法被培養與維持，它們將會逐漸衰退，最後甚至終止。

雖然顧客可能會繼續使用公司的產品與服務，但可能不會向別人推薦

該產品或服務。對許多公司而言，忽略與顧客維持良好關係是顧客流

失的主要原因。因此，為了維繫關係，銷售員必須為顧客提供個人化

的服務。 

（三） 提升 

關係的提升涉及對顧客提供超乎他們所期望的附加價值 (extra 

value)，這可能包括成為顧客的最佳顧問或幫助他們發展其他專長等。

提升關係包含兩個重要層面：首先，提升 (enhancement) 是指將微不

足道的事情結合在一起，便能對關係產生重大的改變；其次，提升必

須在服務標準之上，甚至超越一般的服務層次。正規服務 (normal 

service) 是顧客意料之中的事，如果正規服務都做不好，提供附加服務

對關係的提升並沒有多大益處。銷售員可以透過發問、觀察其他銷售

員的所做所為以及觀察廣告內容等方式，了解顧客對正規服務的要求

是什麼。然而，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期望時常改變，銷售員必須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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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每一位顧客內心獨特的期望。 

    然而，吾人不能忽略「文化」因素對關係行銷的影響。事實上，

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關係行銷策略，也沒有一套普遍化的關係行銷理

論。Palmer (2000) 指出，關係行銷必須考量文化脈絡 (cultural context) 

的因素，始能發揮關係行銷的最佳效益。 

周逸衡等（2005）由吸引、建立、維持與提升等四個策略探討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採行關係行銷策略之內容與程度，研究結果發

現各基金會應用關係行銷策略時，會因其組織特性及決策者年齡而有

所差異，這些差異也會影響其所選用的關係行銷項目與運用程度。 

    綜上所述，關係行銷策略係指銷售人員以個別顧客或消費者為出

發點，透過密集接觸、建立資料庫、提供個人化產品與服務等策略，

達到確認、建立、維持與強化彼此關係之目的。本研究所指之關係行

銷策略係指非營利組織為了確認、建立、維繫與強化基金會與捐款者

之關係所運用的行銷策略，其內涵層面包括：「吸引策略」、「建立策

略」、「維繫策略」與「提升策略」等四個構面。以下將說明本研究關

係行銷策略之內涵定義如下：  

（一）吸引策略 

「吸引正確類型的顧客」是關係行銷的第一個構面，因此，關係銷

售人員必須重視如何建立並管理顧客資料庫。對非營利組織而言，關

係行銷的吸引策略包括了建立捐助者資料庫、持續更新並管理資料

庫、依捐助者特徵進行顧客區隔、與捐助者接觸時會利用資料庫獲知

其需求等。此外，基金會也可透過舉辦活動、媒體傳播等方式吸引潛

在捐助者的注意。 

（二）建立策略 

「與顧客建立關係」是關係行銷的第二個構面，對非營利組織而言， 

贏得捐助者的信賴並提供捐助者優質化的服務，才有可能與顧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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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而永續的關係。由於非營利組織以增進社會福祉為服務動力，具

有非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之特性，使得「誠信」與「以使命為依歸」成

為基金會要贏得捐助者或社會大眾認同的關鍵。因此，基金會對於提

供的產品、服務或貢獻，應據實以報，且應定期向大眾說明營運績效。

此外，基金會應秉持高度服務熱忱，重視並迅速解決捐助者的問題、

加強成員的專業知能以提升服務品質。 

（三）維繫策略 

「與顧客維繫良好關係」是關係行銷的第三個構面，若關係無法

被培養與維持，關係將會逐漸衰退、甚至終止。因此，非營利組織可

藉由提供捐助者個人化服務、讓捐助者收到基金會的新服務或新產品

的訊息等方式，使捐助者除了持續支持該基金會之外，甚至會向他人

推薦該基金會的產品或服務，使雙方關係得以維繫。 

（四）提升策略 

    「關係的提升」是關係行銷的最後一個構面，也是關係發展層次

臻於成熟的階段，此時，顧客除了扮演增加公司利潤的角色之外，顧

客由於認同、支持該公司，因而成了公司理念的提倡者、支持者，甚

至是與公司一同努力的最佳夥伴。對非營利組織而言，要提升與捐助

者之間的關係，便要致力於「提供超乎他們所期望的附加價值」，這可

能包括成為捐助者的最佳顧問或幫助他們發展其他專長、提供有別於

其他組織更具有價值的有形或無形利益給捐助者。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 

 

壹壹壹壹、、、、關係品質之定義關係品質之定義關係品質之定義關係品質之定義 

品質會直接影響到產品或服務的表現，品質是從顧客需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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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顧客滿意為止（黃俊英，2004）。若企業已與顧客或利害關係人建

立關係，如何維繫、提升、強化兩者之間的關係，則與關係品質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方世榮（1997）指出，關係好壞的前因在於開發

與維繫顧客關係的行銷活動，關係行銷的結果則可由顧客忠誠度得

知。Lagace、Dahlstrom與 Gassenheimer (1991) 亦認為，關係品質為長

期企業承諾 (long-term business commitment) 的基礎，良好關係品質能

為組織帶來更多競爭優勢。由此可知，瞭解影響關係品質的因素以及

關係品質所導致的結果，乃是關係行銷重要的研究課題。 

關係品質向來被談論為：在銷售員與顧客的交換關係中，用以擴

增產品與銷售結果的一種無形價值 (Levitt, 1986)。關係品質也常被學

者們定義為合作、適應與氣氛等高階 (high-order) 的構念，並對服務

品質產生正向影響 (Ka-shing & Ennew, 2004)。將關係品質概念化為一

個高階構念，隱含著如下假定：關係品質越好，衝突層次會越低，而

信賴、承諾、持續性的期望與自願投資則會越多 (Kumar, Scheer, & 

Steenkamp, 1995)。因此可知，關係品質對產品、服務品質、銷售效果

均會產生影響，而且有助於確保關係的持續性，使顧客感到信任與滿

意。 

學界最常援引 Crosby等 (1990) 所下的定義來說明關係品質的內

涵：關係品質至少包括信賴 (trust) 與滿意 (satisfaction) 兩個面向，是

指「顧客能夠依賴銷售員的誠信 (intergrity)、對銷售員過去的表現持

續感到滿意，進而能對銷售員的未來表現有信心」。 

然而，除了信賴與滿意兩個要素之外，許多學者將關係品質界定

出更細緻的面向：Dwyer與 Oh (1987) 指出，關係品質表現於滿意、

信賴與最小的機會主義 (opportunism)。Dwyer、Schurr與 Oh (1987) 則

認為，在關係發展歷程中，信賴、承諾與脫離 (disengagement) 都是很

重要的構念。Kumar、Scheer與 Steenkamp (1995) 則將關係品質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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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銷商的觀點，除了衝突、信賴與承諾等構念之外，尚含括「顧客

自願投注於關係之中」以及「顧客期望繼續維持關係」等概念。 

綜合以上論述，由於關係品質被視為一種無形價值或心理構念，

使得學者對關係品質的內涵甚難趨於一致。但從中可知，關係品質至

少（經常）包含了信賴、滿意、承諾、對關係持續性的期望、自願投

入等正面構念，以及衝突、脫離等負向構念。 

貳貳貳貳、、、、關係品質模式關係品質模式關係品質模式關係品質模式 

一、Crosby等的關係品質模型 

    Crosby等 (1990) 整合服務行銷、銷售、計畫與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中的關係變數，提出關係品質模型，認為影響關係品質的

外生變數包括銷售員特質（如專業知識與相似性）與關係銷售行為（如

接觸強度、相互傾吐、合作意願）；關係品質的內生變數則包括顧客對

銷售員的信賴與滿意；關係品質的結果變數為銷售效能（如交叉銷售）

與對未來互動之預期。如圖 2-9所示： 

 
圖圖圖圖 2-9 關係品質關係品質關係品質關係品質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資料來源：From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Services Selling: A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Perspective,” by L. A. Crosby, K. R. Evans and D. Cowles,  

          1990, Journal of Marketing, 54, p. 69. 

 

相似性 服務範圍 

的專業知識 

對未來互動 

  之預期 
銷售效能 

關係銷售行為 

關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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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發現，關係銷售行為 (relational selling behavior) 對顧客

與銷售員間的關係品質有強烈、直接的影響( .53)，顧客知覺到銷售員

在服務範圍內專業知識對關係品質有中度的影響力( .30)，相似性與專

業知識對於決定銷售效能扮演重要角色( .47與 .38)，但對關係品質的

影響則受限於顧客對於未來與銷售員互動的預期程度而定( .43)。 

二、Morgan與 Hunt的關鍵變數模型 

    Morgan與 Hunt (1994) 提出承諾─信賴理論 (commitment-trust 

theory)，認為關係行銷係指建立、培養與維持成功的關係交換 

(relational exchanges)，而成功的關係行銷需要關係承諾與信賴。因此，

將關係承諾與信賴視為關係行銷的關鍵中介變數 (key mediating 

variable)，並提出關係行銷的關鍵變數模型 (key mediating variable 

model, 以下簡稱 KMV 模型) 如圖 2-10所示：

 
圖圖圖圖 2-10 關係行銷的關係行銷的關係行銷的關係行銷的 KMV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資料來源：From “The Commitment-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By R.  

         M. Morgan and S. D. Hunt, 1994, Journal of Marketing, 58,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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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2-10可知，Morgan等人認為關係行銷的前置變項為關係終

止成本(relationahip termination costs)、關係利益 (relationship 

benefits)、共享價值 (shared values)、溝通 (communication)與投機行為 

(opportunistic behavior)，透過關係承諾與信賴兩項關鍵中介變項的作

用，影響關係夥伴的認可意願 (acquiescence)、離去意願 (propensity to 

leave)、合作 (cooperation)、功能性衝突 (functional conflict) 與不確定

性 (uncertainty) 等結果變項。此理論認為，顧客或利害關係人所考量

的關係終止成本（結束關係所付出的轉換成本）、關係利益（相對於其

他對象，關係成員能從夥伴身上得到更優渥的利益）、共享價值與溝通

等因素對關係承諾或信任有正面影響，而投機行為則對信任感的建立

有負面影響。透過關係承諾與信任的中介作用，關係成員可能對關係

夥伴的行為產生默許認可、合作、功能性衝突等正面影響，但也可能

產生離去意願與做決定的不確定性等負面影響。 

    Friman、Gärling、Millett、Mattsson與 Johnston (2002) 認為，承

諾─信賴理論立基於社會交換理論、組織理論與交易理論等領域的實徵

性研究，透過 KMV 模型可瞭解到，關係承諾與信賴有助於長期關係

的建立、維持與提升，而藉由 Friman等人的實證研究發現，關係承諾

與信賴確為關係品質的關鍵中介變數，KMV 模型亦可用來解釋國際間

的企業對企業 (business-to-business, 以下簡稱 BTB) 關係。 

三、Gruen的 BTC關係品質模型 

Gruen (1995) 認為，近年來關係行銷的研究大多著重於企業對企

業 (BTB)關係，而明顯忽略了企業對顧客 (business-to-customer, 以下

簡稱 BTC) 關係，因此，提出 BTC關係品質模型，用來說明在買賣關

係中，顧客所知覺到關係承諾(relationship commitment)、滿意（公平

/equity）與信賴（期望/expectancy）等心理狀態，將會導致傾向中止關

係 (propensity to terminate relationship)、投機行為、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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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hip behavior) 或分攤購買負擔(allocated purchase share) 等行為

結果。如圖 2-11所示： 

 

 

 

 

 

 

 

 

 

 

 

 

 

    圖圖圖圖 2-11 BTC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行銷的結果集合行銷的結果集合行銷的結果集合行銷的結果集合 

資料來源：From “The Outcome Set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in Customer 

Markets,” by T. W. Gruen, 199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4(4), p. 

453. 

 

四、Lagace、Dahlstrom與 Gassenheimer的關係品質模型 

    Lagace等 (1991) 將 Crosby等(1990)所提出關係品質的架構加以

延伸，採迴歸分析的方式，認為藥品銷售員的倫理行為 (moral 

behavior)、專業知識 (expertise)、接觸頻率 (frequency) 與關係持續性 

(duration) 均會影響顧客（如：醫師）對銷售員的信賴與滿意。如圖

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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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2 關係品質模關係品質模關係品質模關係品質模型型型型 

資料來源：From “The Relevance of Ethical Salesperson Behavior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y R. R. Lagace, R. Dahlstrom 

and J. B. Gassenheimer, 1991, The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 Sales 

Management, 11(4), p. 40. 

 

除上述四種關係品質的理論之外，有些學者從方法論 

(methodology) 的角度，採用神經網絡分析 (neural network analysis) 技

術解釋複雜的買賣關係： 

Wray、Palmer與 Bejou (1994) 採用神經網絡分析解釋關係品質的

兩個主要指標（關係滿意與信賴）乃是建立在五個前提之上：銷售員

的顧客導向或銷售導向、銷售員的道德、專業知識以及關係持續性。

這五個前提對顧客滿意與顧客信賴的重要性不盡相同，對顧客滿意而

言以「銷售員的銷售導向」與「銷售員對商品或服務的專業知識」最

為重要，其次才是考量銷售員的道德或關係持續性；對顧客信賴而言，

「關係的持續性」將是顧客建立信賴、維持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其次

才是考量銷售員的銷售導向或顧客導向。 

Bejou、Wraym與 Ingram (1996) 採用人工神經網絡分析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alysis, ANNA) 技術探討關係品質的決定因素，並整合

倫理行為 

專業知識 

  接觸頻率 

關係持續性 

   信賴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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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by等 (1990)、Lagace等 (1991) 以及 Saxe與 Weitz (1982) 的研究

結果，認為關係持續性、購買者對銷售員的信賴、銷售員的倫理導向、

專業知識、顧客導向或銷售導向等因素對關係品質有顯著正向作用。 

    此外，Wilson(1995)則提出買賣關係 (buter-seller relationship) 驗證

性的整合模型，認為關係變數的延伸概念包括承諾、信賴、合作、共

同目標、相互依賴/權力不均、成果滿意、其他可能選擇之比較水準 

(comparison level of the alternative, Clalt)、適應性、無法償還的投資 

(nonretrievable investment)、技術共享、信譽 (reputation)、結構結合、

社會結合等，並認為在關係發展歷程中，不同的關係變數均會影響著

關係品質，只是出現的時機不同、作用各異而已。 

    從上述相關理論或模型可以歸納出關係品質具有如下特徵： 

1. 關係品質係為關係行銷的中介變項，係指顧客對於銷售人員所建立

的關係之信賴（期望）、承諾、滿意（公平）。 

2. 關係品質除了包含 BTB 關係、BTC關係之外，也包括企業與所有

利害關係人的關係。 

3. 關係行銷的前置變項則可分為銷售員的個人因素、銷售員與顧客的

互動因素以及顧客的考量因素等三個面向(dimension)，這三個面向

均會對關係品質之良窳產生影響： 

（1） 銷售員的個人因素，如銷售員與顧客的相似性、倫理行為、

對商品或服務的專業知識等。 

（2） 銷售員與顧客的互動因素，如關係銷售行為、溝通、共享價

值、接觸頻率、關係持續性等。 

（3） 顧客的考量因素，如關係終止成本、關係利益、投機行為等。 

4. 關係品質的結果變項包括銷售效果、顧客對未來互動之預期（認

可、離去或合作）、顧客行為（投機行為或公民行為）以及關係的

變化（持續、強化或終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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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歸納可知，關係品質的內涵層面包括「關係信賴」、「關係

滿意」與「關係承諾」等三個構面；而對本研究而言，關係品質係指

教育基金會內部成員知覺到捐款人對基金會的信賴、滿意與承諾。因

此，本研究將關係品質之內涵定義分述如下： 

（一） 關係信賴 

關係信賴能使關係夥伴彼此互信、互助，進而互惠、互利。關係

信賴係指對交易伙伴深具信心且願意依靠對方的意願。對非營利組織

而言，關係信賴係指捐助者對於基金會本身或基金會成員信賴意願（程

度）。包括對基金會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感到有信心、認為基金會的經

營很實在、認同基金會的服務績效、認為基金會會重視並維護捐助者

權益等。 

（二） 關係滿意 

關係滿意可分為整體顧客滿意與特定交易的顧客滿意，若就特定

交易的顧客滿意而言，係指顧客經由單次或特定的交易互動，評估產

品或服務的實際表現能否符合內在期望，所表現出的正面或負面的情

緒狀態。就整體顧客滿意而言，係指顧客在與公司接觸一段時間之後，

對彼此關係的整體情感狀態。對非營利組織而言，關係滿意包括：整

體而言，捐助者認為身為基金會的一份子，讓他（她）感到愉快；對

基金會的參與與付出，會讓捐助者感到值得；基金會募款人員的態度

與服務讓捐助者感到滿意；認同基金會的使命與理念，因此會鼓勵身

邊的人捐錢給本基金會等。關係不滿意如捐助者發覺大眾媒體與公正

機構對本基金會的報導以負面居多。 

（三） 關係承諾 

    關係承諾係指一種想要長期維持關係的慾望，且對組織產生一種

忠誠感、認同感、關心其福祉、甚至引以為榮的心理。對非營利組織

而言，包括捐助者認為參加本基金會，讓他（她）引以為榮；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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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發展得更好，捐助者通常願意付出更多；即使有其他同性質的

基金會以各種方式說服捐助者捐款，捐助者仍不為所動；整體而言，

捐助者會努力支持本基金會等。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之相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之相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之相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之相關關關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本節探討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研究者共蒐集國

內期刊、論文共十篇，分析其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做為本研究建構

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關聯性之理論基礎。 

壹壹壹壹、、、、企業管理領域企業管理領域企業管理領域企業管理領域 

    許世芸、蔡進發、蕭至惠與李佳臻（2006）在《關係行銷對服務

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一文中，以便利抽樣針對

台灣北、中、南地區的銀行財富管理中心之顧客進行實證研究，探討

銀行在導入關係行銷時，對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1.不同的關係結合方式（財務性、社會性或結構性結

合）與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分別具有正向關係；2.銀行

財富管理的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有正向關係；3.銀行財富管理的關係

品質與顧客忠誠度具有正向關係。 

    陳怡文（2004）在《從關係行銷觀點研究影響關係品質與忠誠意

願之因素─以證券產業為例》中，將影響關係品質中介變數的前置因素

分為「服務人員構面」（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態度、關係銷售行為、

關鍵事件處理能力）及「企業組織構面」（券商之企業形象、價格優勢

及品質優勢）二大構面進行影響關係品質與忠誠意願因素之研究，並

以大台北地區之投資者為研究對象，利用證券商之市佔率分配採取方

便抽樣，研究結果發現：1.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對信任及承諾具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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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顯著影響，但對整體滿意沒有顯著影響。2.服務人員之態度對整體

滿意、信任、承諾均不具顯著影響。3.服務人員之關係銷售行為對信

任、承諾均有正向顯著影響，但對整體滿意沒有顯著影響。4.服務人

員之關鍵事件處理能力對整體滿意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但對信任及承

諾不具影響。5.券商之企業形象與整體滿意及信任具有正向顯著影

響，但對承諾不具顯著影響。6.券商之價格優勢與品質優勢對整體滿

意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但對信任與承諾不具顯著影響。7.整體滿意對

信任、承諾及忠誠意願均具有正向顯著影響。8.信任對承諾與忠誠意

願均具有正向顯著影響。9.承諾對忠誠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10.整

體滿意度不是影響忠誠意願的唯一因素或最大的因素。11.承諾相較於

整體滿意、信任而言，對於忠誠意顯的影響最大。12.關係銷售行為、

信任、整體滿意為影響承諾的三大因素。13.就整體滿意而言，企業組

織構面因素較服務人員構面影響度大。14.對券商之承諾而言，服務人

員構面因素的影響度較大，尤其以營業員的關係銷售行為最具影響

力。15.就樣本特性而言，年齡愈高之客戶滿意度愈高，職業為金融業

之客戶愈容易對其所選券商產生信任。 

    紀舒智（2003）在《從關係行銷探討關係品質與顧客自發行為之

研究─以國內某銀行應收帳款債權承購業務為例》一文中，從關係行銷

的觀點，探討關係品質與其影響變數，及顧客自發行為三者間的相互

關聯性，並以相關分析、迴歸分析來探討，主要研究結果如下：1.影

響關係品質的變數有關係銷售行為（相互揭露、合作意願、互動強度）

及銷售人員的特性（相似性、專業知識）與關係品質有顯著的正向關

係存在；2.影響關係品質的變數中，以互動強度及專業知識與關係品

質的相關性最強；3.關係品質與顧客自發行為（忠誠行為、合作行為、

參與行為）之間，除了信賴對忠誠行為的正向關係不支持外，其餘均

有顯著的相關，其中滿意對自發行為相關性較信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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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渝媗（2005）在《船公司關係行銷對關係品質與行銷績效影響

之研究》一文中，採用的是結構式問卷，以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

蒐集，經過相關分析與層級迴歸分析後，研究結果發現：1.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對船公司是否會在需要時提供協助對行銷績效之影響最大；

2.船公司實行關係行銷後會使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對其之信任程度增

加；3.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對船工司的信任感對行銷績效呈現顯著之正

向關係，顯示信任在關係行銷中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 

貳貳貳貳、、、、非營利組織領域非營利組織領域非營利組織領域非營利組織領域 

一、量化取徑 (quantitive approcah) 

    在關係行銷與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中，相較於以銀行或證券業為

研究對象之研究，以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之期刊論文為數較少，但

仍有幾篇，茲列舉如下： 

    陳顯忠（1998）在《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策略之研究─以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為例》中以定量分析為主，定性為輔，萃取出關係行

銷策略的七個因素，分別是「建立可信度」、「提供個人化接觸」、「建

立非人員溝通管道」、「保持服務熱誠」、「提供附加價值」、「增進人際

互動」及「管理資料庫」。研究結果發現：1.關係行銷策略的應用程度

因成立年限、宗教背景、專業背景、募款活動、服務範圍、組織規模

與決策者年齡之不同，而有所差異；2.目前社福基金會經常應用的項

目較屬於基金會機構本身內部處理事件應有的程序及禮節方面的事

項，然對於捐贈者需求的了解與分析以及與捐贈者接觸、互動等溝通

方面的事項都不常運用。3.目前社福基金會之行銷觀念仍很薄弱，市

場導向程度不高，使得在關係行銷策略之應用程度上也不高。 

    畢宣銘（1999）在《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作為、關係品質知覺與

成員捐助意圖間關係之研究》中以捐贈者知覺的關係行銷作為為自變

數，捐贈者行為意圖為依變數，捐贈者關係品質評價為中介變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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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統計變項為干擾變數，經統計分析之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關係行銷

作為與關係品質評價及捐贈者行為意圖間，確實存有非常緊密的相關

性。 

    周逸衡等（2005）在《應用關係行銷於非營利組織之捐助者─以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為例》一文中採用 Jackson Jr. (1994) 之觀點，

由吸引、建立、維持與提升等四個策略探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採行關係行銷策略之內容與程度，研究結果發現：1.社會福利慈善基

金會經常應用的關係行銷策略項目較屬於基金會機構本身內部處理事

件應有之程序及禮節方面的事項，對於捐助者需求的了解與分析、與

捐助者的接觸或互動等方面均不常應用；2.各基金會應用關係行銷策

略時，會因其組織特性及決策者年齡而有所差異，這些差異也會影響

其所選用的關係行銷項目與運用程度。 

    王怡惠（2008）在《非營利事業的關係行銷─以某一社會福利組織

捐款人為例》一文中，使用結構模型方程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以下簡稱 SEM)，以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捐款人為主要研

究對象，建立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的模型，探討信任與成功的非營利

組織關係行銷(捐款、宣傳)之間的關係，並想了解四個關係誘導因素：

參與所捐助組織活動的程度、與捐助組織的互惠關係、所捐助組織的

名望以及對該組織的滿意度，是如何透過信任當中介變數進而影響到

成功的關係行銷。研究結果顯示：關係誘導因素中只有互惠與對組織

的滿意度會對信任有顯著影響，而信任對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成功的

路徑中，只有對宣傳方面會有顯著影響，對捐款並無顯著影響。 

二、質化取徑 (qualitative approach) 

    除量化取徑之外，在質化取徑方面，探討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的

相關研究，尚有張淑鈴（2002）《社會福利基金會捐款人關係行銷應用

之研究》、黃愛玲（2007）《從關係行銷來探討非營利組織募款─以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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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為例》等論文。 

    張淑鈴（2002）從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出版之《台灣 300

家主要基金會》中，採取立意抽樣來選取四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做

為研究對象。經研究後發現：1.社會福利基金會在關係行銷運作的組

織特徵，基金會實施關係行銷應用於組織活動裡，依發展時間先後會

有不同作法。捐款活動推行單位多元，資料庫管理人員稀少；2.基金

會在資料庫之應用，建立目的大多為了募款，遭遇的困境包括擔心個

人資料曝光、過於花費時間及想節省成本。捐款人資料因機構需求設

計而不同；3.組織資料庫應用情況包括參與活動對象的設定、特殊身

份捐款人的應用、有效掌控可能運用的捐款數額、左右機構發展及市

場區隔。4.社會福利基金會在關係行銷運作之實施目標包括增加捐款

人認同、與捐款人保持密切關係及增加捐款的來源與穩定度。組織運

用關係行銷的策略包括吸引、建立、維持及提升等。優勢與特色包括

工作成果知名度、服務據點遍佈全省、經費運用的透明度與問題回覆

速度。 

黃愛玲（2007）採立意抽樣，選取出內部組織特性與外部評價不

同的私立大學進行文獻分析與半結構是訪談，分析關係行銷運用之差

異與私立大學的內外在特質是否有關，依此建立私立大學募款以及採

行關係行銷的類型模式。從以上分析可知： 

1. 無論是根據 Jaskson Jr. (1994) 或 Crosby等 (1990)的關係行銷（銷

售）策略為理論基礎，經實證研究均發現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

質之間具有顯著關聯性。 

2. 國內探討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之相關研究，多以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為研究對象，尚未有以文教基金會為研究對象者。 

3. 國內探討非營利組織關係行銷策略與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以

SEM為主要統計分析方法者較少，多採相關分析、迴歸分析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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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數分析。 

    本研究藉以文教基金會為研究對象，彌補現有研究不足之處；此

外，本研究藉由 SEM統計技術嚴謹檢視、估算關係行銷與關係品質之

關聯性，期望能增進本研究之科學性與客觀性，同時也豐厚關係行銷

在非營利組織領域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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