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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與個案訪問的結果，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STP策略方面 
1. 市場區隔：經過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之差異分析後發現，區隔市場的主要變
數為顧客類型、所得及年齡。 

 
2. 目標市場：經過深度訪談發現，業者將主要目標市場鎖定在理財專員，其次
為法人機構及高所得的大戶。另外，亦有少數業界領導廠商，將市場擴大並

且成功地與一般小額投資人接觸。經質化與量化分析，歸納如下表所示： 

 
           表6-1：主要目標市場彙整表 

三大目標市場 目標族群特性 
理財專員 選擇具備專業知識及銷售意願高的理財專員作為中間

商，並且將銀行業理財專員視為第一目標市場，其次分別

為壽險業理財專員及證券業理財專員。 

法人戶、 
高所得大戶 

n 法人戶：以民營企業、券商、銀行為主。 
n 高所得大戶：月收入在15萬元以上者，投資於「貨
幣型」基金明顯多於月收入5萬元以下。 

小額投資人 n 投資考量方面：女性相較於男性重視「附加價值」；
21~40歲相較於41~50歲更重視「產品績效因素」。 

n 偏愛的行銷方面：男性相較於女性重視「行銷活動」；
21~40歲相較於41~50歲更重視「價格因素」。 

n 基金類型方面：年輕的族群對於股票型基金的投資比
重較高，年長的族群對於平衡型等相對穩健型的基金

投資比重較高。 

n 申購管道方面：年輕的族群網路下單之比重較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市場定位：經問卷調查之因素分析發現，受訪者投資主要考量原因為「產品
績效」與「附加價值」。同時透過深度訪談得知，大部份業者憑藉著集團豐沛

的資源、全球投資平台，定位為專業投資顧問以提供穩健優質的商品與服務，

即符合受訪者投資考量的「產品績效」與「附加價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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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P行銷策略 
1. 產品策略 
經質化與量化分析，皆發現「產品績效」最為重要，業者表示唯有讓客戶賺

到錢才能長期留住客戶。因此，能提供績效短、中、長期皆表現優異的基金，才

能深受客戶青睞並提高顧客之滿意度。 
其次為「附加價值」，包含服務品質、知名度與形象、買賣的便利性、投資標

的，以及商品的廣度（包含基金類型與數量）等，需兼備才能在 700多檔已核備
的境外基金中脫穎而出，以滿足台灣投資人的多元需求。 

 
2. 通路策略 
根據問卷調查，銀行通路仍是受訪者最主要的申購管道占42.5%，其次分別

為網路下單的35.9%，投信與投顧的11.3%，證券公司為7.1%。同時，透過深入

訪談亦發現業者將銀行視為最主要的銷售管道，而券商與壽險皆剛起步，將持續

投入資源建立合作關係。 
另外，直銷部隊的成立主要是搶攻法人戶及高所得大戶。而電子商務部門的

建置則是要與小額投資人接觸，並持續透過網路行銷活動，維持電子商務的熱度。 
表6-2：通路策略彙整表 

三大目標市場 通路策略 
理財專員 以銀行為主要銷售管道，並建立保險與證券等新

的通路之合夥關係。 

法人戶、 
高所得大戶 

成立直銷部隊搶攻法人機構及金字塔頂端的高

所得客戶。 

小額投資人 建置電子商務部門開拓一般散戶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促銷策略 
經問卷調查顯示，受訪者資訊尋求來源呈現較為分散狀況，包含網路的

21.2%、投資刊物的15.2%、報紙的14.5%及雜誌的14.4%。另外，透過因素分析發

現，投資人對於說明會與理專拜訪等行銷活動，以及各式的媒體廣告皆有明顯的

偏好，並樂於與業者互動、溝通。此外，也發現投資人對於手續費折扣的優惠偏

好度相當高。 

另一方面，經深度訪談獲知說明會為業者最常使用的促銷工具，不但經常舉

辦全省巡迴講座，亦不定期邀請國外基金經理人或分析師來台，提供投資人最新

理財資訊服務。另外，也密集舉辦理財專員的教育訓練課程，並提供大量的文宣

DM，與理專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同時激勵銷售自家基金。 
4. 價格策略 
經深度訪談發現，由銷售通路端不定期作手續費的折扣促銷，業者為了避免

削價競爭引發不當後果，試圖以優質、專業的服務取代價格大戰。此研究結果與

許雅菁(2002)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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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相關行銷策略 

1. 人員（personnel） 
經深度訪談得知，資產管理業最重要的資產是「人才」，只有優秀的員工，才

能提供優異的產品與服務給客戶，並幫助客戶增進資產，這是同時並進的效果。

因此業者經常提供一系列的教育訓練給予員工，創造一個終身成長的優良學習環

境。此研究結果與羅小蘭(2003)相同。 
 

2. 實體設備（physical facilities） 
經深度訪談查覺，由於金融商品必需透過教育與重複溝通的過程，且往來越

久之客戶對業務的貢獻度愈高，因此建立有效資料庫並長期維護是非常重要的。 

 
3. 程序管理（process management） 
經深度訪談發現，所有業者皆一致遵循嚴格的內控內稽制度，除了事後控制

的稽核外，並且設立遵循部門，作為事前預防的措施，以維護投資人權益。 

 
四、關鍵成功因素 
在競爭激烈的基金戰國時代裡，深諳成功之道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經深度訪

談並採取Sull關鍵成功要素模式，從架構、資源、價值、流程、關係等五大方面

歸納出境外基金業者的關鍵成功因素： 
表6-3：關鍵成功因素彙整表 

構面 項目 內容 
組織定位 定位為專業投資顧問以提供優質的商品與服務。 

關鍵顧客 精準鎖定在理財專員、法人機構與高所得大戶，以及具潛力的一
般投資人。 

行銷通路 開發與管理綿密的銀行、證券通路，並成立直銷部隊與電子商務
部門搶攻頂級客戶及小額投資人。 

 
 
 
架構 

創造價值 

之關鍵 
能善用行銷活動預算的每一塊錢，並且作到事前預估與事後績效

評估、持續不斷地精進。 

組織資源 憑藉集團充沛資源及全球投資平台，提供長期穩定的投資績效。 資源 

品牌聲譽 需提供穩健的報酬、創新與獨特性的產品，並進而贏得客戶口碑。 
價值 整體企業 穩健、信賴，用心呵護投資人的每一分錢。 

顧客服務 提供以客為尊，值得信賴的專業服務，讓每位投資人在基金申購
前、過程、贖回後都能快樂、滿意。 

 

流程 

作業處理 建置完善的資訊系統以提昇工作效率，並且提供客戶更高水準、
更快速、更便利的服務。 

員工 網羅並留住最優秀的人才，在共存共榮的基礎上共創雙贏。 關係 

媒體 強化媒體關係以取得市場發言權，並獲得高度曝光機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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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對業者的建議 

善用學者 Sull的成功方程式（Success Formula），從架構、資源、價值、流
程、關係等五大方面改進，並且能擁抱變革，創造企業永續生存的最佳體質，公

司才能成功不墜。 

 
 
 
 
 
  
   

 

圖6-1：成功方程式  

資料來源：Donald N. Sull 

1. 架構面 
n 追求卓越的市場定位 
經由上述章節之質化與量化分析，將「產品績效」與「附加價值」作為兩軸，

繒製成圖 6-2的市場定位圖，建議本國境外基金業者可向歐美基金業者學習，包
含提昇公司知名度、形象、服務品質與買賣的便利性等，並以 A+級廠商為標竿

(benchmark)，才能從優秀到卓越(A to A+)並進而成為業界典範。 
 
 
 

 
 
 
 
 
 

 
 
 

圖6-2：市場定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資 源 

架 構 

價 值 

關係 流程 

產品績效

附加價值

高 低 

高 

低 

● A+級廠商 

● 本國 
境內基金業者  

● 本國 
境外基金業者  

● 歐美基金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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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鎖定關鍵客戶、逐步各個擊破 
對於不同的關鍵客戶，採行不同的行銷策略各個擊破，相關建議分述如下： 

(1) 鎖定銀行的理財專員，並將銀行依銷售能力及其擁有的客戶品質分級，辦別
出最有價值及最具成長潛力的理財專員。精準鎖定目標市場，提供高品質的專業

文宣，並且透過系列式、廣度與深度兼具的訓練課程，以及國外知名基金經理人

來台傳授投資哲學，同時搭配相關獎勵方案（如：頂級旅遊行程、高級品牌配件

等），才能激勵理財專員銷售自家基金。  

 
(2) 成立直銷部隊搶攻高所得客戶，並作好客戶生命週期管理，充份掌握每一個
客戶從單身、成家到退休，不同的生命週期有著不同的投資需求及投資目標。因

此，業者應該能夠有效的整合不同的客戶區隔，以及不同的生命階段的客戶資

訊。此外，公司需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要區別出其最有價值的客戶，

提供專業、客製化的投資建議與服務，並建立長久而深入的關係，強化客戶的信

賴感，延長客戶的投資停留期，才能真正收到基金管理費。 
    為了有效接觸高所得收入者，亦可藉由策略聯盟的方式，與高級車廠、精品
業者等合作，或透過特定資料庫的購買，包含醫師公會、獅子會、扶輪社等。另

外，可與優質的電台合作舉辦下午茶古典音樂財富饗宴，或贊助兩廳院高所得客

戶感興趣的相關活動，持續在客戶心中建立品牌形象地位。 

 
(3) 目前已有業界領導廠商透過電子商務的力量，成功的開拓小額投資人的市

場，能將客戶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避免受制於銀行通路，才是未來的贏家。因此

建議業者可先強化網站的功能，包含一對一個人化的投資建議、基金健診、影音

理財服務等，並逐步建置電子商務提供網路下單功能，強化便利性服務，以開拓

一般散戶市場，真正將客戶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經問卷調查之差異化分析後，發現不同受訪者的背景（姓別、年齡與

收入）對於行銷活動、基金類型與投資方式有顯著差異。因此，建議業者不斷地

與不同群組的投資人溝通，包括學生、教師、醫師、上班族、粉領族、退休族、

頂客族、網路族..等。並利用不同節慶舉辦事件行銷，包括新年紅包理財專案、

情人節、婦幼節、勞動節、母親節、父親節、教師節、醫師節等⋯舉辦不同的理

財專案，以差異化行銷的方式，提昇客戶忠誠度。 
同時，理財專案的相關文宣品建議設有客戶索取詳細資訊回函表，並以小贈

品或抽大獎作為客戶填寫回函的誘因。以此方式不但可收集新客戶名單，更可開

啟持續與客戶溝通的橋樑，並進一步採取主動行銷（Up Selling）及交叉行銷（Cross 
Selling），讓整體行銷活動要能作到事前預估與事後績效評估，真正善用行銷預
算的每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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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掌握通路、平衡發展 
經質化與量化分析得知銀行為目前最強勢的銷售通路，建議業者採取以上游

至下游的壓擠策略(Pushing Strategy)，強化與銀行通路之間的關係，並同時以「Intel 

Inside」為師，如圖6-3所示採取以下游向上游的拉引策略(Pulling Strategy)，即設

法建立在客戶心目中不可抹滅的品牌印象，讓銀行通路不得不賣該公司的基金。 

 

另外，亦需補強其它的行銷能力以平衡通路發展，包括直銷能力、網路行銷

能力、建立保險與證券等新的通路合夥關係。透過不同管道的通路，可接觸到不

同屬性的客戶，更可強化公司的客戶基礎。 

 
 
 
 
 

 
 

圖6-3：通路策略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資源面 
n 運用充沛資源、贏得客戶口碑 
雖然各家基金業者背後的集團都是國內外首區一指的，但要能爭取到集團充

沛的資源仍是需花費心力的。建議由中、高階主管擔任對於集團爭取資源的負責

人，運用豐富的經驗與強力的職權，更能極力爭取到更多來自集團的資源與協

助，並轉化為對投資人的專業服務與長期穩定的投資績效。進一步嬴得客戶信賴

與口碑，才能提昇公司形象及知名度。 

 
n 產品質量並重、解決客戶焦慮 
積極引進集團優質的產品線或以策略聯盟的方式爭取具創新與獨特性的產

品。包含不同產業別，如醫療、黃金、能源等基金；及創新性、國外流行的金融

資產證券化等基金（如汽車房貸、房地產等證券化基金）；或是具特色的能源替

代、水資源、抗通膨概念商品等各類型基金；亦或是解決投資者焦慮的「人生階

段基金」，以提供結婚、購屋、子女教育、退休等不同人生階段目標的資金需求。 

    此外，境外基金作為投資組合不但可分散風險亦具有節稅、避稅的優點，常
常是高所得客戶作為投資時的考量點，建議業者所代理基金的註冊地可選擇盧森

堡、百慕達、開曼群島等租稅天堂，為客戶解決稅負上的困擾。 

 
 

拉引策略 

拉引策略 壓擠策略 

業者 

銀行通路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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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值面 
n 用心呵護投資人的每一分錢 
承諾提供投資人安心、穩健、信賴的認同感，並轉化為公司的信念、價值。

建議業者為維護自家商譽和品牌形象，代理的境外基金需具有一定知名度或績效

卓越，才能吸引投資人青睞，並與自身形象相輔相成。而且成立愈久的基金公司，

知名度與市場的評價內容易查到，投資人購買其代理的基金也較放心。 
此外，經問卷調查發現，公司知名度與形象是購買決策考量主要因素之一，

而目前市場上前幾大基金公司尚未建立起各自獨特而明確的品牌形象，因此，如

能趁現在搶得先機，找出公司獨特之處，藉由有效的傳播管道廣而告之，在消費

者心目中先建立起鮮明的形象，對於未來基金產品的銷售必能有極大的助益。 

 
4. 流程面 
n 每個投資流程、環節都作好客戶關係管理 
承諾提供以客為尊，值得信賴的專業服務，讓每位投資人在基金申購前、過

程、贖回後都能快樂、滿意。 

 
 
 
 
 
 

顧客抱怨是創造最佳滿意的機會，抱怨處理成功與否是加速客戶對您忠誠度

與信賴度的關鍵。基金行業只要遇到市場行情反轉，客戶就會常打來抱怨，此時

客服人員一定要先處理顧客的情緒、認真傾聽、以同理心相待。其次才是辨別、

歸納顧客抱怨的原因是對產品績效不滿或是對投資建議等服務內容不滿，亦或是

出於顧客自己的原因。 
接下來則是必需提出相關解決方案（如手續費折扣優惠、精美小贈品等），

盡全力讓顧客滿意。畢竟獲取一位新顧客的成本是舊顧客再光顧的數倍，而一個

不滿意的顧客卻會將不愉快的經驗告訴眾多的親朋好友，因此如何避免顧客抱怨

並創造最佳滿度，是基金服務業最需學習的課題。 

    在深耕現有客戶部份，需深刻體認 80/20法則的重要性，80%的收入很可能
是由 20%的現有客戶所創造的。因此建議推行客戶生日禮專案、老顧客回娘家專
案等以提昇客戶忠誠度，並作好交叉行銷（Cross Selling）。另外，亦可設計推薦
方案，獎勵現有客戶推薦親友投資，運用口碑行銷的力量有效開拓市場。 
建議每季隨著投資對帳單可夾寄客戶問券調查表，並以贈品作為填寫的誘

因，不但可做為公司服務的改善方向與稽核標準，更可作為新產品引進時市場接

受度與需求預測的指標。投資對帳單可充份運用置放優惠訊息，對於信封、信紙

也需注意到相關設計，讓每個小細節都作到最好，自然能逐步取得客戶的信任。 

投資基金前 投資基金的過程 贖回基金後 

n 提供完善的商品資訊 

n 專業、即時的市場分析 

n 客製化的投資建議 

n 邀請參與投資說明會 

n 申購流程的便利性 

n 客戶投資組合狀況 

n 持續性的投資建議 

n 深耕現有的客戶 

n 辨明贖回基金的理由 

n 了解獲利與損失情況 

n 建議內容的準確性 

n 抱怨處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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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建議業者建置完善的資訊系統，包括基金事務系統、電子商務系統、顧客

關係管理系統與知識管理系統等。透過不同的系統功能，協助提昇工作效率、開

拓新市場客戶、作好顧客關係管理，以提供更高水準、更快速、更便利的服務，

設法讓客戶購買經驗中得到最大的滿足。 

業者更需善用電腦電話整合 CTI（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的技術，
將電腦、語音、傳真、通信、網路及資料庫等技術作整合運用與服務。除了可以

做自動話務分配、自動語音查詢、電話交易等電話業務，同時也整合了工作流程、

傳真、電子郵件等工具，最重要的是其能與資料庫充份結合，使得所有與顧客關

係管理相關的資料，皆能被完整地加以收集、累積、分析與應用。在知識管理系

統導入方面，則需致力於將個人知識不斷地複製、傳播、累積及創新，並促使組

織行銷活動能夠持續不斷地創新、超越競爭者，發揮企業的真正競爭力。 
在顧客關係管理上，需作好顧客個人狀況建檔，包括投資損益、投資屬性、

偏好的行銷方式等。透過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資料市集（Data Mart）

以及資料採礦（Data Mining）的方式，進一步了解客戶，藉由收集客戶資料、分

析資料、根據分析結果形成策略，同時根據策略採取行動。透過這樣的一個循環

系統，客戶不論是經由業務人員、客服中心、網路、傳真等管道，每一次互動就

加深對客戶的了解，不但提昇服務品質，同時也增加客戶的退出障礙。 

 

5. 關係面 
n 致力強化關係、開創多贏局面 

問卷調查顯示受訪者資訊尋求來源呈現較為分散狀況，因此爭取媒體曝光

機會、取得市場發言權是相當重要的。建議成立專業的「媒體」服務人員，不斷

地提供投資理財的新知識、新觀念給媒體從業人員，並提供喜愛的贈品作為誘因

以吸引參加記者會（如：下午茶招待券、百貨公司禮券等），不但可強化與媒體

的深厚的關係，透過密集的媒體曝光亦可逐步建立在客戶心中不可抹滅的品牌忠

誠度。 

另外，建議從事公益活動以提昇品牌形象與公共關係，如贊助基金會、慈善

團體等非營利機構，並在假日時舉辦聯合義賣會等。亦可與學校的投資性社團互

動，舉辦基金投資組合競賽、百萬圓夢計劃等。此外，走入社區舉辦基金教育學

院，或以異業結盟的方式，與書店、出版商、唱片業等跨產業業者合作，提倡正

確的投資理財觀念及生活方式，不但可接觸到潛在客戶更可同時提昇品牌形象、

作好公共關係，開創互助合作的多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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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主管機關的建議 

1.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受訪業者建議，主管機關應以開放、積極的作為取代謹慎、保守的態度，包

含產品限制與產品審核程序方面，尤其對於基金投資港澳H股、紅籌股、衍生性

金融商品比例限制應該進一步放寬，才能達到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時代潮流。此

外，太著重於行銷廣告面的規範，應朝如何提供投資人更好的服務、產品方向來

輔助業者的營運。 

 

2. 確保投資大眾的權益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金融業的主管機關，必需隨時注意投信、投

顧、證券、銀行、保險等總代理機構及銷售機構的經營情況，防範違規或利益輸

送的行為，以確保投資大眾的權益。 

 

三、 對投資人的建議 

1. 勤做功課以免迷失在基金叢林裡 

受訪業者表示，很多投資人對於境外基金仍然一知半解，其實買基金跟買股

票一樣，也是要勤做功課。在境外基金總代理開放後，可選擇的基金種類更多、

範圍更廣，建議投資人需培養三項專長：掌握景氣脈動（看景氣是處於谷底、復

甦還是擴張階段），並懂得如何挑選「好」的基金公司，以及「對」的基金，如

此才能避免迷失在基金叢林裡。 

 

2. 選擇適合自己的基金並且長期投資 

對境外基金的績效評估，除了報酬率的高低，還有潛在的風險，報酬和風險

如影相隨。因此，投資人需衡量自身的風險承受度，選擇適合自己的基金，切忌

短線進出、要停、看、聽，有原則、有策略、有攻有守才能夠在投資領域上成為

常勝軍。 

 

四、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1. 發展成熟時，再度深入研究 
由於本研究進行期間正值境外基金總代理制開放之初，若是經過一段期間，

業者將發展各自經營重點、特色後，再作行銷策略的分析，應有更大的研究空間。 

 
2. 提昇研究之廣度與深度 
問卷調查範圍可擴大至理財專員，並可深入探討投資人對境外基金的投資區

域、投資標的等因素的考量順序，如能更進一步了解理財專員與投資人對各變數

的權數考量，將有助於業者適當地規劃產品組合。此外，投資人對於基金績效的

滿意度方面，即使同一基金，不同投資人於不同期間申購，也會有不同的滿意度，

因此可進一步了解公平性的構面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