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客生命週期之顧客

維繫：維持顧客關係

一場「顧客滿意」的革命，正俏俏地顛覆了產業的競爭法則，過去賣方市場時代，

不少企業享受獨佔或寡佔優勢，他們從來不把服務顧客放在心上，但顧客仍會接踵而

至，業務部有接不完的訂單。然而，在日益激烈的競局裡，加上這一波大環境的景氣

蕭條，坐等生意上門的好時光，只怕已成昨日黃花。顧客滿意是企業在商場上競爭的

唯一選擇，您不僅應體認這樣的理念，更應落實客滿意的精義，培養出一群真正為你

搖旗吶喊的「忠實顧客」。

5-1 讓顧客關係更有利可圖

Reichheld & Sasser（1990）指出，和顧客維持的關係越久（忠誠顧客），則顧客

會帶來更多的利潤（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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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顧客關係維持越久，顧客會帶來越多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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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誠顧客在不在

顧客關係管理是近幾年相當流行的議題，企業只要採用此種系統，似乎就能無堅不

摧，尤其，資訊管理部門的人員，更會在此部分，擔當重任。管理學界有時會把舊瓶裝

新酒，舊觀念換上一個新名詞，就又引起一陣風騷，例如：王永慶早年賣米時，他會先

了解用戶的大大小小吃飯人數，據此推估每次叫米量可食用時間，當用戶米快吃光時，

王永慶就會及時先送米上門。這種經營作法，不就是顧客關係管理強調要把顧客資料建

立檔案，並且分門別類整理運用，與顧客建立長久關係的理念，不謀而合嗎？

實務上，業界經常會討論到老顧客與新顧客，業績的穩定需要老顧客的持續再購

買，業績的成長要靠新顧客的不斷增加。而所謂老顧客，從忠誠度的觀點上，就是他

的忠誠度高。但是這種持續往來的老顧客是否存在呢？

當市場已呈現競爭廠商眾多，提供的商品愈來愈五花八門，汰舊速度日新月異的

狀況下，忠誠的顧客已經愈來愈少。大部份的顧客，可能會選擇兩、三家的供應廠商，

做為交易對象。而在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特性上，或許今天因為你價格低，我跟你買；

但是明天我有錢了，另外一家企業離辦公室較近，雖然價格稍高，但是比較方便，我

就琵琶別抱了。

以康師傅速食麵的反攻台灣為例，當報章披露康師傅要以「高價位麵的麵量、中

價位麵的內容物、低價位麵的同等價位」回銷台灣時，不僅台灣速食麵業者嚴陣以待，

通路業者更有集體希望康師傅定價不要過低，以免降低獲利空間的傳聞，正式上市，

一包 16 元的「賞味價」，更是震撼，馬上令龍頭老大統一企業打出長期八折的因應

策略。

換言之，除了競爭對手的各項競爭手法，會帶來忠誠顧客的流失，在時間的構面上，

由於消費者個人因素的改變，雖然，企業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並無變化，卻也會有顧客

轉移的情形。以往的競爭觀念，對於企業經營者的教育，都是鼓勵要注意同業的動態，

了解競爭者的一舉一動，以適切因應。但若導入今日消費者多變的個性變數，廠商對於

顧客的維持之道，除了規劃顧客上門的吸引因素之外，企業更需要針對消費者的變化個

性，加以掌握。所以，企業固然要重視老顧客的維持，但是新舊一起打破，重新和泥，

重新再做，將所有顧客都視為新顧客爭取和重規，未嘗不是一新的思考方向。

二、顧客關係的演進

企業與顧客關係的演進，主要可分為三大層次：財務層次、社會層次、結構層次。 

1. 財務誘因關係(Financial Incentives)：針對那些已建立忠誠度經常回公司購買的

顧客給予折扣(discounts)、商品升級(product upgrades)或某些獎勵(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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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聯繫關係(Social Bonding)：又稱為友誼關係(friendly companionship)。係藉

由增進買賣雙方的信任、個人觀點連結、相互認可、人與人間的互動接觸、情感

交流，以增加顧客對企業的忠誠度。

3. 結構互動關係(Structural-interactions)：強調量身訂做解決顧客問題。係藉由系

統性的大量個人化量身訂做，栽培與模擬人工智慧持續與顧客互動，以增加顧客

對企業的忠誠度。

三、顧客維持之道

既然顧客可能在今天跟廠商交易之後，下次又會找其他廠商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

務，那是否企業就無需注意所謂老顧客的維持與維繫，全力貫注於新顧客開發即可?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經由適當的企業策略和行銷技巧，企業仍可抓住不少的老顧客，

構成每個月業績的穩定來源。

顧客維持之道，首先要認清企業提供的核心效益(Core Benefit)為何？企業關心的應

是消費者所獲得「效益」，而不是單純的「有形商品和無形服務」。因此，7-ELEVEN
販賣的是其廣告上所言的「您方便的好鄰居」，帶給消費者的是「地點和時間便利」得

效益；捷運公司為乘客提供的核心效益是「安全、快速」，如果沒有做到快速安全將乘

客送達目的地，乘客在沒有辦法取得想要的核心效益，下次就會選擇其他交通工具。

因此，企業經營者在構思銷售產品之前，不妨先花時間探討公司所要提供：是給

顧客的一個洞或式樣花俏、功能萬種的鑽孔機？而這些也正是您的顧客所想獲得的核

心效益！

四、改造接觸顧客的技巧

1. 利用新科技支援的通路來與顧客互動：例如電子商務或行動商務。

2. 利用量身訂做與個人化科技，將深度的顧客洞察力轉化為更有意義、會語式的互

動。此時，必須採取三大重要行動：❶要在正確時間擁有正確內容，並且提供正

確選擇、建議與溝通方式。❷與消費者共同建立企業網站。❸盡可能結合量身訂

做與個人化來強化每項做法的效果。

3. 重新編制第一線客服人員並增加士氣：如果人力使用不彰，就算擁有全世界最先

進的科技也沒有用。因此企業必須要徹底改造與顧客互動方式，將人的因素納入

CRM 功能中。而改造第一線客服人員的第一項要素，是了解企業希望客服人員所

展現的特定行為是什麼。第二項要素，是找出客服人員改造後，會讓企業財務有

多少進步空間。第三項要素，是評估目前客服人員的表現狀況，以了解當要改造

人員效率時，要從哪個方面著手。最後一項要素，是企業應建立一套最適當的訓

練與改造系統，以增加人員表現。

4. 強化與通路夥伴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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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維繫顧客的實務作法

對於維繫顧客的方法，實務上可朝下列方向努力：

1. 服務態度親切和善：在服務業的經營上，服務人員的態度是最難要求：也是最難

控制的。例如：公司要求所有服務人員都要和靄可親，但是此種態度到底要如何

要求呢？是不是每人微笑張口露出牙齒就算和靄呢？因此，服務態度廣義而言，

除了服務人員的當場態度之外，也包含了服務熱忱。當在服務接觸點上，服務人

員都能笑臉迎人親切服務客人時，恭喜貴公司已踏出讓顧客再次上門的第一步。

2. 服務時間長：在工商社會大部份的公司行號，都是朝九晚五的固定上班時間，但

有些顧客要求服務，卻是在晚上或假日。此時，如果能額外加班提供服務，施予

及時雨，這種方式更能讓顧客永銘在心。服務時間的延長，可從銀行以前下午三

點半就將鐵捲門拉下，現在卻可延長到五點之後，看出端倪。當您要留住顧客，

就要順應顧客的需要，調整公司的服務規範和方式，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以客為尊。 

3. 服務等待短：「時間就是金錢」，服務速度更是重要。大部份的消費者都會遭遇

等待服務情形，不耐久候，時間寶貴的消費者，就會想有向其他同類產品、服務

供應商購買的衝動，真的找到不用等待的企業，消費者就會迅速投懷送抱。所以

在醫院的候診地點，放上書報雜誌、播放影片，是常見轉移等待患者的焦慮心情

方式；甚至在小兒科診所，擺上大型水族箱、養些小動物、設置小型遊樂設施，

也是為了要消除小朋友等待的無聊。既然消費者都期待儘快接收到您企業的服

務，易地而處，如果某公司的服務速度，都在您等待容忍度之內，你會不繼續與

他維持交易關係呢？

4. 提供額外服務：提供令顧客滿意的核心效益或服務，可能是吸引顧客上門，並且

不斷交易的主要因素：不過，若能加上額外服務，相信更能使顧客忠誠關係牢不

可破。所謂額外服務，就是本公司經營項目之外，公司提供給顧客的服務，而這

項服務通常是免費的。這可分為本業額外服務和非本業額外服務兩種。

(1) 本業額外服務：企業可以本身經營的專業知識，提供給顧客其他服務，以加

強雙方關係。例如：經營會計師業務的業者，可再為顧客的避稅措施，提供

諮詢服務；從事電腦軟體設計的業者，也可對顧客的電腦硬體設備採購，提

出購買品牌功能評估建議；電腦經銷商維修人員，在維修顧客桌上型電腦之

餘，對於顧客使用非其銷售的筆記型電腦，也一併進行簡易處理，不收取額

外費用，這都是額外服務。

(2) 非本業額外服務：此項服務則係與本業無其他明顯相關，但業者員工以其本

身專業素養、時間、經驗所提供之額外服務。例如：會計師在查帳之餘，為

企業顧客的經營管理，附帶提出經營意見；跨國大型律師事務所，可為顧客

的國外理財，提供各項國外專業理財機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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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造朋友關係：一句順口溜：「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意指企業

擁有良好的黨政或其他關係，經營企業就會比較順暢，得道多助；反之，沒有良

好關係的企業，在運作時遭遇的枝枝節節，就會無謂增多。對於顧客，同樣有關

係行銷之必要，傳統上以買賣關係為主軸，衍生出來的人際間非交易關係，而長

久持續的交易，在今日工商杜會仍有其存在地位和價值。如何利用顧客重要的時

日、節慶(生日、結婚、子女金榜題名、生病住院)，表達企業關心顧客的一面，

是非交易關係切入的第一步。而在第一次交易完畢之後，經理人應可由購買頻率，

判斷顧客下一次購買的時點，在此及時間內，要能有效營建出人際關係以鞏固下

次再購機率。長期關注顧客，除了將服務的時間點無限拉長之外，最重要是要以

拜訪次數取勝：使顧客感到服務誠意、解決商品使用上不純熟問題、所購買產品

早日運行正常、顧客學習到更多的使用相關常識、降低顧客不滿意機率，可說好

處多多。「以關係為導向，不在價格上訴求」，是企業進行顧客關係管理，可思

考之最重要策略方向。「顧客需要開發，更需要維持」，正如軍事作戰，前線尖

兵部隊，衝鋒陷陣，開疆闢土，但後續也要有人固守陣地，確保戰果；商場如戰

場，顧客維持擱再來，亦可做如是觀。

六、買賣雙方共創價值 － 報酬與風險分享

買方與賣方在決策制定上相互依存，雖然在交易中創造了一些價值，但如果彼此

能夠找出共同合作的有效方法，他們所創造的價值會更高。買賣雙方可以藉由多種不

同的方式來改變遊戲規則，這牽涉到某一種買賣關係上權責的轉移，或是報酬與分享

時機的改變，藉此當其中一方因為成本控管而獲益的時候，也可以確保另一方可以得

到一定的報酬。以市場為基礎的報酬分享模式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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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以市場為基礎的報酬分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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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會話式溝通與顧客聯繫 

一、會話問題 
核心行銷流程已從大眾傳播時代的目標行銷(Target Marketing)轉向會話式行銷

(Converational Marketing)。但是，許多企業尚未準備好接受會話式行銷的改變。他們

面臨三項重要議題： 

1. 會創造哪一種會話方式與顧客互動，才能支援真正顧客會話的進行。 

2. 要如何選擇與執行符合顧客需求的會話形式，並且選擇具有成本效率的新科技。 

3. 企業內部要由誰來參與顧客會話，這些參與者又要以何種方式來加入會話？ 

許多企業以為他們採行的是會話方式，實際上，他們只會在兩個時點與顧客進行

對話－購買時與提供售後服務時。事實上，有價值的會話需要先有許多看起來沒有重

點的小型對話才會產生。因此，在商業環境中，企業必須要有能力與耐心與顧客談論

和產品無關的議題，並且以自然的態度來進行。這代表「讓顧客用自己的方式、根據

自己的時間進度，來進入銷售流程」－顧客了解優惠方案、考慮所有選擇、並決定所

好之際，帶領顧客進入這個流程。 

每個人都需要與他人聯繫，但又想要獨立和隱私。成功的會話者能採行與他人相

容的會話方式，在這些予盾中取得平衡。會話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形式不符。 

二、利用會話中的顧客回饋 
值得注意的是，顧客對於每日都要購買的必須品，其介入程度相當低。但是如果

企業仍舊花費上百萬元，企圖和介入程度低的顧客進行深度會話；尤其是在「.com」

時代，普遍以為線上顧客會常常回來到同一個網站討論像牙膏這類介入程度相當低的

產品，如果對這項假設深信不疑，那麼所有努力都一定會徒勞無功。 

三、進行討論 
有效的行銷會話不僅要納入買方，還要將所有會影響買方決定的人都要涵蓋其

中，例如顧客、最終使用者、媒體、守門人、以及競爭同業(他們也是正嘗試與您們的

顧客進行會話的人)。 

四、改造與教育員工 
又是那一句老話：「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滿意的顧客」。員工的表現對於會話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只要有一位員工與某位顧客互動出了問題，就足以讓企業登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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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顧客保留策略 
1. 歡迎策略(welcome)：例如，意外驚奇(delightful surprise)、買貴退價差、以及降

低顧客購買前後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等。 

2. 可靠性(reliability)：係可預期的顧客服務品質。例如，不同的 7-11 都傳達出相同

的顧客服務品質。 

3. 回應性(responsiveness)：回應性隱含企業實質上關心顧客的需求與感覺。例如，

企業訓練第一線接觸顧客的員工，關心顧客的需求與顧客的感覺。 

4. 肯定(recognition)：認同顧客的觀點或行為。 

5. 個人化(personalization)：依其所需提供產品與服務，甚至量身訂做。 

二、顧客流失的原因 
1. 顧客喜新厭舊(Novelty Seeking)：消費者本身習性的問題，有些消費者具有喜新

厭舊的觀念，不是企業的顧客服務或顧客關係不夠好，而只是消費者相要求新求

變而已。 

2. 顧客不滿意(Dissatisfaction)：實際效益低於消費者心理預期。 

3. 競爭對手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競爭對手提供給顧客更好的顧客利益

或顧客價值。 

4. 觀點衝突(Conflict)：顧客的觀點與企業的觀點有所不一致，而此不一致大於顧客

知覺的利益時。 

5. 失去信任(Loss of trust)：買賣雙方因某種原因相互失去信任時。 

6. 不再需求(Cease to need)：顧客對該產品或解決方案不在需求時。 

三、挽回顧客 
研究顯示，典型的企業一年大約會流失 20%~40%的顧客，企業對此應多關心。挽

回顧客是指企業努力新重活化具有價值卻已流失的顧客。經驗顯示，一家企業若能多

留下 5%的顧客，就可以提升 85%獲利。要想挽回顧客企業要多想想如何回應如圖 5-12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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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顧客 

CRM 系統回應的問題與資訊 

--(Who)誰將會離開？ 

--(What)具有什麼終生價值？  

--(Why)為何要離開？ 

--(How)要如何重新接觸／重新聯絡？ 

--(How Much)要重新活化此顧客，要多花多少錢？ 

願意回頭的顧客 
--感謝您的信任與重新來往 

在重新活化後 

不願回頭的顧客 
--感謝您過去的支持與愛護 

 

圖 5-12  挽回顧客的思維 
資料來源：修改自 William, Raymond, & Faye (2003) 

5-9 再次強調：CRM 就是溝通 

一、溝通(Communication) 
影響 CRM 所有階段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溝通」(Communication)。前面我們

提到 CRM 的本質不是資訊科技，而是一種企業與顧客不斷地溝通與互動的過程。以溝

通的角度來看，CRM 的實踐步驟，就是❶透過溝通，形成顧客關係，❷透過顧客關

係深化，形成顧客忠誠度，❸透過顧客忠誠度深化，形成顧客價值，❹進一步深化顧

客價值，形成顧客終生價值最大化。如圖 5-13 所示。 

 
溝通→顧客關係形成 

顧客關係深化→顧客忠誠度形成 

顧客忠誠度深化→顧客價值最大化 

顧客價值最大化深化→顧客終生價值最大化 
 

圖 5-13  以溝通的角度來看 CRM 的實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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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的目的是顧客價值最大化，但是若不知道如何衡量顧客價值，也就無法把它

最大化。從顧客佔有率的角度來看，顧客關係管理的任務：顧客價值最大化，也就是

要把衡量顧客佔有率的「顧客終生價值」(Customer Life Time Value, CLTV)最大化。 

所謂顧客終生價值(CLTV)是指，顧客在其一生中將會為企業貢獻多少利潤的意

思，也就是把顧客佔有率長期擴展開來的想法。顧客價值的最大化，就是要從每位顧

客身上獲得最大限度的終生佔有率。 

二、溝通的構成要素 
「溝通」是指各種方法資訊、觀念、知覺、態度等傳達他們，以達成共同理解的

活動。如圖 5-14 所示，一般而言，溝通的構成要素主要有七：訊息來源、解碼、訊息、

訊息接收者、編碼、回饋、溝通通路。 

 

溝通效果

回饋 

訊息來源 編碼 溝通通路 解碼 訊息接受者 

訊
息

訊
息

訊
息

訊
息

 

圖 5-14  溝通要素與溝通過程 

三、為實現顧客關係管理的溝通戰略 
所謂 CRM 的基本溝通戰略，包括以下步驟，使其滿足顧客需求： 

1. Why：企業為了什麼樣的目的？ 

2. Who：企業鎖定何種顧客為目標？ 

3. What：以怎樣的企業訴求滿足怎樣的顧客需求？ 

4. How：企業利用怎樣的手法？ 

5. When：在什麼樣的時候、什麼樣的時機？ 

6. How Much：企業預計投下多少成本？ 

四、多重顧客溝通管道 
網路流傳一句話：「忠誠與背離，只有滑鼠一按之隔。」當顧客在企業網站上瀏覽，

如果無法找到滿意的或想要的產品，只要一按滑鼠，整個商機可能就落在競爭者的手

中。這也代表顧客關係管理溝通管道的規劃是否完善，對於商業活動有著重大影響。 

因此當企業努力開拓不同的顧客溝通管道的同時，所要面對技術上的挑戰也就會

顯著增加。如果企業無法在每個溝通管道都提供相同水準的服務，那麼顧客只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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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企業表現最差的那一部份，而這也是對企業傷害最大的一部份，因為他們往往因

此而離開。為此企業應有效管理每一位顧客溝通管道與接觸點，如果不能有效管理，

那麼多一位顧客溝通管道或接觸點，對企業而言，不一定是正向的效益，也可能是負

向的風險。因為顧客只看到您服務水準最差的那一個溝通管道或接觸點，企業整體顧

客關係管理水準會因此而下降。 

常見的溝通工具如下圖 10-15 所示： 

 

建立品牌形象的溝通工具 建立品牌經驗的溝通工具 

電視廣告 

報紙廣告 

雜誌廣告 

廣播廣告 

海報、PR 

品牌 LOGO 

產品包裝 

網站 

展示會 

公開活動 

參加型 SO 

抽樣、DH 

店面 SP 

品牌 

橫幅廣告 

商品 

店面內裝潢、設計

業務人員 

客服中心 

網站服務台 

員工、工作人員 

服務台 

 
圖 5-15  多重溝通工具 

 

5-10 模擬測驗 

（ ）1. 影響 CRM 所有階段中最重要的要素為何？ 

A.忠誠 B.溝通 C.服務 D.銷售 

（ ）2. 常見的廣告 DM、商品目錄、各大百貨公司戰報，可視為「顧客維繫信函」

中的哪一類？ 

A.與顧客聯絡信函 B.成交感謝信函 C.問候信函 D.邀請信函 

（ ）3. 關於「顧客流失的本質」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顧客流失、顧客保留、顧客忠誠度常是同義詞 

B.最少的顧客流失往往意味著最高的顧客忠誠度 

C.衡量顧客忠誠度的指標為顧客保留率 

D.顧客流失分析並非顧客關係管理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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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顧客保留策略」不包含下列何者？ 

A.個人化 B.價值性 C.可靠性 D.回應性 

（ ）5. 一般而言，溝通的構成要素主要有七，但不包括下列何者？ 

A.解碼 B.訊息 C.主編 D.訊息接收者 

（ ）6. 何謂「Customer Life Time Value」？ 

A.顧客生命週期 B.顧客終生價值 C.顧客期望價值 D.顧客經驗價值 

（ ）7. 何謂「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夥伴關係管理 B.顧客關係管理 C.客服關係管理 D.夥伴經驗管理 

（ ）8. 下列哪些是顧客流失的原因？[複選] 

A.顧客喜新厭舊 B.顧客不滿意 C.不再需求 D.失去信任 

（ ）9. 下列哪些是常見的多重顧客溝通管道？[複選] 

A.網站 B.客服中心 C.展示會 D.業務人員 

（ ）10. 下列哪些是改造接觸顧客的技巧？[複選] 

A.利用新科技支援的通路來與顧客互動。 

B.利用量身訂做與個人化科技，將深度的顧客洞察力轉化為更有意義、 
會語式的互動。 

C.重新編制第一線客服人員並增加士氣。 

D.強化與通路夥伴的關係。 

 
題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A D B C B A ABCD ABCD ABCD 

 

 

 

 



顧客關係管理之

行銷管理

 

 

 

 

 

 

 

 

 

 

在尋求改善顧客關係管理中之銷售與服務的同時，許多企業忽略了顧客關係管理

鏈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結：行銷。事實上，將「行銷」排除在顧客關係管理之外，常會

限制企業從顧客關係管理活動中獲至更大利益的能力。 

8-1 行銷趨勢的演變 

一、由產品導向行銷到顧客導向行銷  
過去我們往往把重點放在如何把產品銷售給顧客，對於顧客而言，提供給他們良

好品質的產品就足夠了，但是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中，顧客面對了眾多的產品提供

者，於是他們更在意自己的想法與意見是否被重視。  

網際網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溝通管道，透過無遠弗屆、24 小時全年無休的電腦網

路，可蒐集消費者的意見，做為產品發展的參考。網路上的「LG 夢想樹」活動就是一

個好例子，為瞭解在地顧客的意見，LG 透過活動蒐集顧客對未來家電的看法，網友可

栽種自己的夢想樹，五大類家電，每一個夢想都可得了一顆果實，不同類別有不同的

顏色，使整棵夢想樹更為繽紛。  

二、從在乎價格到重視價值 
如果產品只能以價格為差異化的題材，除非能找到降低成本的好方法，否則永遠

陷入薄利的泥沼。我們不能忽略消費者的購買能力，以往我們會認為「名牌」只是金

字塔頂端人士的專屬，但現在只要走在街頭，應該不難發現年輕女孩身上背的皮包，

手上拿的手機都是名牌商品，因為對他們而言，價格已不是太大的問題，為了產品所

帶來的價值，可以每天只吃陽春麵，或是辛苦的打工以換取心目中的理想產品，從價

格到價值，企業必須重新檢視目標對象的設定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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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則提供了蒐集與傳播資訊的良好場所，新品訊息，時尚風格，一指就可

以週遊列國，買不起新品嗎？沒問題，網路拍賣就可以解決開題。有舊貨難以處理嗎，

原本該進垃圾場的黑膠唱片以千元賣出，發霉的三明治因為出現聖母瑪利亞的神像，

而在拍賣市場以近萬元美元售出，在網路上，價格與認知之間的差距離，只能以「價

值」來說明了。  

三、從傳統通路到虛實整合的多元化通路 
行銷學理論中，為了創造效能及提升效率，製造商會將商品順著流通體系由上往

下流動，由製造商流向批發商，再由批發商流向零售商，最後再由零售商流向消費者，

在通路方面就有直接與間接通路、單一與多重，還有傳統行銷通路與垂直行銷系統的

不同。  

在網路時代中，通路更為多元化，虛實合一的銷售方式，為消費者帶來了便利，

也增加了購買意願，例如統一流通次集團投資博客來網路書店，在網路上買書，可選

擇在距離自己最近的 7-11 取貨付款，最後一哩(last mile)的戰爭是如此重要，誰最接近

消費者，就有可能對同一個消費者賣出更多的商品。而與消費者最沒有距離的網路，

就扮演著提供資訊，貨比三家不吃虧的最佳工具。  

四、從單方面推廣到雙方面與顧客共創價值 
過去所使用的推廣工具大多是單向式的，廣告、公關、促銷活動、直效行銷大多

以單向式的訊息溝通為主，雖可與顧客互動，但接觸成本過高，也難有長時間的觀察

與關心顧客所需。以前強調的「市場佔有率」是盡可能將產品賣給更多的顧客；但是

現在各行各業都重視「顧客荷包佔有率」，盡量增加每位顧客的消費額，讓他對你的

產品有忠誠度，使顧客的價值從單項產品轉化為終生消費力，也就是一般所稱的「顧

客終生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但要做到這點，就不得不借助數位科技的力

量了。 

若企業只重「市場佔有率」會面臨的問題： 

1. 市場佔有率常常得靠錢堆砌出來的。 

2. 市場佔有率不知道顧客的使用情形。 

3. 市場佔有率無法得知本身和對手之相對優劣勢。 

4. 從市場佔有率不知企業是否掌握「正確」的顧客。 

5. 市場佔有率也許提高，但卻看不到整體市場卻縮小。 

6. 從市場佔有率企業不知道多少顧客不滿意；多少顧客已經流失。 

7. 市場佔有率是落後指標，無法判定企業與顧客的關係是否歷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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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永遠是最重要的，以顧客的終生價值來看，企業是否能提供個人化服務，是

讓顧客產生忠誠度的原因之一。讓顧客自助，更可以運用在行銷活動策略中，顧客因

為自助而產生的影響層面，計有下列三種層次：  

1. 顧客自助：清楚地人機介面，使顧客可以自由地使用服務，顧客可自己決定需要

何種規格的產品。 

2. 顧客自動幫助其他顧客：許多社群網站，推出同學會或社群單元，由具有忠誠度

的網友擔任站長或社長，回答問題或組織同種喜好的團體，進而形成一種對企業

有幫助的次文化，就是其中一例。 

3. 顧客成為宣傳者：忠誠顧客不但自己參與，還邀請朋友加入，藉由口耳相傳，

拉進更多的顧客，是一種關係的自然強化功能，這樣藉由次文化團體的傳遞，

自然也少了行銷色彩，顧客也容易卸下消費武裝。此時，適當的獎勵與回饋，

是必要的。 

五、以數位科技創造新價值曲線 
掌握顧客行為，與顧客共創價值，自然產生良好的互動，就像多年好友或不會變

心的親蜜愛人一樣，鞏固彼此信任與持續的關懷，那麼關係就會凌駕於品牌忠誠之上。

企業與顧客的多元互動可以顧客價值摩天輪來說明，這些要素就如同坐摩天輪一樣，

有時在頂端，有時會下降，這是一個輪轉循環的概念，各要素均不可或缺。  

網際網路可助企業一臂之力，打破產業既有成規，改變遊戲規則，以創造新的行銷

空間，使產業競爭變得與自己無關，只要支力點得當，一隻手指也可能把地球舉起來。 

企業可先檢視自己的核心資源與能力，避免產生類似人力資源管理的「彼得現象」

(由於能力及時間限制，無法勝任工作)，或過度陷在「黃金牢籠」(固守自己原本的專

業)，以更開放的視野，抓住顧客，迎接二十一世紀網路與通訊的挑戰。 

8-2 從傳統行銷轉型顧客關係行銷 

一、顧客關係管理的行銷思維 
當企業的行銷手段已經從以往的「大眾行銷」、「目標行銷」、「顧客行銷」，

走到現在的「一對一行銷」概念時(參見圖 8-1 所示)，也就代表著行銷已經從單純以交

易為主的屬性，走向互動性、即時性、預測導向屬性的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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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行銷  目標行銷  顧客行銷  一對一行銷  

 

圖 8-1  行銷思維的演進 

顧客關係管理這個新名詞的意涵，是行銷理念趨勢演化而來的企業與顧客間的新

關係管理。因為現在企業對顧客的獲取、維繫已不單純只是行銷活動，而是所有與顧

客有關的活動的管理。 

若將各行銷理論具體化應用於企業對顧客關係的管理中，則有以下重點： 

1. 目標對象：隨著對公共關係的重視與關係導向的行銷趨勢，企業所欲傳播與建立

關係的目標對象，不再侷限於現有及潛在的顧客，應包含對企業有所影響的利益

關係人。而其中，對企業有價值的顧客更應該是企業必需投注心力的目標對象。 

2. 傳播接觸的管道：企業所面對的目標對象是多元的，其溝通慣用與接收訊息的管

道各有差異，因此企業必需整合所能運用的管道，透過這些多樣的管道將訊息傳

遞給潛在顧客、顧客與企業利益關係人，並作為與之互動的介面。 

3. 溝通方式：雙向的溝通是企業了解目標對象的最佳溝通方式，要達到良好暢通的

溝通，企業應設立一專職的單位，負責與目標對象進行互動，作為與目標對象建

立關係的前線，並將互動過程記錄，做為未來後續往來的依據。 

4. 資料庫運用與資料分析：不論是企業一致性訊息的傳播、企業與目標對象關係的

維持與增進、或是提升其對企業的價值貢獻，都需要將以往互動而留存的資料，

進一步轉化為了解目標對象需求的資訊，才能針對目標對象提供適切的訊息、產

品、服務。 

5. 經驗的蓄積：由外而內－由顧客而企業的行銷觀點，強調的是由外部顧客需求，

檢視內部企業行銷與產品，經由顧客的回應進行調整修正，是一個互動回饋的循

環流程。在這個流程中，以往與顧客互動的經驗是企業調整修正的基礎，企業從

中學習如何滿足顧客需求。因此過去的經驗是一種企業知識資產，除了與顧客建

立學習關係外，如何累積保存這些學習得來的經驗，並將之轉化為企業資產的一

部份，可供有效利用，是一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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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顧客關係的行銷思維改變 
行銷溝通的本質正面臨重大的改變。過去常使用的大眾媒體工具，媒體效果面臨

稀釋，而且溝通訊息經常強調產品與價格，很少關心顧客需求的差異。網際網路科技

與顧客關係管理思維交叉影響下，傳統行銷思維已經不太管用了，新的顧客關係行銷

思維有七大基礎： 

1. 以「動態雙向行銷」取代傳統的「靜態單向行銷」。 

2. 以「開創藍海市場」取代「搶食紅海市場」。 

3. 以「建立顧客關係」取代「產品促銷」。 

4. 以「行銷的質」取代「行銷的量」。 

5. 強調「保留現有顧客」取代「開發新顧客」。 

6. 強調「顧客價值」取代「價格」。 

7. 強調「長期終生價值」取代「短期交易利益」。 

三、新顧客關係的行銷目標設定與行銷策略 
在 CRM 的思維影響下，當企業在定義行銷活動時，行銷人員應先思考下列問題： 

1. 您要鎖定的目標對象是誰？(亦即誰是目標顧客群)：理論上，企業可藉由顧客終

生價值(CLTV)與 RFM 分析，鎖定最具獲利率的顧客。 

2. 您應該鎖定何處？(亦即通路與接觸點為何？)：要記得思考多重通路策略，並促

使各接觸點的訊息一致。 

3. 您如何接觸顧客？(亦即溝通策略為何？)：注意，不同的顧客適合不同的媒體與

誘因(如忠誠度計劃、折價券、小禮物等)。 

4. 什麼時候是最佳時機？(亦即在何時您應該排定什麼活動？)。 

四、行銷 STP 是以顧客為基準點 
行銷策略的核心就是定位(positioning)策略。然而，這種定位並不是取決於企業對

自己的產品或市場的想法，而是取決於顧客對需求的想法。它不是取決於您嘴上對顧

客所說的話，而是取決於您實際上對顧客所做的事。從顧客的角度來看，「差異化」

不是與產品或服務有關，而是與您做生意的方式(經營模式)有關。在這個網際網路盛行

的年代，企業已經不再可能創造虛偽形象，因為「觀感」與「現實」之間的分野已經

越來越小了。 

在目前這個動態多變的市場中，企業要如何建立堅強的定位？傳統的定位策略之

所以不再適切，完全是由於未把「科技」和「顧客」的變化視為重要的考慮要素，更

嚴重地是，沒有把如何建立、維繫和強化顧客關係視為核心議題。傳統的定位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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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有一個靜態的，非人性化的顧客與市場－亦即一個產品、科技和顧客都變化緩

慢的市場。然而，在現今的動態市場中，企業需要的行銷定位模式是「動態定位」

(Dynamic Positioning)。 

「動態定位」(Dynamic Positioning)與傳統的定位大異其趣。在傳統的行銷定位

中，一家企業首先要決定定位在什麼地方。然後，企業會利用一句口號來扼要傳達這

個訊息。最後，它會透過廣告宣傳和各種促銷活動，把這句口號深植消費大眾腦中。

傳統行銷定位模式是以「操縱顧客的想法」為基礎，也就是利用一整套行銷花招，誘

使顧客意識到企業想要的定位。這種定位理論是以企業為中心，而非以顧客為中心。

它是靜態單向的，根本無法應付現今動態雙向的顧客需求。 

定位是逐漸發展出來的。與傳統定位不一樣的是，動態雙向定位是涉及許多層面

的過程，包括三個相互依賴和影響的階段：產品定位、市場定位和企業定位。如圖 8-2
所示： 

1. 在「產品定位」階段：企業必須決定產品要靠什麼滿足顧客，並與競爭對手競爭。 

2. 在「市場定位」階段：產品必須得到顧客的認同。 

3. 在「企業定位」階段：企業所定位的不是產品，而是企業本身。 

 

顧
客 

產品

定位

市場

定位
企業

定位

 

圖 8-2  行銷動態定位 
資料來源：修改自 雷齊斯•麥肯納 (1997) 

擬定行銷定位策略是一個包括三個步驟的過程： 

1. 瞭解企業內在環境：企業必須先對自己的願景(Vision)、使命(Mission)、目標

(Goal)、目的(Objective)、優勢、劣勢等有充分的瞭解。企業管理階層必須對企業

文化和企業目標有致的看法。如果企業管理階層各有不同的看法，企業絕對不可

能擬出一套完善的定位策略。 

2. 瞭解企業外在環境：企業必須對市場有充分的瞭解。這件事絕不像書上說的那麼

容易。大多數企業都會蒐集有關顧客行為的統計資料，然後根據這些市場資料制

定決策。這種只利用數字去瞭解市場，是企業管理碩士(MBA)最喜歡玩的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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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做法並未能真正抓住市場的真實現況。企業應學著從質

的角度出發去瞭解市場。 

3. 決定所要採用的定位策略：企業必須利用顧客資訊來決定定位策略。決定定位策

略，並沒有固定的公式可循。每一家企業都必須找尋自己的成功之路。 

五、行銷組合的思維改變：從 4P 到 4C 
隨著 CRM 思維的發展，企業對顧客的態度也跟著改變，過去企業的行銷策略多以

本身產品為主，重點擺在「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推

廣」(Promotion)，即俗稱的行銷組合 4P 上；但是，近來隨著人口結構與生活形態的改

變，使得企業對於顧客的行銷態度，也有了不同的發展趨勢，例如：時間變得越來越

寶貴，因此，節省時間的服務便受到歡迎。 

企業改變以往對待顧客的態度與方式，轉而朝向以消費者為主的行銷策略，也就

是將原本以「產品」為主角的 4P 行銷策略，換成以「顧客」為主角的 4C 行銷策略，

即顧客需求與慾望(Customer needs and wants)、成本(Cost)、溝通(Communication)、便

利(Convenient)，如圖 8-3 所示，進一步瞭解顧客想要或是需要什麼樣的產品？顧客願

意花多少錢消費？顧客欲消費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時，是否能夠方便得到？以及

企業與顧客之間的訊息流動與互動關係是否良善？使顧客在消費之後，仍會有再消費

的意願。 

產品是價值的創造 

價格是價值的表徵 

通路是價值的實現 

推廣是價值的傳遞 

顧客

顧客需求

產品 

成本 

價格 

溝通 

推廣 

便利 

通路 

企業

與慾望 

 

圖 8-3  行銷組合 4P 與 4C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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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顧客行銷方法論 
顧客行銷方法論是一套結構化的企業方法論，利用企業流程管制，加上企業內全

體員工注重顧客的方式，實現顧客目標價值，進而增加企業利潤，如圖 8-4 所示。在
此所指的顧客目標包括：顧客價值、顧客行為、顧客滿意度。 

 

顧客關注因素 

顧客價值 

顧客行為 

顧客滿意度  

企業獲利 

記錄顧客行銷資料 

實現顧客行銷構想 

分析顧客行銷資料

規劃顧客行銷作業 

 

圖 8-4  顧客行銷方法論 

七、行銷價值創造架構 
減少行銷流程中無附加價值的活動，可以降低企業行銷計畫與執行的成本，並提

昇企業行銷的能力。而行銷價值創造架構如圖 8-5所示： 

 

行銷革新

價值  

行銷投資

的效率  

行銷執行

的效率  

生產力提升

行銷成本

降低  

方案成功

率的提升

獲利率的

提升  

更多的生產力  

更多的行銷計畫  

．提昇合作  
．降低流程瓶頸  
．減少無附加價值之活動  

．降低重複的測試  
．精簡行銷流程  
．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提昇行銷速度  
．改善行銷訊息  
．提昇方案成功率  

．提昇行銷的一致性  
．提昇行銷決策和投資的效能

 

圖 8-5  行銷價值創造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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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科技冷漠族只有 1.5％，可以說，網路使用是科技生活的分水嶺，它需要設

備、技能等有使用門檻。 

2. 使用科技彰顯個性：台灣一年手機銷售 6 百萬支，當中有 1 百萬支屬於照相手機，

據電信公司的觀察，多數年輕消費者只是用來拍照，當作螢幕桌面等，主要心態

是把自己的力量擴大。  

3. 成人和青少年接觸科技的途徑不同：前者是透過行動電話、後者是網路，結果

相同。 

8-4 顧客生命週期行銷 

一、以行銷極大化顧客生命週期價值 
在顧客生命週期中，行銷人必須掌握顧客不同階段的溝通機會點，與顧客進行長

期的互動，建立長遠的顧客關係。在顧客生命週期過程中，企業運用從接觸(Reach) → 
獲取(Acquisition) → 轉換(Conversion) → 增加顧客價值(Extension) → 增加顧客忠誠度

(Retention)不同的行銷方式和手段，達成讓每階段顧客價值最大化之目標(如圖 8-7 所

示)。進而在顧客生命週期各階段搭配適合的行銷手法與策略，以達成各階段之任務。 

 

流失顧客

Win Back 
(贏回流失顧客) 

消費者 

1. Reach 
(接觸) 

目標顧客群 

2. Acquisition 
(獲取) 

忠誠顧客 顧客 潛在顧客 

3. Conversion 
(轉換) 

5. Retention 
(增加顧客忠誠度) 

4. Extension 
(增加顧客價值)

 

圖 8-7  顧客關係行銷六大階段 
資料來源：修改自 eMarketers’ Forum 第 32 期 

在過去「大眾行銷」的思維模式及單向溝通方式下，多數企業的行銷預算多花在

品牌經營上，以顧客生命週期的觀點來看，也就是在「接觸」(Reach)的方式較多著墨，

提高品牌知名度(Brand Awareness)後，對於實際的收益貢獻(Revenue Contribution)卻
難以衡量。而在數位行銷中，若以網站經營模式來說明，在顧客建立關係的過程可能

包括：吸引造訪、參與活動、成為會員、購買及重複購買等階段，逐步建立與顧客之

間的關係，其中較能為企業創造實質收益的部分雖然僅有購買及重複購買(如圖 8-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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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但以顧客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其他階段雖然尚未帶來實質收益，若建立起的關

係將有助於未來轉換成為有購買行為的顧客，也能為網站創造價值。 

 

訪客  

參與活動  

成為會員  

購買顧客  

重複購買

Reach 

獲取率  

獲取成本

轉換率  

轉換成本  
顧客終生價值

(Life Time Value)

收益貢獻度 

＋0

－ 

關係程度 

 

圖 8-8  顧客經營與顧客終生價值 
資料來源：修改自 eMarketers’ Forum 第 32 期 

二、顧客生命週期各階段目標與行銷手法 
顧客生命週期各階段目標與行銷手法，如下： 

1. 顧客生命週期第一階段：一般消費者階段 

2. 顧客生命週期第二階段：目標族群階段 

3. 顧客生命週期第三階段：潛在顧客階段 

4. 顧客生命週期第四階段：顧客階段 

5. 顧客生命週期第五階段：忠誠顧客階段 

6. 顧客生命週期第六階段：流失顧客階段 

 顧客生命週期第一階段：一般消費者階段 

行銷目標：鎖定目標族群，建立品牌形象。此階段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拓展品牌或

產品知名度，從廣大的消費者中鎖定目標族群， 透過各種媒體運用， 讓目標族群能接

收到品牌或產品所傳遞的訊息與形象，以及其所能帶來之「功能性利益(Functional 
Benefits)」。 

此階段常見的行銷手法： 

1. 媒體宣傳：一般行銷人員要擴大品牌知名度最快速的方式為購買電視、報紙、雜

誌、網路等廣告。行銷人員針對品牌定位、區隔市場，找出目標族群，並針對目

標族群特性，制定最有效益的媒體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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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顧客關係管理與一對一行銷 

一、一對一行銷 
如何成功地進行一對一行銷？是每一個行銷業者心中的疑問。Pepper 等人提出確

認顧客(Identify)、區隔顧客(Differentiate)、和顧客互動(Interact)與提供符合個別顧客

需求的產品或服務(Customize)等四個一對一行銷的關鍵步驟。圖 8-10 是執行一對一行

銷計劃說明。 

 確認顧客 
(Identify) 

區隔顧客 
(Differentiate) 

與顧客互動 
(Interact) 

客製化 
(Customize) 

 

圖 8-10  一對一行銷計劃步驟 
資料來源：Peppers Don, Martha Rogers and Bob Dorf  

一對一行銷計劃中各階段說明分別說明如下： 

1. 確認顧客(Identify)：這個階段所強調的基本重點在於一企業或網站應該具備指

認、或辨識顧客的能力，並且可以掌握顧客的基本資料。 

2. 區隔顧客(Differentiate)：企業或網站必須利用蒐集來的顧客資料進行顧客屬性、

偏好與貢獻度區隔，以便清楚地得知顧客的分群，以及是否需要針對不同的分群

提供不同的服務。 

3. 與顧客互動(Interact)：在達到確認及區隔顧客的階段後，企業或網站還必須能利

用網際網路及資訊科技，提供更良好的互動模式，以便隨時掌握顧客的反應。這

種互動關係，成本將比以往大幅降低、而效益則大幅提升。 

4. 客製化(Customize)：要實踐真正的一對一行銷，企業的生產或服務，必須根據

與顧客互動中所得到的資訊，以不同待遇、產品或服務來對待每一位顧客之的個

別化需求。 

二、一對一顧客關係管理的重要性 
很多人在面對網際網路時，會有恐懼的感覺，認為所有關於網路的人事物，皆披

上一層神秘的面紗。然而，在一對一網路行銷的整體探討上，我們可以發現一對一的

概念其實是很早就存在的，從傳統市場菜販的貼心服務到量身訂作西裝的裁縫師，都

是運用一對一行銷的理念。 

要做到一對一行銷必須掌握消費者行為，必需針對每一個人的需求做出快速回

應，在網際網路蓬勃地發展環境下造就了一對一行銷發展的契機，舊商業時代的經營

模式開始受到挑戰，大眾市場的結構開始瓦解，一對一市場的輪廓已經隱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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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才剛誕生不久之時，使用者還不多，也沒有多少廠商注意到這個新興

互動工具的未來潛力會如此驚人。但經過短短不到五年的時光，現在幾乎各行各業都

紛紛上網，一對一行銷的觀念也因此倍受重視，並透過網際網路發揚光大。 

一對一網路行銷成為未來的行銷主流，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它的關鍵理念為顧客

佔有率、顧客的保有與開發、重複購買法則、與消費者對話等，已經在美國如火如荼

的展開。 

三、一對一行銷規劃程序 

 
步驟 1：辦識－確認您的顧客是誰 

步驟 2：區隔－將顧客分類 

步驟 3：互動－與顧客互動 

步驟 4：客製化－提供符合個別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圖 8-11  一對一行銷規劃程序 

 辦識－確認您的顧客是誰 

要建立一對一行銷規劃的首要步驟，必要能夠找出直接接觸到您的顧客，或者是

能找到最具價值的顧客群。您不僅僅是要知道顧客的基本資料，更重要的是，把握住

每一個接觸點，得知他們的習慣及偏好等等更深一層的資訊，而不是僅止於一份問卷

而已。 

這個階段所強調的基本重點在於一企業或網站應該具備指認或辨識顧客的能力，

並且可以掌握顧客的基本資料。換句話說，企業或網站必須知道自己的顧客是誰？這

些顧客來自哪裡？人口樣貌如何（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是新顧客還是

曾經多次造訪？是否曾在網站上進行交易？消費行為模式為何？喜歡什麼、需要什

麼？不喜歡什麼、又不需要什麼？要達到這個目的，企業或網站首先必須具備「登錄

註冊」的功能，從顧客基本資料開始蒐集起：也必須須具備蒐集後續在該網站上所有

瀏覽、交易過程的資料。甚至，企業或網站還必須知道某些顧客是來自哪一個群體，

例如，是某大醫院的員工、或是某俱樂部的會員。在這階段中越能完整蒐集顧客資料

的網站，就可以得到越高的評價。如此才能根據這些資料加以分析、歸類，做到下一

步「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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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企業或網站還需要有隨時更新顧客資料的能力：因為，所蒐集的資料若已

過時或老舊（例如，顧客的偏好從重口味換成清淡口味、從黃色變成紫色），這無異

於無效資料。而一套完善的隱私保障機制也是必備的，否則可能遭來顧客的疑慮、甚

至因此引發官司。 

 區隔－將顧客分類 

廣義來說，要辨別顧客的不同，可依兩個原則來區分：第一是顧客不同層級的價

值表現以及顧客的不同需求。一旦您分辨出顧客之後，分辨的動作會幫助您將精力專

注在最具價值的顧客身上，並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不同型態及層次的顧客會

幫助企業決定應擬定何種適當的策略。 

在掌握了詳盡的顧客資料後，如何將這些資料轉換成對企業有用的資訊，是這個

階段的重點工作。在這個階段，企業或網站必須利用蒐集而來的顧客資料進行顧客的

屬性、偏好與貢獻度區隔，以便清楚地得知顧客的分群，以及是否需要針對不同的分

群提供不同的服務。 

企業或網站必須能夠從眾多的顧客群中，區隔出哪些顧客最具價值？哪些顧客從

來不在網路上消費？哪些顧客消費時總是精打細算？哪些顧客曾經抱怨產品或服務不

佳？哪些顧客以前常常消費、近幾個月卻不曾有任何交易？甚至，企業或網站還可以

區隔出某些具高價值的顧客同屬某個團體，如此一來，可以針對該團體提出特別的優

惠方案，也可以在這些顧客登陸時，主動給予較優先的服務順序。 

企業要將顧客資料轉化為有用的顧客關係的過程中，企業必須依照顧客的利潤貢

獻度或顧客終生價值加以區隔成不同的群組，並根據其利潤貢獻度，採取對應的行銷

策略與顧客服務策略，如圖 8-12 所示。 

 
VIP 顧客 

這類顧客可能造成企業損失 

20%最佳顧客佔營收的 80% 
將企業主要的顧客服務經費投入這 

60%最有可能成為 VIP 顧客佔營收的 19% 
將企業主要的行銷經費投入這 

昇級 

再昇級 

再再昇級 

20%最差顧客佔營收的 1% 
定期再活化(reactivation) 

 

圖 8-12  針對顧客利潤貢獻度擬定行銷與顧客服務策略 

企業可以利用 CRM 來確認「VIP 顧客」，並提供他們更卓越的顧客服務與支援。

例如，航空公司讓他們坐頭等艙；零售業者提供更多免付費服務，禮品包裝服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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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折扣、頭等結帳區等。一般來說，企業有 80%的營收都來自這些最頂級的 VIP顧客，
因此企業的顧客服務經費應投入在此。 

行銷經費方面，專家建議應投入在中間的三個層級(約佔企業總顧客的 60%)上。
這些顧客會被行銷手法所吸引，最後可能會昇級成 VIP顧客。 

至於最底下的那一群顧客，雖然佔了企業總顧客數的約 20%，但是企業花在他們
身上的錢可能比從他們身上賺的更多。定期的再活化(reactivation)活動有其必要，但應
避免再投入過多的行銷經費在他們身上。瞭解顧客的終生價值，以及他們的利潤貢獻

度就是顧客關係管理的關鍵。 

 互動－與顧客互動 

在達到「確認」及「區隔」顧客的階段後，企業或網站還必須能利用網際網路及

資訊科技，提供更良好的互動模式，以便隨時掌握顧客的反應。這種互動關係，成本

將比以往大幅降低、而效益則大幅提升。顧客應該曾經有過以下不愉快的經驗：在購

買某項產品或使用某項服務時，若發生不滿意或要詢問一些問題時，通常第一個反應

是打電話給那家企業。很多時候，顧客遍尋產品包裝卻找不到可以詢問的管道；也有

時候，電話找到了，但打過去不是忙線就是沒人接。若幸運一點，電話接通了，當顧

客不厭其煩地描述完所遇到的問題後，受話者會告訴顧客，這不是他負責的，於是將

電話轉給其他人，於是顧客就必須一再地重複之前的問題。若不幸電話品質不好斷線

了，顧客還得再經歷依次上述的夢魘。在網際網路及現代資訊科技的協助下，企業或

網站必須避免讓顧客有上述不愉快的經驗：必須能夠提供多種成本更低廉、效率更高

的互動管道。除了電話、電子郵件外，還應包括各種解決疑難雜症的線上支援（例如，

Q&A、訂單追蹤、搜尋引擎等）。此外，也必須能紀錄每次互動的過程及處理的結果，
讓相關人員清楚地知道，避免顧客重複描述。 

和顧客每一次的互動，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企業應該把握往每一次和顧客對話

的機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學習關係」。因為這樣的互動會變得越來越快速、

聰明且便宜，大量客製化的規模經濟於是形成。因此，如何讓顧客加入與您的對話是

相當重要的事。要真正做到對話，必須符合以下四個原則： 

原則 1： 所有對話的參與者都必須能夠參與對話。大眾媒體並無法提供對話的機
會，但網路可以。 

原則 2： 所有對話的參與者必須是自動自發的參與對話。 

原則 3： 對話的主導權由所有對話的參與者輪流掌握。 

原則 4： 每一次與顧客對話的結果可能會改變您對該顧客的對待方式，同時改變
這位顧客對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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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製化─提供符合個別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要實踐真正的一對一行銷，公司的生產或服務，必須根據該顧客在與公司業務或

行銷代表的互動中所談的內容來對待那位顧客。其最高的境界是，每一位個別顧客必

須接受到不同的待遇、產品或服務，不過這個境界的落實，有其實行上的困難。變通

的方式，便是利用大量客製化的方式，將產品或服務分解成一個一個獨立的模組，再

依顧客不同的需求加以組合。 

以旅遊行程的安排來解釋，業者只要事先擬好 25 種不同的自由行模組、5 種不同

等級的旅館模組、4 種不同等級的租車模組、3 種不同機票等級模組、6 種不同的付費

方式，便可以依據顧客的喜好，創造出 9,000 種組合可能的產品或服務。例如，入口

網站 Yahoo！提供每位會員免費的網頁空間建置個人化的內容，也提供會員選擇想要

接受的資訊類別－例如旅遊資訊、科技資訊、商業資訊以及想要接收的資訊來源－例

如美聯社、路透社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當企業要達成一對一經營目標，成為真正的一對一網站，須先知道公司的顧

客是誰（Identify）；接著要找到這些人具有哪些獨有的特性與價值（Differentiate）；

然後針對不同特性的顧客提供不同的互動機制與管道（Interact）；最後的目的就是提

供完全量身訂做的產品與服務（Customize），滿足每一位顧客的不同需求、當然也包

括潛在的需求。只要在不影響隱私權的情況下，個人化的服務絕對是吸引消費者的重

要關鍵。但須注意下列六項原則： 

原則 1： 與每位顧客發展溫馨與個人化。 

原則 2： 讓顧客自動提供私密的個人資料並隨時更新。 

原則 3： 以顧客的個人資料為基礎，提供量身訂做的資訊。 

原則 4： 依據顧客的需要，提供適當的服務與資訊。 

原則 5： 讓顧客自行檢視過去的交易記錄。 

原則 6： 鼓勵顧客留下自己的資料。 

對企業而言，要做到一對一行銷必須掌握消費者行為，針對每一個人的需求快速

回應，由於成本的考量，在過去可行性是相當低的。網際網路的興起，造就了一對一

行銷發展的契機，舊商業時代的經營模式開始受到挑戰，大眾市場的結構開始瓦解，

一對一市場的輪廓已經隱然成形。透過資訊技術的不斷開發，企業已經有能力針對每

一個消費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服務。對行銷人員而言，網路啟動了另一場行銷革命，

顛覆了以往的大眾行銷以及目標行銷。 

1993 年，學者提出「一對一行銷」的概念，當時全球資訊網才剛誕生不久，使用

者還不多，也沒有多少廠商注意到這個新興互動工具的未來潛力會如此驚人。但經過



 8-34 第四篇  CRM 核心功能篇 

 

短短不到五年的時光，現在幾乎各行各業都紛紛上網，一對一行銷的觀念也因此倍受

重視，並透過網際網路發揚光大。 

一對一網路行銷成為未來的行銷主流，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它的關鍵理念：顧客

佔有率、顧客的保有與開發、重複購買法則、與顧客對話等，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

例如：eToys 收購 BabyCenter，為的就是擁有 BabyCenter 中父母所提供的寶寶資料，

接著分析每一位小寶寶從出生到十歲會帶來多少玩具及穿著的消費價值，eToys 並與

父母簽一只長期合約，對父母而言，可以享有大量採購的折扣，而對 eToys 而言，可

以把多樣的產品推銷給同一位消費者，並掌握顧客的終生價值。 

在前端的「維護顧客關係平台」中，透過價值交換，使用者只要提供個人的資訊，

就能獲得個人化建議、個人化內容以及大眾化內容三種訊息。提供大眾化內容的原因

是，使用者除了關心自己所感興趣的內容之外，還是會擔心錯過一些重要大事。此外，

後端的「顧客知識發掘平台」，除了擁有完整的資料倉儲系統、資料探勘分析技術之

外，還有類似顧問功能的專家建議系統。 

四、一對一行銷網站的應用 
傳統大眾行銷視大眾為一個市場，生產相同的產品，然後廣為宣傳產品的特點與

好處，以擴展市場佔有率，這樣的行銷方式並不能滿足顧客的不同需求。然而在電子

媒體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下，使得企業可以針對每一位顧客進行個別化的行銷和一對

一的雙向溝通，並提供個人化的產品。一對一的新行銷模式以顧客佔有率為目標，能

夠提高顧客忠誠度，滿足個人化的需求，提升顧客價值。 

在網路科技的推波助瀾下，網站有助於企業對顧客進行一對一行銷，並可由社群

的知識、網站的互動與資訊回饋兩方面來說明。 

1. 社群的知識：虛擬社群的經營，可以使企業同時和整個社群建立關係，而這種關

係可以幫助企業得到整個社群品味以及偏好資訊。累積社群知識除了幫助企業瞭

解顧客的需要外，還可以使一個網站，根據顧客以前的購買紀錄以及社群知識給

予顧客產品購買上的建議。 

2. 網站的互動與資訊回饋：網站上進行的對話與回饋，可以使企業得到顧客的特殊

需求、策略評價回饋等額外資訊，並可運用這些資訊融入企業的其他作業上而增

加經營的效率與效能；辨認策略上的優勢將其產品與服務客製化；發展長期的顧

客關係以增加顧客忠誠度、減少品牌的轉換，並增加交叉銷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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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模擬測驗 

（ ）1. 行銷學者柯特勒(Philip Kotler)定義:「行銷是一種社會過程，藉由此過程，

個人和群體可經由創造、提供、並與他人自由交換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

以滿足他們的什麼？ 

A.需要和慾望 B.自尊與自我實現 C.交易和需求 D.需求和自尊 

（ ）2. 請排序行銷管理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A.分析市場機會與消費者行為→發展並擬定行銷組合決策→研究並選擇目

標市場→行銷活動之組織、執行與控制 

B.分析市場機會與消費者行為→研究並選擇目標市場→發展並擬定行銷組

合決策→行銷活動之組織、執行與控制 

C.分析市場機會與消費者行為→行銷活動之組織、執行與控制→研究並選

擇目標市場→發展並擬定行銷組合決策 

D.研究並選擇目標市場→分析市場機會與消費者行為→發展並擬定行銷組

合決策→行銷活動之組織、執行與控制 

（ ）3. 研究並選擇目標市場，包括四個步驟？ 

A.需求的衡量與評估→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市場定位 

B.市場區隔→需求的衡量與評估→選擇目標市場→市場定位 

C.選擇目標市場→需求的衡量與評估→市場區隔→市場定位 

D.市場區隔→市場定位→選擇目標市場→需求的衡量與評估 

（ ）4.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銷組合 4P？ 

A.產品 B.定價 C.便利 D.推廣 

（ ）5.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銷 4C？ 

A.顧客需要與慾望 B.溝通 C.通路 D.便利 

（ ）6. 「Marketing Automation」的中文是什麼意思？ 

A.銷售自動化 B.自動化生產 C.客服自動化 D.行銷自動化 

（ ）7. 整合行銷溝通具有的特性，下列何者為非？ 

A.致力於發覺顧客的需求及慾望，並提供其所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B.以目標顧客為中心，並以 4P 來考量消費者 

C.建立存在顧客心目中的知覺價值 

D.整合溝通工具；讓所有的溝通工具都傳達一致且單一的訊息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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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顧客關係管理中，俗稱的行銷組合 4P 不包含下列何者？ 

A.產品(Product) B.價格(Price) C.人(People) D.通路(Place) 

（ ）9. 選擇目標市場的方式，下列何者為非? 

A.無差異行銷 B.差異化行銷 C.專注化行銷 D.分散行銷 

（ ）10. 對於顧客關係中的個人化行銷，下列何者為非? 

A.企業決定針對於單一個人設計獨特的行銷組合 

B.又稱價值驅動行銷 

C.包括組織內行銷活動的規劃、執行與控制 

D.最終目是要和顧客建立持續而長遠的顧客關係，這也就是所謂的交易

行銷 

（ ）11. 行銷自動化(MA)的敘述，何者為非? 

A.針對特定顧客的需求，提供特定方案，做到一對一行銷 

B.核心是「策略管理」 

C.包括對顧客資訊的蒐集與分析、活動即時監督工具與回應管理 

D.其模組是根植於「許可行銷」 

（ ）12. 行銷的念頭是從人類的哪一項本能開始？ 

A.慾望 B.需要 C.需求 D.交換 

（ ）13. 行銷的目的在透過交換過程，滿足買賣雙方的需求。指導企業行銷活動的

觀念中，不包含下列何者？ 

A.銷售觀念 B.配銷觀念 C.行銷觀念 D.社會行銷觀念 

（ ）14. 有關「行銷管理哲學之觀念」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產品觀念：認為顧客會偏愛品質、功能和創新性最佳的產品，因此企業

應不斷致力於產品的改良。 

B.銷售觀念：認為產品要賣得好，必須從事大量的銷售與推廣活動 

C.行銷觀念：認為銷售人員的銷售技巧才是商品是否大賣的關鍵 

D.社會行銷觀念：呼籲行銷者要在他們的行銷實務中加入社會和道德的 
考量 

（ ）15. 銷售觀念與行銷觀念經常被混雜，有關於二者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銷售觀念」注重賣方的需要 

B.「行銷觀念」注重買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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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銷售觀念」著眼於將產品轉化為現金收入，以滿足賣方的需求 

D.「行銷觀念」採取由內而外的觀念 

（ ）16. 關於柯特勒所提出之行銷管理四個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分析市場機會與消費者行為：行銷的思考模式是「由內向外」的思考 

B.分析市場機會與消費者行為：行銷的思考模式是「由外向內」的思考 

C.研究並選擇目標市場：企業在經過分析市場機會後，應選擇最有利市場，

集中企業資源搶攻該市場。 

D.發展並擬定行銷組合決策：行銷組合即達到行銷目標之手段的整合。 

（ ）17. 選擇目標市場的方式不包含下列哪一種？ 

A.無差異行銷 B.置入性行銷 C.差異化行銷 D.專注化行銷 

（ ）18. 行銷人員可以讓企業的商品與眾不同，並有效的與消費者進行溝通，因此

行銷者可以根據考量點為商品做適當的定位，以下不包含哪一項考量點？ 

A.商品的獨特性  B.商品的使用者 

C.商品的品質對價格 D.商品的用途 

（ ）19. 關於行銷趨勢的演變，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以數位科技創造新價值曲線 B.從傳統通路到虛擬整合的多元化通路 

C.從在乎價格到重視價值 D.由顧客導向行銷到產品導向 

（ ）20. 在網際網路與顧客關係管理思維交叉下，新的顧客關係行銷思維不包含哪

種基礎？ 

A.以「開創藍海市場」取代「搶食紅海市場」 

B.強調「顧客價值」取代「價格」 

C.以「行銷的量」取代「行銷的質」 

D.強調「長期終生價值」取代「短期交易利益」 

（ ）21. 關於「擬定行銷策略」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行銷工作是行銷部門同仁的工作，與其他人無關 

B.行銷工作已不再是「欺騙」顧客或「虛構」企業形象 

C.在開發市場與評估行銷風險時，這類經驗能提供企業適當的幫助 

D.行銷的最終使命是滿足顧客的真正需求，並讓顧客親身體驗企業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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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觀於「數位時代之顧客關係管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CRM 是 E 時代商務經營的重要工作 

B.整合數位知識與傳統知識的重點，乃在於「比較」這兩種知識的落差 

C.利用資訊科技於最適當的時機提供最適當的服務，以建立顧客的認同感

進而產生終生購買價值 

D.為了讓每一次的行銷行動與決策，負起建立和維持最有獲利能力的顧客

關係「電子超行銷」於是產生 

（ ）23. 整合行銷意指顧客導向的行銷做法，著重於顧客本身而非以產品或目標為

主體，其特性不包含下列何者？ 

A.以目標顧客為中心 B.整合行銷策略與溝通策略 

C.行銷幕僚人員應全程參與 D.注意力放在作為而非規劃 

（ ）24. 價值行銷，又稱為何種行銷？ 

A.價值驅動行銷 B.無差異行銷 C.個人化行銷 D.差異化行銷 

（ ）25. 價值行銷就是藉由提供消費者優異的價值，以實現企業的目標，其六大原

則不包含下列何者？ 

A.競爭者原則  B.企業原則 

C.精益求精原則  D.利害關係人原則 

（ ）26. 價值行銷就是藉由提供消費者優異的價值，以實現企業的目標，下列關於

六大原則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企業原則」就是以顧客為導向 

B.「前瞻原則」就是改變環境，及早因應進而增加成功機會 

C.「跨功能原則」就是利用跨功能團隊來增加行銷活動的效能及效率 

D.「利害關係人原則」就是考慮行銷活動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 ）27. 關於「行銷自動化」(MA)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行銷自動化模組的核心是「活動管理」 

B.這個模組必須搭配在完整的 CRM 方案中才容易成功 

C.行銷自動化模組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中較舊的模組 

D.針對特定顧客的需求，提供特定方案，做一對一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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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請排序一對一行銷的正確順序。(1)區隔顧客(2)辨識顧客(3)顧客互動(4)客
製化 

A.1234 B.1432 C.2143 D.2134 

（ ）29. 針對一對一顧客關係管理之重要性，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要做到一對一行銷必須掌握消費者行為 

B.必須針對每一個人的需求做出快速回應 

C.透過網際網路，一對一行銷的觀念逐漸倍受重視 

D.一對一行銷由於只能針對特定顧客，將不會成為未來行銷主流 

（ ）30. 就社會而言，行銷的目的是什麼呢？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消費極大化  B.滿足極大化 

C.選擇極大化  D.生活品質極大化 

（ ）31. 下列哪些屬於行銷的個體環境？[複選] 

A.顧客 B.供應商 C.行銷中間機構 D.社會文化 

（ ）32. 下列哪些屬於行銷的總體環境？[複選] 

A.政治 B.法律 C.經濟 D.人口統計 

（ ）33. 行銷動態定位，包括三個相互依賴和影響的階段，是那三個？[複選] 

A.產品定位 B.市場定位 C.歷史定位 D.企業定位 

（ ）34. 顧客行銷方法論所指的顧客目標為何？[複選] 

A.顧客價值 B.顧客認同 C.顧客行為 D.顧客滿意度 

（ ）35. 有關行銷 4P 與 4C 的對應關係，下列哪些正確？[複選] 

A.通路—成本  B.推廣—溝通 

C.產品—顧客需求  D.價格—便利 

（ ）36. Peppers & Rogers (2000)認為一對一行銷，包括下列哪些步驟？[複選] 

A.辨識顧客 B.區隔顧客 C.顧客互動 D.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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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 B A C C D B C D B 

題目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B B C D A B A D C 

題目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B D A B A C D D ABCD 

題目 31 32 33 34 35 36     

答案 ABC ABCD ABD ACD BC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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