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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在全球化的風潮下產品的差異化越來越小，企業需提供其他的價值給顧客

以維持競爭力。抓住顧客，建立顧客忠誠度是企業在競爭激烈的時代下成

功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有不少學者及業界專業人士致力於顧客關係管理

的探討與研究。另一方面，消費者面對產品差異化小，行銷方法五花八門

的消費環境，其購買決策往往會購買印象較為良好企業的商品，以降低購

買風險。故本研究欲探討顧客關係管理對企業形象之影響，以重視服務又

是流行產業的百貨公司為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將顧客關係管理的構面調整

營業策略、整合作業流程、提昇員工組織效能及運用科技系統對企業形象

之構面機構形象、功能形象及商品形象加上百貨公司是否為連鎖性、成立

年資及賣場規模等干擾因素進行研究。並對 20 家百貨公司發出有效問卷

20 份及其顧客 200 份，透過 SPSS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發現本研究的

假設 1、調整營業策略對企業形象具正向影響不成立。2、整合作業流程對

企業形象具正向影響不成立。3、提昇員工組織效能對企業形象具正向影

響部份成立。4、運用科技系統對企業形象具正向影響不成立。5、顧客關

係管理與企業形象之關係會因百貨公司賣場規模不同而不同部分成立。

6、顧客關係管理與企業形象之關係會因百貨公司成立年資不同而不同部

分成立。7、顧客關係管理與企業形象之關係會因百貨公司是否為連鎖店

而不同部分成立。  

摘

要

(英) 

Because of the trend for globaliza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oducts 

i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Under the trend, enterprises are forced to provide the 

extra value to customers to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ity.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and managers are dedicated to study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s a strong 

customer loyalty is the key to success. On the other hand, facing the ever-changing 

marketing environment and the smal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customers tend to 

purchase products with a good corporate image for the sake of reducing the 

purchasing risk. Consequently,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o the corporate image. Considering that the 

department store is a fashion industry and that it also greatly emphasizes on offering 

a good service to customers, the department stores are selected as the surveyed 

business group in the study. The study researches and analyze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4 components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business policy adjustment on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rocess 

integration, enhancement of the staff org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applying 

technology system and 3 components of the corporate image : company image, 

functional image and commercial product image .The time the surveyed department 

store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business scale and whether the department store 

surveyed is a chained department store as interference factors. Using the SPSS 

software,the study interviews 20 department stores and 200 customer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The business policy adjustment that is positive to the 

corporate image will not affect the corporate image. 2.The process integration that is 

positive to the corporate image will not affect the corporate image. 3.The 

enhanc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efficiency that is positive to the corporate image 

will partially affect the corporate image. 4.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system 

that is positive to the corporate image will not affect the corporate image. 5.The 

corporate image might be partially affected by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ubject to the business scale of the surveyed department store. 6.The 

corporate image might be partially affected by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years that the surveyed department store 

has existed. 7.The corporate image might be partially affected by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surveyed department store is a 

chained store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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