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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面對各大競爭者跨入共同基金銷售通路，如何維繫客戶並增進客源，已

成為金融業者銷售共同基金不可忽視之重要課題。藉由資料探勘分群技

術，從客戶資料庫中發掘其交易特徵，找出不同特性之客戶群集，即能

針對不同群集客戶特性來擬訂不同行銷策略，設計最適當的商品與服

務，提昇顧客服務品質，增加客戶滿意度與忠誠度，創造企業經營績

效。 本研究運用資料探勘技術之 K 平均值法(K-Means)與自我組織映射網

路(SOM)以進行某金融業共同基金客戶之群集分析，將共同基金客戶之

基本資料與交易資料經 K-Means 及 SOM 模式分別於予分群。研究結論為

兩種分群模式均能將客戶分為四個群集，不同群集間在人口統計變數、



共同基金資產規模、投資贖回金額與次數上表現出不同的投資行為差

異，兩種分群模式都能得到相當不錯的分群結果。再經比較兩種模式分

群結果後發現，K-Means 模式分群不但在各研究變數欄位分群效果呈現

顯著之個數較 SOM 模式分群為多外，且於各群集間的交易行為差異，K-

Means 模式分群所產生的群集間差異明顯高於 SOM 模式，因此本研究建

議採用 K-Means 模式分群結果。最後再依此分群結果之客戶交易特徵，

歸納出四種不同投資行為之群集，做為該群集之命名，進一步針對不同

群集之特性，擬訂符合該目標群集之行銷策略與建議，以達到滿足不同

群集客戶之需求，提昇行銷活動之成效。  

摘要

(英) 

When facing numerous competitors in all the mutual fund selling channels,how to 

maintain and acquire more customers has become significant topics for all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using cluster analysis in the data mining technique.It is 

discovered that if we extract customers’ transaction attributes from the existing 

customers’ transaction database and group the customers into clusters by their 

transaction attributes, we can form different marketing strategies, design the most 

appropriat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luster. 

Hence, we can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quality, increas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and improve business performance. In the study employed the data 

mining technique - K-Means and SOM methods to conduct a cluster analysis of all 

mutual fund customers in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e mutual fund customers are 

grouped into clusters by their basic and transaction data using K-Means and SOM 

methods respectively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wo clustering methods can both 

effectively cluster the experimenting samples into four clusters. Different clusters 

behave differently in their population statistic variables, mutual fund asset scale 

and the amount and frequency in investment and redemption. K-Means methods 

was found obviously better than SOM methods on the variables numbers of 

clustering effectivel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lusters.In this study,is highly 

recommanded to use the K-Means methods clustering results.Then, according to 

the transaction attributes, investing behaviors a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different 

clusters and they are named with their transaction attributes. Finally, different 

marketing strategies are formulated based on that target cluster’s characteristics, 

so that the strategies will meet the needs of each customer clusters and will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rket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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