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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目前國內的電信市場飽合度早已超過 100%，但是卻在這種情況下，

仍然有新興的電信業者不斷地湧進這個市場，例如先前開台的低功率行

動電話(PHS)及正在起步的第三代行動電話業者(3G)等，電信市場的供給

及需求不斷上昇，競爭愈來愈顯得激烈，目前新興電信業者所期昐的行

動電話號碼可攜(MNP)預計在 2005 年初將會開放，將會造成現在電信業

者不可預計的客戶流失現象，許多研究指出開發新客戶比起維繫舊客戶

的成本多出了十倍左右，所以這方面問題值得目前電信業者的關注。 目

前國內對於電信客戶流失的相關的研究議題所提出的解決問題方法大多

侷限在客戶個人資料的分析，或者是帳單金額等相關的研究，本研究則



是針對客戶資料及話務資料所產生的不同時段費用結構這二方面加以應

用，利用類神經網路能處理大量、複雜資料且能容忍雜訊資料的特性用

以預測客戶流失，經實驗可得知在修剪變數後能有 69.14%的精確度。在

類神經網路訓練過程中所分析出來的敏感度分析可輔助暸解各項變數對

於客戶流失的重要性，本研究從中發現不同種類的通話金額的重要程度

不同，所以不同的費用結構會對客戶流失的影響程度不同，利用不同期

間的客戶電信資料加以實驗比較，挑選六個月的預測期間時，最好的可

獲得 75.14%精確度，最後再提供多項實務上的建議，冀以能輔助其結果

完善。  

摘要

(英) 

At the moment, Taiwan telecom market is already saturated by more than 100%. 

However, in this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new telecom operators joining the 

market, such as PHS that has started earlier, and the newly started 3G operators 

etc. Telecom market demand and requirement are always enhancing and 

competition is getting more vigorous.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MNP) plans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beginning of year 2005, as new operator has hoped for. 

This will case the existing operators to lose their subscribers, and they are not able 

to predict the churn rates. Research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cost of getting a new 

subscriber against maintaining an existing subscriber will be around 10 times 

more. Existing operators would need to be aware of this. At the moment, most of 

the analyses done to resolve the high churn problem in Taiwan are limited to the 

subscrib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invoice related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subscriber information and calls mad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that have 

different rates applied by using. Neural network technique to process large volume 

and complicated data to predict churn rate.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fter refinement 

can have 69.14% of accuracy.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 after the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provides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onstitute to the churn rate. 

This research has found out how different rate structures can affect the churn 

rates. Based on different periods of telecom customer data, we picked up 6 months 

as the predicting period and test, then got most precise result up to 75.14%. 

Finally, a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 will be provided to complete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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