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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信業施行顧客知識管理相關課題，包括：顧客知識來

源、顧客知識取得方式、顧客知識移轉、顧客知識應用、顧客知識實施

及維持及顧客知識管理的績效評估。本研究係採單一個案研究法的質化

研究來進行，研究過程以訪談及觀察個案公司在顧客知識管理的作法，

並將訪談整理分析，獲得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為基礎，從上述



之研究分析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一、 顧客知識的建立需評估其效益是否

大於獲取及管理這些知識的成本，此評估也決定企業對顧客關係的策

略。 二、 個案公司顧客知識多集中在顧客交易資料及顧客服務資料等兩

大類資料，這些資料大都存在公司內部系統。實務上顧客知識的應用也

是偏重在這部份的資料，同時這些資料都儲存於資料倉儲，所以利用資

料倉儲進行顧客知識管理就相形重要。 三、 個案公司在顧客知識的取

得、移轉、應用及維持各方面，都與資訊系統息息相關，也因系統及網

路的建置，使的顧客知識管理能發揮最大成效。 四、 除了從資料倉儲發

掘流失客戶名單外，必需了解客戶流失原因及客戶期望，並提出挽回對

策及方案才能產生挽回成效，這些作業都需從顧客身上獲知顧客知識，

方能對顧客作出確切的回應。 五、 理論上流失挽回作業多採用建立流失

預測模型，預測即將流失之客戶並加以挽回，實務上做法卻不同。主要

原因是： u 建立準確的 model 不易：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客戶行為變動

很大，流失預測模式是從過去流失資料中學習而得，對未來的變化未必

有效，需重複 tuning model，因而流失預測模式準確度不夠。 u 資源有

限：個案採用事後指標的做法，雖有挽回不易的困擾，唯施行容易、明

確且有一定的成效，因而實務上採用此方法作業；預測模型則須投入人

力資源去建立模型。 u 流失挽回要有成效主要是取決於挽回對策及方

案：對於流失較嚴重的業務，著重於正在流失及已流失的客戶，無暇顧

及未流失之客戶，因此不著重發展預測模型。新業務則著重在新顧客的

開拓，所以也無法驗證及建立預測模型。 六、 使用平衡計分卡做為績效

評核工具，有助於組織建立顧客知識管理的策略及解決方案。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issues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cluding: the 

customer knowledge source, the approach of customer knowledge capture, the 

customer knowledge transfer, the customer knowledge application, the customer 

knowledge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customer achievements appraisal.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single case study. The process 

of this study consists of several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approaches to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is case company. It comes out some 

conclusions from the coordination and analysis of interview result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and draws some conclusions from the results of study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establishment of customer 

knowledge depends on whether if the benefit and value are higher than the cost 

invested in capturing and managing the knowledge or not. 2. Customer knowledge 

mostly focuses on the customer transaction and the customer service data stored in 

company’s internal system. 3. Every aspect of customer knowledge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information system. 4. After detecting the loss list, the compan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ealize why the customer leaves and what the customer 

really wants. Then, the company will know how to make a good strategy and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by way of capturing the sufficient customer knowledge 

derived from the customer himself. 5. Building the model for loss forecast to 

retrieve the loss is the common method in theory, but it doesn’t work in practice. 

There are some reasons: (1) It’s hard to set up an exact model for loss forecast. 



(2) Owing to limited resources, the company usually takes the after-index way to 

retrieve the loss. (3) The results of retrieving the lost hinge on the strategies and 

plans. 6. Making use of BSC as a tool of achievement judgment is helpful to make 

the strategy and find the solution for establishing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a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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