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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保全業在台灣發展迄今已將近三十年，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下，

如何保有顧客已成為一項重要課題。對於顧客流失，保全業常用的統計

分析並不能有效掌握顧客群之特徵。因此，本研究運用遺傳程式規劃 

(Genetic Programming, GP)可解決多樣性複雜問題之能力建立預警模式，

以期能掌握客戶流失因素與顧客輪廓，作為制定因應對策之參考，降低

客戶的流失率。   本研究以保全業客戶的六項特徵屬性做為預警模型

的建立基礎，實驗結果對於流失顧客的掌握率可增加 30%。研究並發現

「服務月數」、「坪數」為重要的流失因素，而「坪數」之限制條件可

區隔出不同性質的客戶群。模型引用 RFM 概念，可突顯出優質的顧客



群。模型加入增強機制後，減少了求解時所需的演化代數，解答也能符

合邏輯規則，決策法則也具備可解釋性，整體演化效能得以大幅提昇。   

依據實驗結果，本研究歸納出幾點結論：(1)預警模型可找出客戶流失因

素。(2)對於流失顧客的掌握能力，預警模型明顯優於現有的統計分析模

式。(3)改用顧客貢獻度權重值來引導演化方向，可以挖掘出優質顧客的

特徵輪廓，大幅增加顧客維持的效益。(4)加入增強機制後可大幅提昇演

化效能，模型具穩定性與有效性，驗證預警模型的建模可行性。  

摘要

(英) 

  Security service industry have developed in Taiwan about 30 years, under the 

firece market competition day by day, how to protect customer to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customer’s loss, the characteristic of group that can not 

grasp customers to engage in commonly used statistical analysis effectively to 

security service industry. So, set up the prediction model that this research uses 

the genetic programming that can solve the complicated problem or variety, expect 

knowing customer's loss factor and customer outline , is regarded as and made 

because of the referenc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untermeasure, reduce the 

customer's running off rate.   This six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 with the 

customer of security service industry of research is done for the setting-up 

foundation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can increase the loss 

customer's grasping rate by 30%. Is it find to research, “serviced month” and 

“area” for important factor of running off, and limiting conditions on “area” 

can district separate appear of different nature customer group. The model quotes 

RFM concept, can show high-quality customer group suddenly. After the model 

joins the mechanism of strengthening, reduce necessary evolution generation while 

solving of asking, it can accord with the logic rule too to answer, the decision rule 

can possess the explaining too, evolving efficiency wholly can be promoted by a 

wide margin.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the research could be 

summarized in four aspects:   1.The prediction model can find out customer's 

loss factor.   2.As to the thing that the loss customer's ability of grasping, the 

prediction model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the exist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way.   

3.Use customer's contribution degree weight value instead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evolving, can excavate out the high-quality customer's characteristic outline, 

increase benefit that the customer keeps by a wide margin .   4.Can promote 

and evolve efficiency, a stability of model and validity by a wide margin after 

joining the mechanism of strengthening, verify the modeling feasibility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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