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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顧客關係管理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林文修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Course Name(課程名稱) 顧客關係管理(碩士)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ourse Objectives(課程目標) 
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是古老又新穎的學科,其涵蓋範圍相當
廣泛 不同系所的教學內容亦有所歧異,但是不牽涉好與壞,或對與錯. 個人歷經多年研究與教學之經驗後,將
之定位成"商業智慧技術在顧客關係上的應用", 因此舉凡顧客價值分析,人脈關係管理,顧客取得與發展,顧
客保留等基本理論.以及這些顧客商業模型的建立與分析, 資料倉儲, 資料探勘(本課程使用量子群技術, 
人工免疫系統,可拓理論, 灰關聯分析, Rough set等新興技術), 小世界(small world)與機會發
現(chance discovery) ,web intelligence and web analysis, 甚至顧客關係模組與系統的
實作,都可包含在顧客關係管理的課程範圍內. 不過, 今年的課程選擇教授三大主題：l 第一個主題是顧客
關係理論基礎, 包括顧客關係管理的本質, 顧客經濟學, 創造顧客價值, 人脈管理等議題.l 第二個主題是
小世界與機會發現 (small world and chance discovery) . 這是一個新興的研究主題, 其中小世
界在探討連結 (connection) 的角色與重要性; 而機會發現則是小世界理論的一種實作方式, 強調弱連
結的優勢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由於小世界現象普遍存在於探討人際關係的社會網
路(social network), 電力公司架設的電路系統 (1999年729全台大停電起因竟是台南縣左鎮鄉編號
第326鐵塔傾斜. 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問題, 短短數秒內便擴散至全台,造成全島五分之四的區域停電), 線
蟲(C. elegans)的神經元網路, 甚至網際網路, world wide web以及p2p network, 因此小世界的
科學其實是一門應用範圍極為廣泛的科學, 也因此本課程將會探討小世界理論在顧客商業決策上的可能應用
.第三個主題是CRM科技模式, 重點是研究Data Mining在CRM之應用,將引入幾種有別一般『資料採礦』
課程中使用的技術, 例如量子群技術, 人工免疫系統,可拓理論, 灰關聯分析, Rough set等新興技術. 
最後一小部分,將對市面上一些熱門CRM系統的功能進行檢視與分析.

Course Materials(課程教材) 
1.6個人的小世界, 鄧肯.華茲(Duncan J. Watts)著, 傅士哲,謝良瑜譯, 大塊文化出版. 
2.連結 (渾沌, 複雜之後, 最具開創性的小世界理論), 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著, 胡守仁譯, 
天下文化出版. (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of Networks)
3.編輯講義與補充資料

Reference(參考書目) 
(Data Mining與CRM)資料採礦理論與實務-顧客關係管理的技巧與科學, Michael J. A. Berry, 
Gordon S. Linoff著, 吳旭志, 賴淑貞譯,維科圖書有限公司.
創造庫戶價值的10堂課, Peter Duchessi著, 李瓊芬譯,經濟新潮社.
人脈管理的六堂課, 中谷彰宏著, 廖瑞雯譯, 角色文化事業公司.
Weyland & Cole.原著, 邱振儒 譯，1999，客戶關係管理， 商週出版社。
張瑞芬總編審，2003，顧客服務與管理—CRM實戰理論與實務，華泰公司出版。
(機會發現)　Chance Discovery. Y. Ohsawa, P. McBurney (Eds.) , Springer-Verlag 
Berlin, 2003. (ISBN 3-540-00549-8) . 
(小世界)　重現Stanley MilGram的小世界實驗：哥倫比亞大學的小世界實
驗(http://smallworld.columbia.edu/index.html ) 
(小世界)　List of graph theory topics ( from Answers.com ). 
(社會網路分析)　An on-line book of social network analyi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Methods . written by Robert A. Hanneman. 
(社會網路分析)　S. Wasserman, K. Faus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Random graph)　Reka Albert, 
Albert-Laszlo Barabasi,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omplex networks",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vol. 74, pp. 47--100. (2002)

Evaluation(評量方式)
課堂表現：課堂報告、參與討論、家庭作業,30%. 課程網站討論貢獻度,20%.          期末報告50%(
書面與口頭)

Course Outline(課程大綱進度) Week Date Topic
今年的課程選擇教授三大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顧客關係理論基礎, 包括顧客關係管理的本質, 顧客經濟學, 創造顧客價值, 人脈管理等
議題.
第二個主題是小世界與機會發現 (small world and chance discovery) . 這是一個新興的研究
主題, 其中小世界在探討連結 (connection) 的角色與重要性; 而機會發現則是小世界理論的一種實作
方式, 強調弱連結的優勢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由於小世界現象普遍存在於探討人際關係
的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 電力公司架設的電路系統 (1999年729全台大停電起因竟是台南縣左鎮
鄉編號第326鐵塔傾斜. 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問題, 短短數秒內便擴散至全台,造成全島五分之四的區域
停電), 線蟲(C. elegans)的神經元網路, 甚至網際網路, world wide web以及p2p network, 因
此小世界的科學其實是一門應用範圍極為廣泛的科學, 也因此本課程將會探討小世界理論在顧客商業決策上
的可能應用.
第三個主題是CRM科技模式, 重點是研究Data Mining在CRM之應用,將引入幾種有別一般『資料採礦』課
程中使用的技術, 例如量子群技術, 人工免疫系統,可拓理論, 灰關聯分析, Rough set等新興技術. 最
後一小部分,將對市面上一些熱門CRM系統的功能進行檢視與分析.

Instructor(老師資料) 



Name: 林文修Wen-Shiu Lin
E-mail: wslin@im.fju.edu.tw
Phone: 02-29052667
Office Hour: (三)D5-D6Room:BS-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