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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force 現 況 報 告》
每年發布一�,專注研�
表現�佳的企��何使用
Salesforce 推動��成果�

根�從 1,300 �位�球受訪者收�的 107,000 �個�
料點,��對�球企�主��行超� 15 個小�的訪�,
本��別報告回�了去年整年的趨�,並且�討其�
何演變�轉變,�而應對�冠病�疫��

�何定義表現�佳的企� *?
去年,我們�表現�佳的企�定義為�知客户�驗
(CX) 是員工�驗 (EX) 的一種直���,從而因��
因��因人制宜,改��������的企��

�冠病��大了�一��,��企�不斷的�應疫�
環境下,Salesforce ��續在企��位轉型中,發揮
了關鍵作用�

�年,表現�佳的企���開��試敏捷���的�
�方�,而對於相較早在靈活技����平台��
Salesforce �佳實��理上的投�的企�,更�使�

* 可在本報告� 39 頁找到確定「表現�佳的企�」的方法�

��試�為可����企�正在��對人工智� (AI)
��興技�的投�,�人員���和技��一�來,
�便在疫�之�變得更�明�更�彈性��們�採用
�的工作方式來�應員工和客户文�的��變��

��,表現�佳的企�更�力於�到�定發展之�的
目���們設計並部署了���應的��和平台,�
�來改�員工和客户�驗,從而���彈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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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疫�顛�了為�一年度而制定的所���
戰略��乎一夜之間,�球各�的客户和員工都被��
回家中,而企��爭先����位�形式�整其��重
點和投�方向�
�場疫�成為了意料之�的試金石,�露了所�企��
位轉型的成熟度 ― 或許��露了許�尚未�位轉型的�
��值得�幸的是,Salesforce 的客户從一開�就擁�
�定��,關鍵客户的�料已經可�在�端中存�,靈
活的������對應�端工作�種結構性轉變�

事實證明,�種�端��是一種強而�力的競爭���
對於那�正在�行�種轉變的企�來�,顯�已經�法
回頭���的唯一方法是加���,建置更具智��更
���更富彈性的企�,而 Salesforce 更�提供��方
法��的強力支援�
在�個��的疫��代,本報告的研�重點是 Salesforce
�何使企���度�並�效應對疫��儘�在�球疫�
�成的不確定性下,仍���三�之一的受訪企�增加
了對 Salesforce 的投��

在《Salesforce 現況報告》疫��別�中,我們回�了
�去一年的主�趨�,並��為了對應疫�,��趨�
�何演變或轉變�我們��了企��何對應各自�域的
不確定性和��中斷,考�了企��何重��整��重
點和投�方向,�便�應現在和�來的環境,並得�生
存和�勃發展�

表現�佳的企����
下各方面的投�來�足
日益��的員工和客户
�求�
人工智�
產���
員工復工��方�
�險�理��
端對端 Salesforce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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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而言,我們看到表現�佳的 Salesforce 企�繼續�
員工和客户互動作為工作重點�不��年我們意識到,
���信�已經成為��關�中不可或�的�層面�
�論產�或規�,各企�都正在採�計畫,��投��
下�個關鍵�域來�足��的人員�求�人工智��產
����員工復工��方���險�理����端對端
Salesforce 整合��們正在利用��設計來開�獨�的
�徑,從而�得彈性�生產效率和��成長�

��所料,市場正在產生�歧�於年初�已�一步推動
其 Salesforce 之旅的企��續�先,並建立�����
而那�對�受�投�在利用�位�重���較緩�的企
�,則依�落��

為了更���瞭� Salesforce 客户���們的疫�對應
措�,我們�牛津經濟研�院�手合作,�大了研��
圍�我們共同對�球企�主��行訪�,�在瞭�真實�
坦誠��復甦的故事���讀到��受訪的企�主�,
�自己的語言講��們的故事,瞭� Salesforce �何加
���和改�員工�客户關�,從而推動企�向���
復甦之路並不平坦,但每個企���人都��會建立更
出色的��和更��的世界 ― 而�一切都�從重�設
想疫��的�來,會�哪�變�開��
希��喜�《Salesforce 現況報告》疫��別��

Al Jenkins
IBM Services,Salesforce
�理合�人兼�球負責人

Salesforce ��
在不確定�期�
來��影響�

29%

57%

05 | 執行摘�

2020 年受疫�的直�影響,增加了
Salesforce 投�的客户��

表� Salesforce 使必�的���整變
得更加輕�的客户��

疫�改變了��重點
趨�一

信�是實現客户互動的�「�幣」�

趨�二

�人為本的 AI 科技���的��價值�

為了對應疫�,企�正在擁抱�的價值,並�先考�可提高客户
信�度和忠誠度的 Salesforce 計畫��重�的計畫包括設計個人
�的客户旅�,��改��料�私和��性,�可�證明一家企
�瞭�和��敏��訊的�力�

從 AI 助手和自動�到預測性�析和智�工作��,企�正在��
投�企�� AI,�便建立人�關�,並跟上不斷變�客户和員工
的�求�期��

趨�三

�障員工���健�,�助於���彈性
的企��
員工���健�已成為當�之��企�正在利用 Salesforce,�
�確�員工擁�所�的工具和��,讓�們在�的�端�位�先
文�中�得支援和��,從而建立具�彈性的人力規劃�

趨�四

疫�拉大了「已實現」和「未實現」�位
�企�之間的���
表現�佳的企�正在加�其對端對端 Salesforce 整合的投�,�
便利用�會�行更��的�位�互動和����種轉變增加了�
們的競爭��,更確�了�們作為「已實現」而�「未實現」�
位�的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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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實現客户
互動的�
「�幣」
趨�一

�場疫��使大����點轉�到了�位����店和��
在很大�度上已經轉�到了線上,�療�健行�實現了��
�,�百��員工開�居家辦��人們�關心的是健����,
同��希��自己信�的企�開展��,並���方式為�
們提供支援和���

�去

去年的首���是��整合�料來建立�一的客户檔
�,建立�方位的客户可視��

現在

信�對於客户的忠誠度和�留率至關重���果客户不
相信企����足其不斷發展的�位�實��心理��
��求,�們就會�開�所�企�都希�實現�定和成
長,而表現�佳的企�會�先考� Salesforce �位�轉
型計畫,��助於�們拉��客户和員工的��,從而
發展���和維�值得信�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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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協�一
�是企�的當�
之�

68%

受疫�影響,68% 的企�表�,
�們採用 Salesforce 的首���
是改� IT 部門���部門的協
作,從而建立客户信�度�

當 IT 部門和��部門��從一開�就
協�一�,並���足企�的�求�期
��,使用 Salesforce 的��轉型�為
成功�
��部門�求
• ��成果

• �意的客户
• ��的員工
• 易於協作

• ����動的洞�力
• 自動�和生產力
• ���度

IT 部門�求
• ��成果

• 更�的�理��度
• �料和�私

• 輕��展功�
• 技�靈活性

• 面向未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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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而�維�

IT 和��協�一��助於建
立客户忠誠度和信�

的�������制�,�使得企���重�設計�理
�序�工作��和行�方式�����瞭���敏��
料（������加密和合規）所�的����性,IT
��人希�使��重點����求��同步,�便�大
限度改���成果和投�回報率�

疫��使每個企��整了 Salesforce 路線�的�先順序�
在疫�之��受�位�轉型�度較�的企�容易�受�續
破壞的影響,但即使是�先�的企��發現了�的�位�
先�求和����想�得成功,IT 和�����層必須步
�一�,在客户�驗和����價值��料�私和�料�
�之間�得平衡�

表現�佳的企�,�合 IT 和�����層,共同制定
���來價值和��的計畫,更��向市場提供值得信
�的�驗,從而提高客户忠誠度和�留率,並且促��
�成長�

諸���的《一��料��規則》(GDPR) 之類的�私�
法�已經影響了�球客户關��理 (CRM) 的格局����
�法規,在企�使用個人�料�方面上,其客户期�更高

半�的受訪企�增
加了對客户忠誠度
和信�度的關注�
表現�佳的企�更加關注
忠誠度和信�度的可�性
超� 20%�

表�企�更專注於建立品�忠
誠度和信�度的受訪者
50%
60%

Salesforce 的專用信�和���站,為平台
的��性��其�障�私����力提供了
�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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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佳的企�
其�企�

85%

86%

��足不斷變�的客户�求�

��足不斷變�的員工�求�

的 IT 受訪者相信 Salesforce 可

的 IT 受訪者相信 Salesforce 可

Salesforce Industries
走向成熟

為了在疫�期間留住客户,企�必須在正確的�境中�
行交�和提供服���種�略��一種熟�各行�的方
法來��識別客户,從而提供具關�性�個人�且值得
信�的�驗�
Salesforce Industries（��了先� Vlocity ��方�和
�的產��）提供了產��定的�料�型和預先建置的

使用 Salesforce Industries 的主�行�

�訊和�信�

Communications Cloud 嵌�了行��定的功���佳
實�和�理�序（�����目和合同生命�期�理）,
�便增加收�,加�產品上市�度�

銀行和�險�

使用 Salesforce Industries 的�險�司可�訪問��預
先�置事�的�理�序庫,説明�們輕�設計和部署�
�方�,加�理賠�理�提高續�率並增加報價到投�
的�率�

�療�健和政府�構

����,�在幫助企���競爭力,�應疫��來的挑戰�
表現�佳的企�正在使用 Salesforce Industries 來��確定
和�動高價值的客户�驗計畫�
實�產���方�,�關鍵客户�驗和生命�期元件,跨
�臺和�臺的應用�式,端對端���來,�是企�和
Salesforce 的未來發展�

表現�佳的企�正在使用 Salesforce
Industries 克服產�破壞,�便更�
����方�推向市場�

表現�佳的企
�克服產�破
壞的可�性超
�其�企�的
2 倍�

疫�繼續給�共衛生和�共服�組織�來�力�使用
Salesforce Industries �共部門��方�的企�可�在
�端�中�理許可證和授��檢���應變計畫,更��
更�效�為�民提供服��

41%

其受訪者表�破
壞是一個�不足
�的因素,是�法

阻止企���下

18%

一個復甦的�段

表現�佳
的企�

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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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鍵的客
户��點收�
�料�常重�,
尤其是在當�
形�下……
�訪�售�店�線上訂單和�子�件�訊,
所�����點都是使用 Salesforce 來�
�客户旅�和實現個人���的���」

Alexandre Regard
TAG Heuer
IT �位�經理

�由 AI 和 Salesforce
Customer 360 改�客户旅�

�客户的面對面互動受到�格限制�客户可����位��
�行互動,建立豐富的�料檔� ― �果�司準�使用,�
�使整個企�受益�每個部門都希�採用企�� AI 和��
�動的��工具,��提高個人�水準,激發企����足
客户�求的信心�
Salesforce �家企�正在加倍投�客户旅���方�,經由
收購 Datorama�Krux 和 Tableau ��司來�展自��力�

��收購��整合�部和�部�料來源,使用交叉�表直�
顯���的即��料,�展了 Salesforce 的 AI 和報告功��
企����種�別的智�來建立更���更強大�更��的
客户檔�,從而開發端對端的客户旅�,並提高投�回報率�
希�利用其���增的�料來�得競爭��的企�正在��
採用 Customer 360 �料設定檔��們正在投� Salesforce
Einstein 和 IBM Watson 之類的企�� AI ��方�,��
Tableau 之類的�料視覺�工具,目的是產生所�的客户洞
�,支援端對端的客户旅�,並提高客户�留率和促���
成長�

疫���企�增加對�料�
洞�和 AI 的�求�

服�

69% 的 受 訪 者 增 加 了 對 AI
所�動�佳下一動作��知
識輔助的�求

市場行�人員

65% 的受訪者增加了對利用
AI �行�析並報告客户行為
和目�市場的�求

IT � DevOps

64% 的受訪者增加了���
�動的��工具的�求

�售人員

52% 的受訪者增加了對客户
購買傾向�料洞�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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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對於利用 Salesforce
幫助客户成功至關重�

設計的重��度不僅在於視覺效果 ― 更在於�驗�企��
何設計其�位��面對面的客户�驗會影響關鍵成果,�
�收益�績效和忠誠度�疫��使企�開發�的�驗（��,
�端�療�線上購買�線下��）,而 Salesforce 客户正
在採用�人為本的設計,提供���足不斷演變的員工和
客户�求��方��
�人為本的設計包括�個關鍵的互補功��平面設計 (UI/
UX) 和��設計（使用設計思維方法重�定義�關一�使
用者的�理�序）�它�繪製出使用者的�求和痛點,從
而建立易於使用和理�的��方��去年,Salesforce 推
出了 Lightning Design System（其中包�可重�使用的元
件�建立一�的品�形�和使用者介面的價值�,���
�工具）,幫助企�在考�一�使用者�求的�提下實�
大規�設計�

表現�佳的企�在 Salesforce �其整個��中使用�人為
本的設計,目的是�足使用者的�求���問題����
�性,��使各團隊的目�和願景��一��

在�設計方
法應用於
Salesforce 的
所�企�中�

�人為本的設計���定的技�和幫助
成長的專�知識�越來越�的 Salesforce
客户開��求經驗豐富的合作�伴來協
助�部團隊�

74%

的受訪企��設

26%

的受訪企�僅使

26% 主�專注於設計
客户�驗 (CX)
23% 主�專注於設計
員工�驗 (EX)

51% 同�專注於設計
�種�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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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工作�包出去

用�部設計

表現�佳的企
�使用設計方
法來建立員工
�驗�客户�
驗之間的協同
效應的可�性

超�
34%�

「我們目�正在
�行的一項關鍵
��就是專注於
�使用者為中心
來�行設計……
我們�員工�行訪�,收�真誠的關鍵洞
�,���該回���我們在 Salesforce
中設計����的方式�

Shoba Ganesan
FritoLay North America
IT �售轉型��

下一步計畫是
什��
趨�一

疫�加�了��位�為�先的轉變���復甦和成功�企��得客
户忠誠度和信�度的�力密切相關,而�者��經由�足客户對個
人�的�結���性和便利性��求來實現�
表現�佳的企���使用 Salesforce Industries 來開發�直的客户
�驗��方�,使 IT 和���求協�一��加�轉型,投��料
�析和 Customer 360 �提供相關的客户旅�,並�設計�先的視
⻆�行��,��更出色的員工�驗和客户�驗�

「Salesforce 是我們建立個人�客户關�的切�點�在

Salesforce 中,可����天��子���客户�口�站�
�話��子�件�至傳真�行對話,使我們��建立可�
的客户檔��」

Devetta James
AmerisourceBergen Drug Corporation
客户����副�裁
「Salesforce 説明我們企�為客户�來了更�的價值,�

就是我們�終的唯一目的��不僅在於�售更�的產品,
對於我們而言,確��值得信�的方式�足客户的所��
求,�同樣重��」

Jim Dundas
SaskTel
�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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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本的 AI 技
����的 ��
價值
趨�二

當我們�求方法�便在不同�點辦�的�況下,���
絡和�得支援�,疫��企�� AI 推到了重�的位置�
Salesforce 客户不再只是對 AI 淺�即止�為了在疫�環境
下生存和發展,�們開�實�各種 AI ��方�,包括 AI 助
理�Salesforce Einstein 和交�式 AI 平台�

�去

去年,我們討論了 AI 的�續發展�景,��企��何從
試驗性專��渡到�面��方��

現在

AI 展�了對企�的�大價值,幫助�們在疫�期間�展
��並�得競爭���表現�佳的企�投�企�� AI 平
台的發展,使員工和客户在�端的�位�先生活中��
��瞭��訊並���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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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對 AI 發展的��,
�續�為現實

48%

去年,19% 的受訪者使用企�� AI

�年,48% 的受訪者使用企�� AI

超�
150%
Salesforce 中的主�
AI ���

150%�

Service Cloud�

Marketing Cloud�

Sales Cloud�

Commerce Cloud�

AI 助理�下一步�佳行動和社交��傾�
市場�報�下一步�佳行動和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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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的一年中,在 Salesforce 中使
用企�� AI 的企��量增加了超�

�析和報告�社交��傾�和�子�件個人�
產品推��個人�產品�類和�求預測

�由 AI 更�明�開展工作

企���開��展在 Salesforce 中對 AI 的使用,幫助
其團隊更�明�開展工作,克服疫�挑戰,並�住�的
���

表現�佳的企�使用企�� AI 的
可�性超�其�企� 2 倍�

�售團隊

83%

使用智���評�和下一步�佳行動來建立目�客户
�單�

HR 團隊

使 用 諸 � Tableau 的 COVID-19 � 料 中 心 和 IBM
Disruption Recovery Insights � AI ��方�來預測�
險,並�理員工和客户���

服�團隊

所�產�（尤其是�療�健��售和金融�）��在
1 或 2 天��動 AI 助理,���其�展到整個企�,
�便縮短客户回應�間,讓客服���間�理更��
的���

37%

行�人員

目�使用�何
企 � � AI 的
受訪者

利用 AI 洞�,在正確的�間推�相關產品和服�,提
高客户參�度和�意度�

表現�佳的
企�
其�企�

受疫�影響,企�增加了對 AI 功�的�求�

「我們希�使用 Salesforce 和 AI ��老年人使用正確的�療

�險產品�經由瞭��們的行為�理賠紀���生和�方�訊,
我們可�自信��出,
『根�我們對�的瞭�,提出了�下建議,
並�出了原因�』」

�國國民�險�司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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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的服�專�人員表�增加了對 AI 助理的�求

69%

的服�專�人員表�增加了對下一步�佳行動

65%

的��專�人員表�增加了對個人�產品推�

或知識輔助的�求

的�求

AI 助理並��部平�

為了應對疫�,企�對 AI 助理的
�求超出其計畫的投�預��

宣布實�居家��,客户�詢開���,對 AI 助理（即�
天�器人）的�求激增��共部門組織在�小��部署了諸
� IBM Watson Assistant for Citizens 之類的 AI 助理,用於
回應居民的緊�問題和�求,��健�����源���方�
�和��政府正在實�的��法規�訊�

29%

計畫投� AI 助理（2019 年）

但各個行�的�絡中心都在使用 Salesforce Einstein 和 IBM
Watson ���方�來建立 AI 助理,�而��員工和客户採
�行動�AI 助理可��理一�的重��詢（��重設密碼
和更改服��）,同��可�更��向客服或其�員工提供
正確的�訊�更成熟的 AI 助理使用自�語言來確定客户意
�,�理�種語言,並在 Service Cloud 中��人工作��
促���交�和升���種人� AI 助理之間的團隊協作�

75%

對 AI 助理的�求（2020 年）

服�專�人員對 AI 的使用�所�其����
域平�高出了 28%�

�提供更出色�更���更個人�的服�,提高客户的信心
和使用率�

服�

IT + DevOps

行�人員

�售人員

61% 使用 AI

48% 使用 AI

49% 使用 AI

46% 使用 AI

成功實� AI 助理的三大支柱

小��手

儘早�動

�續�復

�理的目的���

或��,並在自己準�就緒��動�

助理�

從��類別開�,找到�先想�
���制定完�的方�和路線�
即可開�使用�

�擇一個��為可�產生影響的�域
客户� AI 助理的互動方式和�人工

客服或 Web 自助服�截�不同�收

����料的唯一方法就是�動並
學��

19 | 趨�二

收��料�,�就可�相應�發展 AI
瞭�意�類型�提出的問題���何
回��

當�增強了 AI 助理的�力,它的個
性�會�之變�,並��的品���
一��

智�工作��提供洞�和企�
生產力

在互不��的��中,工作會影響員工生產力和員工��度�
現在,���百�計的員工使用為企�辦�設計的��在家
工作,��者不僅益發重�,�面臨更大的�險�
企���開�意識到重�設計��和建置智�工作��的價
值,它���料� AI ��興技�結合�來,從而使���
��到��和自動��

表現�佳的企�正在� Salesforce �其���整合�來,
並設計�人為本的智�工作���當核心客户生命�期�理
�序��到 Salesforce 之�的���,�報�可在整個企
�端對端�動,從而使員工的工作更輕��更���更高效
⸺ �終增加企�的盈利,並增強員工和客户的�驗�

Salesforce 客户�何在��中使用智�
工作���
Sales Cloud

�在客户鎖定和���理工作��,��更
����引客户並��成本�

Marketing & Commerce Cloud
訂單�理�庫存�蹤�產品推�和下一步�佳
行動工作��,��提高轉�率和��效率
Service Cloud

事件路徑���轉�和自助服�工作��,
��改�服�並��成本�
IT Cross-cloud

�險�理和��性�工作��,��改��

��維���並使工作���重點��一��

在 Salesforce 中使用智�工作�的
企�的主���成果�

86%

提高了客户服��意度

83%

提高了員工�意度

76%

提升了企�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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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佳的企�在 Salesforce 中建立智�工作��的可�
性高出了 76%�

表�企�目�正在
使用智�工作��
的受訪者

28%

表現�佳的
企�

其�企�

50%

「智�工作�
�的自動��
常重�……

我們在 Salesforce 中使用�的儀表�,可幫

助面對客户的團隊儘�瞭�客户�求�相關
�訊已經�類,並可�用於���效�為客
户提供服��」

Devetta James
AmerisourceBergen Drug Corporation
客户����副�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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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 計 是 � 效 的 AI 的
基礎
��設計對於開發�效的企�� AI ��方�至關重
��它會考��何��在何�增強��,�便在正確
的�刻為使用者提供洞� ⸺ 而���找��心設計
的 AI �助于做出更明智的��,並在員工�客户之間
建立更��的�繫�

��設計考�人（員工或客户）的發展,並強� AI �在哪
�方面產生�大影響 ― ��服�升�定位�確定�險客户�
�發產品推�或�整價格�
表現�佳的企�在 Salesforce 中應用��設計,�便��
為員工和客户提供 AI 洞��自動�和個人��使用��設
計來實現其 AI ��方�的企�正在制定一���並且�異
�的成長路徑�

為了��輕�的�驗,企���構想正確的�域和自
動�的��點,�便�用 AI 洞�確定員工和客户何
����何採�行動�

77%

�效的 AI ��方
�����設計�

目�使用�何 AI 技�的企�,
� 77% � � 設 計 方 法 應 用 於
Salesforce�

表現�佳的企��設計方法應用於 Salesforce 的
可�性高出了 29%�
8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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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企���何設計方法應用於其 Salesforce
實�的受訪者

表現�佳的企�

其�企�

下一步計畫是
什��
趨�二

��位�為�先的轉變推動我們在 AI 之路上走得更��更���
使員工和客户���繫,就��日趨��的���工作��和�料
負載�企�正在採用企�� AI ��方�,用於改����結,推
動�的成長,變得��往更智��更強大�
表現�佳的企���且大規��用 AI 洞��自動�和個人�,改

�整個企�的客户和員工�驗��們�由� Salesforce Einstein �
Work.com 和 IBM Watson �其���方�相結合來實�平台�略,
瞭�疫�的��影響,並�客户�報��的�用到每個��中��
�,�們使用��設計來建立智�工作��,從而為企��員工和
客户增加�的價值�

「AI 工具就是未來,但�果�少了一�使用者的�效參�,
它們只是一個科學專�����投��間和�源來測試�收

�回�,利用��工具建立�當的��,確�洞�切實可行,
並�得成功�」

Steve Kozek
Citizens Bank
��銀行����副�裁
「我們正在使用 Einstein 協助�理來自設�的物���料�我們

的設�產生了豐富的抽樣�料,可���見的用於 Salesforce,
在問題發生之�提�客户,功��常強大�」

Brandon Acosta
HoltCat
企���副�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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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員工���
健��助於��
�彈性的企�
趨�三

在疫�之�,��見的企�已經��瞭�了員工�驗和福祉的
各個層面�2020 年讓�項��成為所�企�的當�之����,
企���開�� Salesforce 整合到��中,�在建立�彈性的
工作場所���措�使工作場所��預測和�應疫��來的�
�影響,為員工��復工做�準�,並��員工�客户的健��

�去

去年,我們討論了對行動應用�式的�求不斷攀升,�在
使員工��從�端存� Salesforce,在辦�場所之�高效
�工作�

現在

由於疫��使�球大��員工�開傳�的辦��間,轉變
為�端辦�,員工��的不僅僅是行動功���種轉變給
所�����部門�來了�力,尤其是�位行����和
客户服��必�的工作人員和現場服�員工���獨�的
支援���和�料,幫助�們���完成工作�表現�佳
的企�使用 Salesforce 來��和支援員工�其��,�一
步推�實現�定�成長和彈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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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和�難回
復旅�五步�

面臨危�
1. 被動�應式���員工�於生存
�式

實現�定
2. �改到正確方向�員工在�端工作,
但不注重結果

�復��
3. �合工作工具和培訓�重�建立員工
的生產力

��回應
4. 提高員工敏捷性�提供更�技�
提升的�會

具�彈性

面向未來的企�正在� Salesforce �
一套員工復工��方�整合�來�

5. 員工可����應另一場

Salesforce 的 Work.com
工作場所�揮中心

IBM TRIRIGA
設��理��度

IBM Disruption Recovery Insights
預測性洞�

IBM Digital Health Pass
��者�蹤和健�狀況

Watson Health
�部健��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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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冠病�疫�供應�
疫���

危�

�障員工和客户健�

企����面瞭�疫�的�險,��開放或關閉��場
所��採�的措��企�必須結合來自�部和�部�料
來源的洞�,�障員工和客户健�,並找到�效的��
執行和成長之路�
企�面臨重重障�,首先就是自�的�難準�和�險�
理���企�必須��提��月預測疫�的�續影響,
並建立�制��來�理人力中斷�

許�企���開�採用 Salesforce 的 Work.com 和 IBM
的 Disruption Recovery Insights ���方�來建立健�
������揮中心��揮中心使企����蹤員工健
�������者�蹤,並為企�提供 AI 支援的洞�,
瞭�影響��的�險�法規和行為��類��方�使企
�����對應�部和�部挑戰,並預測�法直��制
的�況��種�度的準�和主動�險�理可�對員工復
工的準�狀�和意願產生積�影響�

「我們正在使用 Work.com 制定『復工』計畫�我們正在

建立一種�制,確�員工在復工��受�冠病�檢測並�

得�准�經由使用 Salesforce 中的���理,我們��蹤
和��員工的健�狀況�”

�國國民健��險�司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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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彈性���的工作場所的
主�障��

7
10

5
10
4
10

表�主�障�在

於 � 部 因 素（ �

��共衛生法規�
�費者支出）

表�主�障�在
於員工的復工準
�狀�

表�主�障�在
於企�的準�工
作 / 中斷

員工健�影響���定和
成長

為了對應疫��來的�力和動盪,企���引�並�
展了員工健�計劃��想留住員工並激發生產力�促
��繫和成長,企���關心團隊的整�狀況,包括
員工的心理和�緒健��

Salesforce 推出了 Work.com,為企�的員工�料�來
了�明度和洞�,就和�端平台為客户�料�來的一
樣�它們為組織提供了一種�員工動�生活為基礎,
�而瞭�和回應其�求的方法��種方法�助於員工
的心理健�,�而影響個人和團隊的士��生產力�

�由�員工健�放在首位,企����利用���⻣�
效應�越高的員工��度��來越�的客户互動,�終實
現���定和成長�
表現�佳的企�正在實�合�的計畫,在實現���彈性的工作
場所的路上,為員工提供支��Salesforce 和 IBM 的��計畫
��包括�

• ���診�理假
• 技�培訓
• 從��層開�提高�明度並增�溝�
• �大兒童��福利

為了應對疫�,企����先考�
員工和客户健�,��來建立信�,
從而實現�定和成長�
表現�佳的企�關注員工和客户健�的可�性高
出了 33%�

84%

表�企�更關注員工和客户健�的受訪者

64%

表現�佳的企�

其�企�

在�國,只�四�之一的員工表�,�們相信自己的�主��
在復工方面做出合乎�德的明智��,在經濟影響�個人健�
和福祉之間�得平衡�表現�佳的企�正在�力彌補�一�口�
IBM ��價值研�院對 6,121 位�國成年人�行的市場研�
洞���,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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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位�關�

目�,在�球大����,面對面會議�共�午�或
參加產�會議�日常��互動仍�法�復�但建立關
�和人�對於企�生產力�客户互動和��成長仍�
至關重��

Salesforce 支�員工��位�方式�客户之間�行更
��的互動�越來越�的員工開�在 Salesforce 中�
蹤客户參�活動,�意味�企����得更準確的�
料和更高的�明度,從而提高�部協作和生產力�

表現�佳的企�加大了�下
方面的投��
���動的����方�,��
Salesforce Einstein 和 Tableau

53%

表現�佳的企�正在��加� Salesforce ��路線�
和投�,從而超越對於採用�位�轉型戰略和思維方
面�較緩�的競爭對手�

76%

部署協作功�,�� Quip �
Community Cloud

44%
75%

客户�料�私和����方
�,�� Salesforce Shield 和
Salesforce Blockchain
51%
58%

「疫��使我們的��團隊��了對於面對面�客户互動
的 依 �, 轉 為 採 用 更 � 泛 的 � 位 � 推 � 方 式� 我 們 利 用
Salesforce 的�蹤功�和���析來傾�客户�求,�蹤每
年的客户互動�料,並找到在�種環境下�展團隊的�方法�」

國�金融服��司
�事�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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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佳的企�

其�企�

工作場所彈性對於��成長
至關重�
工作場所彈性�定了企�在�境中��復甦的�力��
一成果���代又�支�所�其�方面,即��增長�
生產力提高�成本��和客户�留��而,�否實現真
正的彈性��於企�是否�由正確的��和工具支援員
工,從而在危���變得更�明�
�場疫�引發了�端辦����社交���學校停課和
衛生�求�變�,大大增加了員工�驗的��性�為了
�得成功,員工��先�的�位�工具�交互��並�
心設計的�端基礎�構,��支援���心理和�緒健
�的工作���

大��企�仍�於疫�
復甦旅�的初期�段�

面臨危�

很少�企��到真正的彈性,大��企�仍�於復甦旅
�的初期�段��實現彈性,首先�生存下來,而且�
��力於端對端轉型,使員工��對應未來的危��
企�的 Salesforce �位�轉型旅�越��,就越���
個目���們的�位互動�力使之��評估�回應和更
���對應影響員工�求��力和經驗的�部力量�

35%

34%

35%

實現�定
34%

22%

�復��
22%

��回應

10%

10%

具�彈性
0%

29 | 趨�三

0%

下一步計畫是
什��
趨�三

企��果�在不斷變�的��環境中��更出色的員工�驗,就
�加�實現�定的旅�,駛�實現成長和�性的�車��
表現�佳的企��先考�員工健�,��投� Salesforce 在整
個企�中提供關鍵支援�從健����到 AI�智�工作��和
�心設計的���理�序,端對端的方法可幫助團隊��推�其
�位轉型計畫�

「坦白�,疫�給了我們�的�會來做正確的事��我們�
�為那��法支付帳單的失�客户提供�理服�,並為��

和現場員工�來額�的關懷�溝�和支���方�,幫助�
們度��段艱難�期�」

Shawn Draper
Lumen
�球企�平台副�裁
「由於發生疫�,我們增加了�客户和企�同事��位�方

式溝�的�求�Salesforce 是一個關鍵平台,支援我們� 所

�的個人�方式�員工溝�,我們對 Salesforce 的採用因�
而增加�」

Marco Cornelli

ABB �球市場����訊��主�
ABB �球 Saleforce 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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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拉大了
「已實現」
和「未實現」�位�
的企�之間的��
趨�四

疫�在所�企�的�位轉型計畫中都引�了波動��而,那��位�旅�更
��的企�可�更���採�行動,利用現��端��方�的��,拉大「已
實現」和「未實現」�位�的企�之間的���想��免�終陷��續�大
的市場鴻溝中錯�的一端,唯一的方法就是� Salesforce �其���實現端
對端整合,從而���應並�住�的���

�去

去年,我們討論了 Salesforce �何成為關鍵��應
用�式,���專��理�回應不斷出現的變�,並
�����相關�

現在

在�個�的�位�先�代,Salesforce 對企�具�
��的重�性�我們的研�顯�,企�正在加�對
Salesforce 的投�,用於回應當��求,並�得競爭
��,並在危���變得更�明�在疫�的�續影響
下,�們開�� Salesforce ��台和�台��整合
�來��增加了客户�報,並提高了���度,�助
於提供相互�結的人��驗,在市場上�先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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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不平衡的��復
甦�度凸顯了�績��不斷
�大

疫�之�

疫�期間

疫�之�擁�成熟的 Salesforce
基礎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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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之��於 Salesforce �位�
轉型旅�初期�段的企�

在 Salesforce 中 的 整 合, 推
動��復甦並�得��成果

疫�之�,在�位轉型曲線中���先的企���更�效
��定��整並開�復甦����� Salesforce 對企�的
戰略重�性提高（受疫�影響�一步增強）,企���開
�協�和重��構 Salesforce,�便�足自己不斷增加的
跨部門�求��初在單一��部門中實� Salesforce 的企
�現在開�� IT 部門合作,整合並重��構 Salesforce 組
織結構,�便����合規的許可�為基礎,�得�料的
可見性�協作之間的平衡�

��建置正確的 Salesforce 組織結構,企�可���整合,
並�得更��的��視野��種整合使溝�和協作更輕�,
從而加�復甦�度,�得更�的結果�

25%

的受訪者在疫�之�擁�成熟的

29%

的受訪者受疫�的直�影響增加

12%

的受訪者在疫�之�擁�成熟的

Salesforce 基礎

了對 Salesforce 的投�

Salesforce 基礎,並且 受疫�的
直�影響增加了�方面的投�

�擁�成熟的 Salesforce 基礎又增加了
Salesforce 投�的企�,其在��復��
路上走得更�的可�性

高出 47%

疫�之�擁�成熟的 Salesforce 基礎
的企�在復甦曲線中���先�
��

35%

成熟的基礎

成熟並投�

95%

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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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8%

疫�復甦

65%

面臨危�

實現�定或�得更�的成果

* �參�� 25 頁的復甦�段

���動的文����台和
�台��整合
�論是居家�是工作,人們都希�更方便�更輕���
得訊息�疫�推動了�位��和互�的智�設�的普�,
讓人們�慣於期�所�企�都�提供即�服�和洞� ―
而不僅侷限於科技�頭�為了�足對�種���動�球
文�的�求,企���變革�台��,�動由 AI 支援
的下一�段,即智� CRM�
表現�佳的企� Salesforce 整合�來,用於強�和支
援更��的�台洞����,�售企�和製��� IBM
Sterling Supply Chain 中的�理

�度整合對於端對端�位轉型至
關重��

�料� Salesforce Commerce 和 Marketing Cloud 整合�來,
�便增加�售和供應,提高行�效率�金融�構正在使用
MuleSoft 的 Accelerator for Banking（一套 API 設計和 實�,
用於��證明�帳户摘�和發�付�）,�便���實現�
���現代�,並�放企��料來更��交付�位 計劃�
��使用 MuleSoft �整合��方�,企�可�設計靈活的
端對端��和��,為整個企�提供即�洞��

MuleSoft 整合
�佳實�

開發���理�序,用於����變更���影
響和技�可行性�
使用較短的衝刺�期,在頻�的代碼發布中�先
考�一�使用者的�求,同����險和成本�

65%

MuleSoft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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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1% 的 MuleSoft 客户計畫�
大對 Salesforce 的使用

規�並再�使用代碼和整合設計,�便支援並加
�未來的專��

在�大使用的� 61% 的 MuleSoft 客户
中,� 65% �增加了�其��料來源
的整合（受疫�影響）

端對端��自動�可�提高
敏捷性並增強危�回應�力

疫�讓日常��活動��停止�已經在 Salesforce 中實現
����自動�的企���更��度�早期�暴,�定並
�應�的工作方式,�而重�步�成長軌��

�論是為服�代理�式提供庫存可見性��蹤訂單,�是
向�療�健專�人員提供患者�險詳細�訊�制定合�的
�理計畫,��自動�可�使�乎�何行�的客户服�變
得更加輕��Salesforce 客户正在使用 Lightning Flow 之
類的產品,讓建立工作��變得更�單�更���更敏捷�

����可�根���執行��,��使用者完成��
的�理�序,並給出下一步建議�

危�和�險�理預測（尤其是�自���和��變��關
的預測）表明,�冠病�疫�不會是�十年�的唯一�難�
高��矚的企�正在研��何�� Salesforce 端對端�
實現��自動�,�便對應當�危�,並在未來變得更
�彈性�

57%

在 Salesforce 中實現端對端
工作��自動�的 Salesforce
客户發現,�行���整變
得更加輕��

表現�佳的企�� Salesforce
�的工作���其�����
�來,�助於端對端轉變��
���
在 Salesforce 中�成了�下工作��自動
�的表現�佳企�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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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投�了 Salesforce ��更��
�行�整

88%

78%

75%

60%

員工規劃（人力�源�採購）

客户關懷（客户服��現場服�支援）

客户成長（行����）

客户�益（定價�報價�財�）

「 � 由 使 用 Field
Service Lightning,我
們��了�一線員
工的�間��……
�可�確�我們���的方式�引合�的�

客��合�的�店,並購買合�的產品�」

Shoba Ganesan
FritoLay North America
IT �售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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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間斷的�位��驗��
永續�理

�位轉型的�險從未��之高�企�的����理�序�
�料和基礎�構變得日趨強大和���現在,疫��
�了另一層的責�和�理�求�Salesforce 客户不再在
單一�端�型上�行�面對更�的�端平台��續的
功�發布�產品和整合,�讓 Salesforce 維�和��
�����同步,就���行不斷的實��理,才�
�得真正的投�回報�
正�本報告中所討論的,���� Salesforce ��專
�技�,包括�人為本的設計��料�理���整理
和���理�序自動��當�考��何在��戰略�
產�破壞�人才�理和員工文�的�景下應用��技

企���的 Salesforce 和技�基
礎�構��專家�的永續�理�

63%

的 企 � 在 其 Salesforce 實 �
中部署了�包的永續�理和
�續��

表現�佳的企�使用�包的 Salesforce �理服
�的可�性高出了 52%�

��,就�更完整�瞭�真正�� Salesforce 所�的
專�知識�

很少�企���在�部�理�種�別的��工作�表
現�佳的企�正在投� Salesforce 合作�伴,目的是
建構�應靈敏且�彈性的���力,同��終專注於
核心�� ― �是一種��發展的趨�,正在拉大「已
實現」和「未實現」�位�企�之間的���

87%

57%

表現�佳的企�

IBM Garage 方法提供了表現�

佳的企�所�的永續 Salesforce
���
• 企�設計思維

• 敏捷團隊和技�

• 共同建立的��人為本的��方�
• ���展�提升�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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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企�

共同��
共同��

共同執行

下一步計畫是
什��
趨�四

�位轉型已��其發展的下一�段�從面向客户的���行到了�
台��,正在���放�料來支援下一�段,即智� CRM���,
不僅客户��智���方�,員工�在依�日益��的��和��
來���繫和生產力�經由�跨所���和平台�行端對端整合和
�驗設計來改�員工�驗的企�,�建立顯�的競爭���

表現�佳的企�正在��對 Salesforce 平台的投���們�先考�
MuleSoft �整合��方�,�便� Salesforce �整個�����
來,同�重�設計�理�序,並����動的��作為核心�採用
�合�端��的企�踏上了實現真正的彈性之路,�是一種自我�
勵的改��期,�助於不斷提升和確定「已實現」或「未實現」�
位�的層面�

「我們使用 Salesforce 來為銀行工作人員提供洞�,

從而提高�們的工作效率,�終使客户受益�我們�
繼續開發更��的功�,��為銀行工作人員和客户
提供推�提�和下一步�佳行動�」

Steve Kozek
Citizens Bank
��銀行����副�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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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方法

� 年 的《Salesforce 現 況 報 告》 � 別 � 基 於 � 個 �
素� 對 Salesforce 客 户 � 行 定 量 線 上 � �� 對 使 用
Salesforce 的企�的主��行定性訪��
本���在 2020 年 7 月至 8 月展開,跨 23 個國家或
��,�得了 1,332 �合格的��結果�在 2020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對位於北�����拉丁��和�大
利亞的企��行了 15 �主�訪�,每�訪�的�間約
為 60 �鐘�
IBM �牛津經濟研�院合作�行定量��招��定性
主�訪��
��招�工作由 IBM �牛津經濟研�院共同���

主�訪�由牛津經濟研�院執行,受訪者由 IBM ���

定義表現�佳的企�

�年,表現�佳的企�占報告樣本的 23%��下�計�料表�
����受訪者�表現�佳的企�具��下所�屬性�

�們�客户為中心並��足客户�求�

�為�們可�主動瞭�客户�求�

82%

83%

�為�們可��足客户期��
�們專注於員工��和健�,��為員工提供�
得成功所�工具的�力�
63%

�為�們��提供��式工作環境所�的�效協
作工具�

48%

�為�們支援對知識庫的�線和�端存��
�們正在投��興技�,�便預測變�並提高
彈性
44%

�為�們經由使用 AI 和其��知�力提高了生
產力�
59%

�為�們正在投�物���RPA 和其��興技��
本報告中「表現�佳的企�」�「其�企�」之間的所��
較�具��計學意義（信�度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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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
Salesforce 現況報告
���料
24% IT

63% �高�主�

�位

12% ��

11% 副�裁
4% 經理

7% SF �理員

16% ��

工作��

19% 金融服�

17% HLS- �共市場
9% �訊��信和
��
6% 其�

�理�域

70% 北�

16% ���中東和��
10% 亞太��
4% 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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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支援
15% 其�

31% 製��

行�

12% �售
7% 財�

3% 其�

17% CPG- �售�

16% 市場行�

企�規�
（��元計的收�）

20% 100 億�元或�上

36% 10 億�元 - 99 億
�元

27% 5 億�元 - 9.99 億
�元
17% �於 5 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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