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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導向企業的改革
銀行如何透過資訊、洞察及互動創造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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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導向企業的改革

出任何出乎意料的迫切需求，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必須好好面對

簡介
今日概況：臉書有 845,000,000 位使用者。1全球有 12 億活躍的

這個問題：「我們是否準備好了？」

行動寬頻用戶。2 Apple 的 App Store 有 500,000 種 App。3您身
邊的每個人都可行動上網。電腦甚至能擊敗益智競賽「危險邊緣」
(Jeopardy!) 的冠軍。

客戶導向企業有能力處理將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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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速發展的客戶體驗需求下，銀行近二十年來都在處理客戶管
理的優先順序問題。發展迅速的自動提款機以及客服中心改變了

回溯到 2006 年，當時臉書仍沒沒無聞。您必須等待一年以上才
能目睹首支 iPhone 上市。5而「應用程式」(App) 不過是您平時
隨意下載的小工具。

長久以來只注重分行服務的客戶關係。資料庫和直效行銷策略更
是造就了今天大家熟知的客戶關係管理 (CRM) 概念。而蓬勃發
展的網際網路與網路銀行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將主導權轉至消費
者身上。因此分行的通路功能需要重新思考，否則將面臨快速淘

現在請想像接下來的六年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用什麼畫面存取
應用程式或網路？或者，其存在的方式會和現在一樣嗎？或許客
戶會使用已植入腦內或手中的顯微裝置來存取檢查帳戶。或許您

汰的命運。現在的客戶都希望與銀行往來時能不受時間地點限制、
透過電話直接向客服人員諮詢，以及使用行動裝置取得支票的快
照。種種事實都讓我們相信：

的信用卡上會有超薄的觸控式螢幕可顯示餘額與歷史記錄，並可
驗證您的指紋。又或者人們只需對空氣說話，就能指示要在不同
銀行帳戶間進行轉帳。太荒謬？或許吧。不過請再看看六年前，
人們不會在生活中對每位親友抱怨早餐或分享小孩照片，但今天
有很多人會在社群網路上這麼做。

這對現在的銀行行銷和客服人員來說，意義為何？當許多業者爭
先恐後地想找出，炙手可熱的社群媒體或行動應用程式對當今的
銀行業務來說有什麼意涵，但我們真的能準備好面對未來的挑戰



變化不曾間斷且無可避免，大大超出我們可掌控的範圍。



客戶資訊是重大改變的關鍵，也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企業必須鞏固資訊基礎與靈活度，才能駕馭瞬息萬變的趨
勢。

如此迅速的變化讓某些銀行非常擔憂未來，因為過去的改變通常
讓他們應變不及。但也有業者妥善應對，視改變為契機。他們透
過有效的客戶關係管理，遠遠地超越競爭對手。

嗎？

事實是我們不知道客戶思維在將來會有什麼轉變，不過一家優秀

變化不曾間斷且無可避免，大大超出我們可掌控的範圍

的銀行要能夠準備好必要的資料基礎架構，以把握每個契機並戰

呈現爆炸型成長的智慧型手機、App 應用程式、社群網路以及現

勝接踵而來的挑戰。這樣就能先奠定良好根基並於競爭時取得先

今科技所產生的巨量資料等，都是瞬間竄起的主流趨勢，也加速

機，藉由有效運用客戶資訊、洞察及互動服務成為領先群倫的客

了客戶服務方式改變的步伐。舉例來說，現在常常聽到某項活動

戶導向企業。優秀的銀行隨時處於備戰狀態，不論客戶方面發展

藉由社群網路與行動裝置吸引成千上萬的人參與。社群網路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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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裝置也讓個人更有主導權。若有不滿銀行服務的個人顧客，將



負面情緒發佈在推特上告知私人網路內的家人好友們，對銀行就
會造成無從彌補的損害。相對地，正面的社群訊息影響力甚或超

客戶導向策略的業者將明顯佔優勢。

我們目前的客戶資料是否可使用且可存取，以便即時啟動新通
路或功能？是否能滿足客戶需求且不落後於競爭對手？



過昂貴的電視品牌廣告。

若說今天的市場環境是由消費者來主導，完全沒錯。可立即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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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組織是否能根據事實和洞察知道客戶的行為、期望與要
求？



我們與客戶互動時要如何運用這些洞察資訊？



我們公司現有的客服模式組合已很複雜，是否還能成功整合新
的客戶通路和功能？

客戶資訊是重大改變的關鍵，也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客戶資料無所不在。結構化、非結構化、社群、巨量、精密、快
速資料等。從消費者的日常財務與社群活動當中，可發現大量的

客戶導向企業的實際案例：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來自巴黎的全
球性銀行集團

交易資料和非結構化資料，其環境背景、形式或速度不盡相同。
優秀的銀行在收集這些類型的資料後，若能迅速熟練地運用適當

法國巴黎銀行想要透過資料控管來建置高靈活度的基礎架構，以

分析工具進行分析，便可發掘資料導向機會並找出資訊庫蘊含的

便迅速提供創新產品服務與個人化促銷活動。為了實現這個策略

各種洞察。然而，這也為銀行帶來難題，因為他們必須竭盡心力

願景，銀行必須在每次往來時都以客戶為中心。也就是要建立一

加強資訊策略與方案，才有能力處理不斷湧現的資訊與機會。

個靈活架構，讓銀行員工得以根據客戶需求快速提供產品服務組
合，還要視客戶的資料與服務通路來提供差異定價，以及發展能

對於銀行業的行銷或技術領導者來說，客戶導向的主流趨勢頗具

夠依需求及時供應的多品牌客戶忠誠度產品。實行這種策略可減

意義。根據最近 IBM 針對 400 位銀行行銷長 (CMO) 所做的調

少新產品行銷與促銷的時間，所以員工能根據市場情況靈活且迅

查顯示，銀行行銷人員所面臨的三個主要問題依序是：「資料爆

速提供產品服務。更重要的是，客戶因此體驗到跨各種服務通路

炸」、「社群媒體」及「通路和裝置的增加」。6 另有一份類似 的

的客製化產品服務。

IBM 研究調查，調查對象則換成資訊長 (CIO)，其結果顯示有
78% 的銀行技術主管選擇「洞察與商業智慧」是他們未來五年的
首要任務，第二名則是「親近客戶」(77%)7。
因此，當我們急於分辨哪些資訊真正有用時，社群網路、行動裝
置和海量資料卻已為銀行的客服方式帶來最新變化。若我們回首
以往客戶導向的記錄 (不論是一開始的郵件精準行銷、研發自動
提款機的螢幕流程、撰寫電話客服中心的話術稿或者設計網路銀
行)，會發現關於以客為尊的基本問題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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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須建構基礎架構與靈活度來掌握變化

如果回首五到六年前，我們得知未來變化的速度必定超乎想像，

銀行若希望透過運用客戶資訊來掌握客戶變化，必須轉型為客戶

所以對於將來所發生的激烈變動也無需驚訝。現在就做好準備。

導向企業：也就是知道如何利用客戶洞察，在與客戶互動的關鍵
期刻採取適當的行動。銀行旨在提高客戶忠誠度、減少客戶贏取

把握三個關鍵要素：資訊、洞察及互動

成本，並期待每位帳戶持有人能帶來更高收益與獲利，因此眼前

在確定目標是成為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後，下一個任務就是定義

的機會十分關鍵。然而，風險也更高：辛苦建立的聲譽可能因社

其內涵，並了解需要什麼能力或規定才能達成此目標。聰明的企

群網路的負面消息而毀於一旦，忠誠度也可能瞬間消失殆盡，而

業正在研究轉型為客戶導向模式的三個基本要素：資訊、洞察及

大量投資方向錯誤的新科技則會導致災難性的失敗。

互動。

銀行若能正確執行以客戶為中心的策略，應可帶動許多優勢或成

這三個基本要素可協助銀行掌握廣泛龐大的客戶資料資產。它們

長利益。此外，也可增進客戶體驗、提升客戶贏取率、增加客戶

可協助銀行將資料轉為與客戶相關的實用觀點，用來處理複雜的

維繫率並最佳化產品組合或帳戶數目的市佔率。這對所有類型的

客戶難題。這些要素必須套用到處理程序及商業應用程式。另外，

銀行業者來說都很重要，包括追求提高消費者帳戶獲利的零售銀

它們也可協助銀行將洞察轉化為與客戶往來時的實際行動，或者

行、往來對象是機構型客戶的商業銀行、高淨利市場以及針對「無

應用於商業背景以及所處社會環境。

銀行帳戶」的新興市場。當然，一切都必須在成本降低的前提下
完成，因為目前銀行業的資本和利潤緊縮，且面對的是接踵而來

這三個要素作用時既融洽又有條理順序：

的市場變動、日趨嚴格的法規限制以及其他各種市場阻力，未來
充滿不確定性。而轉型為以客戶為中心的模式應有機會將消費者
帶至具有成本效益的通路，並針對特定客戶提供適當規模的服務
以降低成本。

不過，最重要的或許是轉型為深度客戶導向模式時，銀行必須能
巧妙且迅速地感受到客戶行為與所在環境的未知改變，並立即反
應。簡單來說，他們必須建立基礎架構與靈活度以面對未來變化
所帶來的挑戰。先要具備客戶資訊、洞察及互動服務等方面的基
礎後，才能於合適的時間掌握契機。如此一來，可將「對未來的
恐懼感」轉化為積極正面的信心，視變化無常的客戶需求為值得
開發的資產，而非急需解決的障礙。

資訊可被視為基本實務與初始資產，其衍生自往來互動、交易及
銀行收集的社群資料。若能進行分析並從資訊衍生出實用商業智
慧，便可深入了解客戶。

洞察本身具有可預測性，且提供銀行感知與回應的能力。運用洞
察是為了在接觸客戶時 (例如在分行內、使用行動應用程式或網
路時) 影響及促成互動，創造一個難忘的客戶體驗。

IBM 銷售及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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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組織便會遭遇難題。此外，大部份組織都已詢問許多第一線
人員和客戶，所以應特別謹慎處理技術的運用時機與方式。

邁向以客為尊的卓越等級：從基礎到領先
銀行業 (整體來說，或者以業務單位或部門來看) 在聚焦客戶的
過程通常會有不同的成熟度等級。有的會先比較競爭對手的作法，
有的則快速脫穎而出。我們可以將這些不同等級視為「轉型階段」
：
屬於銀行客服特定作業狀態的成熟度升級過程。這表示每個組織
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有的銀行會選擇只採用不同階段的某些面
向，或者改變順序以符合本身的特殊狀況。

將這些階段視為基準，仔細檢視自己的運作情形。您的表現有多

影響及促成
轉型為客戶導向企業的三個基本要素

好？您要求進步的程度有多高？
成功的跡象：客戶導向企業應具備的一些活動

下列是今日客戶導向企業的所尋求的關鍵性活動：
互動就是在溝通、交易及客戶體驗中體現這些洞察的時機和方式。
組織必須藉此機會捕捉和注意所有接觸點和通路的新客戶資料，

為全新的自己找出單一面向

建立起權威性的客戶資訊。

請統整出單一客戶面向以建立權威性的客戶資訊來源。畢竟，倘
若您無法在與客戶互動時確實了解其行為思維，接下來就抓不到

這個循環不斷地被採納、延續及進化。真正的價值是來自銀行對

方向。對於許多銀行來說，單一客戶面向是遙不可及的一個夢想。

於本身收集的資料 (資訊)信心度為何，這些資料能協助銀行更了

請往您的夢想邁進。為了實現單一客戶面向，您必須從客戶資料

解客戶 (洞察)，最後則為溝通與活動帶來優異成果 (互動)。然後

的當地擁有者 (如業務單位、事業線、通路負責人等) 以及高階

則依情境運用相關的客戶知識來進行更有意義的對話，促成更堅

主管 (其將獲益於企業的全面性客戶觀點) 中培養「只相信事實」

固持久的關係。

者。每個參與者都獲益良多。協同夥伴一起進行改變，讓您自己
也受益。

優異的成果來自深度的洞察，而深度洞察則歸功於高品質的資料，
這些資料會在每次互動中適時加以運用。最後這些資訊會進行整
理歸結，以了解第一線人員或客戶認為這些資訊實用與否。如果
他們不認同這些資料，則洞察也會變得不實用，原本視危機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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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您的資料

但是關於資料倉儲內容與功能，請不要停留在以往的觀念。相關

一家客戶導向的企業必須擁有完整、高品質且可存取的資料。還
要建立客戶資料倉儲和資料模型，確保全銀行的資料都可信賴。
具有良好資料模型的資料倉儲可提供關於客戶和客戶區隔的一

工具、技術及實務應用近來可說是日新月異。即使您已明瞭一切
資料倉儲內容以及其實務應用，轉眼間可能又有許多新發展。您
必須能與時俱進。

致性觀點、也可提供深度洞察以進行優質的客戶服務，更能確保
各事業線的協同作業沒有隔閡。擁有正確的資料模型十分重要，
因為它能建立全銀行共用的詞彙與術語，同時加速開發商業分析

結論是組織在受益前，不需要從轉型初始階段就費盡心力想廣泛
取得資料。他們可以在資料隨著時間而改進時，從中逐步獲得利

功能。

益。

轉型階段

包含

第一階段：整合客戶資訊 將資訊視為策略性資產並進行徹底簡化與高品
質資料處理，使其成為客戶導向企業的基礎。

定義活動

維持客戶資料的權威性來源，據此改善客戶服務並增進
銷售效益。管理資料配置與存取以符合法規和隱私權規
定。

第二階段：以客戶為中心 發現隱藏性的洞察以預測顧客需求，於每次互動

透過相關資訊持續提高本身對產品用途、獲利能力、風

的洞察

險、購買行為及財務需求等方面的理解，進一步增加銷

時做出正確回應。

售、強化產品、調整訂價，同時改善顧客滿意度。
第三階段：即時性交叉銷 在洞察瞬息萬變的客戶互動需求偏好的同時，組

藉由即時事件與深度客戶洞察提供跨通路行銷活動，從

售/垂直銷售

中找出「關鍵時刻」並為求有效增加收益而付諸行動。

織必須以改善整體經驗並提供全新客服方式來
回應。

第四階段：客戶服務自

此階段可提供客戶更多主導權，並以更合理的成

改善客戶自助式服務、案例管理、糾紛管理以及事件導

動化

本提高服務品質。

向決策模式，使其能不斷降低營運成本並提高效益。

第五階段：優質客戶體驗 作一個受客戶推崇的企業，讓客戶喜歡與您往
來。

為了吸引並留住顧客，必須在所有接觸點提供一致且令
人難忘的多通路體驗，讓客戶與潛在客戶主導互動的內
容、時間及方式，以提供個人化服務。

IBM 銷售及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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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新夥伴：分析

客戶分析複雜深奧，且進步的速度和資料倉儲一樣日新月異。今
日分析工具可做到的已不僅僅是「計量」型報表而已。目前客戶

客戶導向企業的實際案例：西班牙對外銀行 (BBVA)，跨國性的西班牙銀
行集團

分析已能從各式各樣的新資料來源擷取各種資料，而不侷限於人
口統計資料和交易資料類型。組織能夠深入探討社群媒體和情境

這家全球性的銀行集團想透過社群媒體知道現有客戶及潛在客戶

資料，藉此了解客戶的觀點並聆聽對話以掌握情緒傾向。其得以

的想法。藉此銀行欲提高聲譽、維持正面形象並發現潛在的商業

在整個企業內外擷取資料以掌握更精確的全方位客戶觀點。在核

契機。其實現了消費者洞察分析系統與計劃，讓銀行得以掌握現

心客服業務內建客戶分析時，也會採創新方式加以套用分析結果，

有與潛在客戶在社群媒體網站 (如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的各

據以透過複雜的活動引擎和觸發點建立行銷與客戶活動，甚至協

種意見。而所有獲得的資訊可在銀行各業務部門間流通，有助於

助分析人員預測未來行為並改善行銷人員依客戶購買週期提供最

形成跨業務領域的整體觀點。

佳產能力，以後續根據顧客購買週期提供優質產品服務。
邁向新世代的目標行銷

自從郵購與信用卡公司最先開始採用以來，「行銷」已演變為一
門藝術與科學兼具的學問。時至今日，原始行銷策略在數位年代
裡儼然已無用武之地，消費者受夠了大眾行銷資訊的疲勞轟炸，
尤其是那些不斷透過電子媒介傳送的垃圾訊息。老實說，顧客都
知道行銷人員有哪些手法。他們能分辨出行銷人員所提供的個人
化服務優劣與否，以及內容是否與他們真正相關。您必須將您的
目標行銷能力提升至足以滿足各種群眾需求的程度。目標行銷能

正確運用多種通路 ... 作好通路會不斷變更的心理準備

身為現今行動數位裝置使用者的顧客們，對於跨通路管理時間與
活動已相當精通。您的銀行服務至少需要符合客戶在業務往來方
面的時間地點需求，即使客戶可能會在不同地點開始與完成互動。
倘若希望成為真正的贏家，您必須不斷創新，發展出超越競爭對
手的絕佳客戶體驗，甚至足以媲美其他產業中的佼佼者。您能在
電 子 商 務 方 面 贏 過 Amazon 嗎 ？ 或 者 在 使 用 者 經 驗 中 勝 過
Apple？

促使銀行跨通路透過事件導向與個人化行銷活動與顧客進行互動。
領先業界的金融機構均因交叉銷售的成功率大幅提高而增加收
益。

對於希望成為客戶導向企業的銀行業者來說，應該仔細審視本身
目前運用核心客戶資產的情況，包括客戶資料、通路互動以及其
社群與行動行銷方案的當前狀態。銀行也應評估自己「以客戶為
中心」的程度如何。然後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來識別資訊
轉換成洞察以及洞察應用於互動時所產生的差距。接著改以「由
上而下」的方式，透過諸如社群和行動媒體等有效創新方案，依
據資訊、洞察及互動成果來促成不折不扣的轉型。

結論
現今的客戶環境只需五、六年左右的時間就有超乎眾人想像的劇
烈變動。客戶決定銀行的發展方向。我們必須洞悉與客戶同步的
時機：不只是預期，還要根據客戶帶領銀行演變的方向，設法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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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客戶未來的需求。優秀的企業總是知道，若要在將來的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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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勝利，則針對變動不已的客戶環境做好妥善準備將是最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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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基於此，組織應常自問：「接下來會怎麼變化？」以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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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先做什麼？」正確的初步行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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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審視您現有的客戶服務作業，特別是目前「最先進」
模式為何，並將其與客戶期望相比較。

IBM、IBM 標誌 和 ibm.com 是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世界各司法
轄區所註冊之商標。其他產品及服務名稱各屬 IBM 或其他公司的商標。
IBM 最 新 的 商 標 清 單 ， 請 造 訪 IBM 網 站 的 「 版 權 及 商 標 資 訊 」 ：

評估您的組織針對三個客戶導向企業關鍵要素的運作成

ibm.com/legal/copytrade.shtml

效如何：資訊、洞察及互動。

本文件在發表當時保持最新狀態，IBM 隨時可能變更其內容。文中提及的
所有產品與服務並非在 IBM 事業營運涵蓋的每個國家中均有提供。

為您的客戶導向目標建立健全的願景與藍圖，定義一個短
期或長期都能帶來真正經濟價值的最佳途徑。



建立能讓您針對未來事件迅速應對的基礎。

此文件所提供的資訊係依「現況」提供本出版品，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
之保證，包括不提供任何可商用性及特定目的之適用性的保證，也不提供
不違反規定的保證或條款。IBM 產品依相關合約條款之規定提供保證。
任何關於 IBM 未來方向及發展的陳述可能有所變更或撤銷而不另行通知，
僅代表未來目標。

現在就是行動的最佳時刻。不論是客戶或是競爭對手，都不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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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市場巨變發生時，站在原地等您。隨時準備就緒，向
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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