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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金融機構又為什麼願意承擔突如其來的法令、信譽

銀行的社群化程度？
在 Ovum 最近的報告中，分析師發現有 9 成的人都在
使用社群媒體。這也許已經不是新聞。但是這些調查也
顯示只有 11% 的受訪者曾經使用社群媒體與金融機構
互動。1也許這就是為何金融機構「自認為中度依賴社群
媒體的使用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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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群媒體與金融機構互動的人數，遠不及社群媒體
的使用規模，這意味著龐大的商機。如果想要抓住這個
商機，您的金融機構必須瞭解業務潛在客戶、知悉挑戰
何在，然後積極地運用社群媒體的威力。幸運的是，美
國銀行業監管機構已瞭解此潛在商機，並且已提出初步
方針。

及營運風險呢？ 答案非常簡單：獲利成果。社群企業提
供同時降低成本並且增進獲利的可能性。

社群企業影響您獲利的方式
肉包子打狗的風險無益長期的業務健康。社群企業可以
帶來高回報，其中的利益能夠實質性地提昇機構的淨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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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Group 的研究指出，社群企業能夠在金融機構及

金融機構發現目前他們正處於社群企業導入週期的最初

其客戶之間的關係創造價值。他們的報告中指出，社群

階段。長期投資報酬率尚未能在年度報告中顯示出來其

企業能夠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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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的價值。但是商業價值 (特別是社群行銷與社群分
析的價值) 是顯而易見的。畢竟，能夠協助您更快、更

 降低客戶收購成本

便宜地與您的客戶聯繫，傾聽客戶需求的媒介只占少

 改善留客率

數。

 降低行銷與服務營運成本
 增加永續的客戶價值
 更快達成客戶關係正面報酬率
社群企業除了能在客戶關係上提供優勢，金融機構還能藉
由提昇供應商及事業夥伴的關係，進而從中獲利，包括4：

「我們可以長期記錄此真實、可預期
以及可評估的社群企業投資回報，但
卻無法融入短期的傳統試算表分析。」

 改善產品、服務及技術與銀行目標的整合
 加速解決衝突與糾正錯誤

—CEB TowerGroup 資深研究部門主任 Rodney Nelsestuen

 縮短新產品與服務的上市時間
 加強銀行、客戶及事業夥伴之間溝通的整合
如果想要達成任何長期投資報酬率，首先您必須緩解社
您的金融機構若能成功地導入社群企業策略，便能實質

群企業帶來的隱私權挑戰。銀行有責任保護客戶的財富

提昇獲利。但是您務必了解社群企業所帶來的挑戰，並

並且保障個人、機密資訊的安全。但是，絕大多數的社

沉著應對。

群企業管道目前卻是使用較不安全的基礎架構。此外，

銀行業的社群企業挑戰
金融機構導入社群企業措施時，組織將會面臨數個挑戰。

社群媒體公司的資料保護和隱私權原則卻有時會朝令夕
改。

負責人員必須如同客服與或行銷營運人力一樣，監控及

因此，導入社群企業實務的銀行必須完全理解隱私權與

回應社群企業管道。除了人力問題之外，您必須解決兩

資料保護對於客戶有多麼重要。客戶仰賴您保護隱私權

個主要挑戰層面：投資報酬率 (ROI) 與隱私權保護。

與資料，而不是社群企業管道提供者。也就是說，您所
提供的保護不僅會影響客戶資料也會牽涉您的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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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社群媒體快速分享資訊，所採取的客戶保護策略將

這些溝通僅限在員工之間進行，依據內容不同，隱私權

打造機構的社群企業信譽。響亮的社群企業信譽能讓您

考量可能從低到高。專業知識之類的資訊通常不是機密，

得以運用社群企業帶來的不同商機。

然而機構的知識可能包含智慧財產權或競爭優勢資訊，
因此必須更強烈地加以保護。

社群企業成功的階段
IBM 將各種社群平台分門別類，找出銀行業應對社群企

類似於內部社群企業分類，其餘的 5 個外部社群企業分

業挑戰的解決之道。第一個差異優勢就是各種社群平台

類，也是從低價值低隱私權考量到高價值高隱私權考量。

內部與外部之間的使用。內部分類，智慧工作團隊的社

您也應該注意，等級越高，金融機構及其客戶之間的溝

群，使用社群媒體進行：

通就會變得更有目的性。

 隨時隨地快速找出位於組織內部的專業知識

在量表的低價值與低風險端是社群參與，牽涉到金融機

 改善新進員工的上手程度與融合

構的公開發言，或客戶透過公用或銀行擁有管道的發言。

 促進員工技能與職涯發展

這會影響您的機構的信譽以及大眾對於您的產品與服務

 攫取機構的知識並且在整個組織中推廣該知識

的認識。雖然這裡的資料保護考量最小，但是因為與公
共關係有關，所以您必須建立原則與系統來管理這些溝
通。

價值
價值
價值 隱私權
考量

隱私權
考量

社群參與

目標讀者
社群分析

社群互動

針對目標
社群行銷

內部

外部

匿名

隱私權
考量

價值 隱私權
考量

智慧工作團隊的社群

圖 1：IBM 的銀行業社群企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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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高價值與較高風險的是社群分析，讓客戶透過社

價值與隱私權考量都是最高層級的是社群銀行—實際透

群媒體「發聲」。社群分析可以讓您洞察客戶的需求，

過社群媒體將產品與服務傳遞給客戶。社群銀行提供突

以及以及了解客戶與潛在客戶心目中對您的真實評價。

破性的商機，給予龐大的競爭優勢，但是透過社群媒體

資料保護受到限制，無法有效遏止收集與保留個人身分

交換個人與金融資料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因此，您必須

識別資訊。

謹慎比較潛在利益與潛在風險，例如資料安全性、客戶
認證、隱私權保護及法律影響。

接下來是社群互動。此係指使用社群媒體與個別消費者
進行互動。可以有效蒐集客戶想法與瞭解客戶對於產品

您最適合哪個分類取決於機構的組織文化、機構營運的

或服務的特定需求與客訴。與社群分析搭配使用時，社

法規環境，以及目前與潛在客戶的期望與需求。但是無

群互動能夠提供行銷洞察力與您的「實際」信譽。但由

論您選擇在哪裡營運，銀行業的社群企業都提供能夠增

於其互動特色，所以也會直接影響客戶滿意度。

加您的獲利的商機，並且提高您在市場中的地位，同時
加強您的客戶關係。

使用社群互動，能夠延伸資料保護，讓客戶可以行使其
「被遺忘權」來存取自己的個人資料。在運用社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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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以提昇您的獲利的同時，您必須瞭解並且緩解潛在

銀行業正面臨到轉型時期，一家銀行想要成功必須具備

的隱私權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包括揭露、選擇加入，以

銀行與客戶關係的宏觀視野。想要在這樣的環境脫穎而

及最重要的，明確定義哪些資料可由誰用於哪些目的的

出，需要能夠洞察隱藏在變動當中的商機的視野，以及

原則。

利用這些商機的專業知識與能力。IBM 引領科技發展已
超過百年時間，所提供的科技正是公司達成上述目標所

前瞻型金融機構會將社群企業廣範應用於社群行銷。社

需要的。

群企業管道可以有效且便宜地推廣您的訊息，並且提供
絕佳的平台，推出根據洞察分析而策劃的目的性行銷活

IBM 在全球擁有超過 400,000 名員工，是世界上公認

動。有效地執行社群行銷時，就可以增加收益並且增強

最大的資訊科技公司之一。5 此外，IBM 掌握比任何其

您與客戶的關係，但是由於其針對性亦帶來潛在資料隱

他美國科技公司還多的專利，並且在全球擁有 11 個研

私權考量，無法達到匿名化。

究實驗室。6 這些資源能夠提供所需的世界級技術體驗、
安全性專業知識及分析能力，協助您實現社群企業的潛
在價值。

5

更多資訊
如需進一步瞭解 IBM 如何能夠協助您解決銀行社群企
業需求，請聯絡您的 IBM 業務代表或「IBM 事業夥伴」
您亦可造訪下列網站：ibm.com/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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