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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多數產業而言，顧客為企業之重要資產，新顧客的產生和既有顧客的流失
皆是必然的，因此如何給予顧客有效的關心，建立企業和顧客之間的長期關係，
亦或如何篩選顧客，適當流失低價值之顧客，以增加企業最大利潤便成為顧客關
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中之重點。

隨著時代與科技

的演進，數據分析成為顧客關係管理中重要的一環。當企業 擁有顧客交易紀錄
資料，便能由此計算出顧客終身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LV)。該價值將從
顧客過往的消費行為，預測其未來對企業之貢獻程度，使企業能夠依據高低價值
不同之顧客，發展不同的顧客管理方法。
近年來顧客關係管理被廣為運用在金融業、保險業、一般零售業等產業，而
本研究將跳脫此些產業，以美髮產業為標的進行顧客關係管理之分析。美髮產業
除具備實體通路以及顧客擁有固定消費頻率等特性外，與其他產業不同之處在於
其顧客忠誠度會受到設計師所削弱，因此如何加強顧客對企業本身之忠誠度，為
其發展顧客關係管理方法之一大重點。
透過個案訪談了解與分析 A 公司之企業背景後，藉由 A 公司所提供 2009
年至 2016 年間之顧客交易紀錄，以行銷滑水道架構將顧客分群，並配合迴歸分
析預測各群體之顧客終身價值。根據 Kumar 和 Rajan 提出的顧客管理矩陣，依照
分群預測結果，針對各分群給予 A 公司策略建議，制定不同客群間的顧客保留和
發展策略。本研究將提供一套能夠有效運用在台灣美髮產業之顧客關係管理方
式，望台灣美髮產業業者欲透過數據制定行銷策略時，此架構得使業者有所參
考。
關鍵字：數據、顧客終身價值、行銷滑水道、顧客分群、顧客管理

i

Abstract
For most industries, customers are important assets for the enterprises. The
emergence of new customers and the loss of existing customers are inevitable. Hence
how to build up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ny and customers by giving
them appropriate care, or to sacrifice a certain level of those low profitable custom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maximum profit has always been the aim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and technology, data analys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Once transactions were generated,
the enterprises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records to calculate the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LV). In other words, the value can be utilize by the
enterprise to predict customers’ future contribution level via customers’ previous
consumption behaviors. Enterprises could develop different CRM based on different
CLV.
In recent year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surance industry, general retail industry, etc. However,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M in hairdressing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the
feature of physical channels and a fixed frequency of consumption of customers, the
loyalty of customers will be lessened by hair designers, which could not be seen in other
industries. Therefore, how to increase customers’ loyalty to companies is an important
key of the development CRM.
Through a case study and background research of company A, this study further
analyze the customer transaction records between 2009 to 2016 by applying NES model
to segment customers.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to predict CLV of each segmentation,
and giving different strategic advices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customer
management matrix proposed by Kumar and Rajan to develop and retain customers for
ii

company A.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set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ractices that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in Taiwan's hairdressing industry. It is advisable
for Taiwanese managers in hairdressing industry, when they are mak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by data.
Keywords：Data、CLV、NES model、Segmentation、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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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隨著科技與資訊設備的進步，數據紀錄與取得比過去更加容易，如
何將數據有效運用，便是現今行銷策略之一大重點。數據帶給企業的，不僅是過
往的行為紀錄，透過演算法，伴隨數據帶來的是「預測分析時代」。有別於傳統
4P 行銷策略，數據行銷不再只是亂槍打鳥，更能精準的進行「個人化預測」，預
測新進顧客中「誰」可能發展為主力顧客的機率、預測「每一個」主力顧客的終
身價值、預測主力顧客「誰」可能流失的機率等。《大數據玩行銷》一書同樣指
出企業應從「經營商品」的思維，轉向以人為核心的「經營顧客」的思維。在大
數據時代，便是此觀點轉型的最好時機，大數據讓「一對一行銷」、「個人化行
銷」不再是無法實現，而是基本服務。
台灣許多美髮業者跟著時代的變化納入 ERP 與 CRM 等系統，儘管如此，多
數業者並未有效利用系統所記錄的資訊內容。且台灣美髮產業之競爭越趨激烈，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美髮及美容美體業全年生產總額持
續成長，民國 95 年為新台幣 494 億元，100 年成長到 567 億元；103 年雖未普
查，官方與相關公協會估計上看 600 億元。報告中分析，國人生活水準提升，對
美髮服務的需求愈來愈高，現今約有逾六萬家美髮業者瓜分市場。因此，若能透
過數據分析找出價值高低不同之顧客，針對潛在價值高之顧客規劃發展與保留方
案，將能夠幫助這些台灣美髮業者以低成本獲取高利潤，進而在競爭激烈之市場
中保有一席之地。
在過去顧客關係管理之研究中，鮮少研究以美髮業為標的，其中更缺乏以數
據建模方式分析消費者行為之實務研究，因此，本研究選定 A 公司作為個案，透
過陳豪傑提出的行銷滑水道（NES 模型）將顧客分群，將顧客分成新顧客、既有
顧客以及睡著顧客等三大族群，配合 A 公司過去近十年間約 62 萬筆顧客交易紀
錄進行建模、分析並制定回應策略，希望予以台灣美髮產業業者一套架構，讓擁
1

有資訊的業者能夠更清楚了解資訊的運用，不致空有資訊卻無從發揮。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融入產業特性，打造專屬於台灣美髮業者之顧客分群以及
行銷策略，希望能提供台灣美髮業者一套分析架構，予以已有顧客消費紀錄之店
家實務分析方法與步驟，亦予以尚未引進資訊系統之店家未來可於數據行銷上之
努力方向。
在數據分析建置完成後，將針對每一類別的顧客以及顧客終身價值提出與之
相因應的行銷與管理策略，如何有效獲取新進顧客、維持主力顧客、增進沉睡顧
客並幫助企業將顧客對設計師忠誠度轉化為對企業之忠誠度，建立與顧客間更直
接與高強度的連結。
因此，研究目的可整理為下列三點：
1. 探討台灣美髮產業如何建立有效預測模型，以預測顧客再消費機率以及
若其再消費之消費金額
2. 台灣美髮產業如何運用行銷滑水道理論，劃分出最適之顧客分群
3. 針對台灣美髮產業提出顧客關係管理策略建議，幫助美髮業者建立顧客
與企業間直接忠誠度

2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使用 Yin（1994）提出的個案研究三大流程 (1)定義問題與研究設計
(2)準備、蒐集資料與分析 (3)分析與結論，作為主要研究流程，並將其流程細分
為七個子步驟 (1)定義研究問題 (2)設立研究方法 (3)決定分析單位 (4)決定個案
(5)決定資料蒐集方式 (6)資料分析方式 (7)分析與結論，進行研究。

定義研究問題
個案研究法
設立研究方法
定義問題與研究設計

迴歸預測模型
決定分析單位

決定個案

A 公司

決定資料蒐集方法

個案研究法

資料分析方式

迴歸預測模型

準備、蒐集與分析

分析與結論

圖 1-1：研究流程圖

資料取自：本研究整理自 Yin, 199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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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將以「新 4P 理論」（陳豪傑，2015）與「顧客關係管理」兩架構探討
並做結合。在計算出顧客終身價值後（CLV），可結合「行銷滑水道」之 NES 模
型之分群概念，依不同分群、不同價值之顧客進行維持（retain）與發展
（develop)等顧客關係管理策略。最後，本研究將以 Kumar 和 Rajan 所提出對不
同客群建置的防禦性策略，作為行銷策略制定的參考。
第一節

顧客關係管理

1980 年代開始有所謂的「接觸管理」（Contact Management），專門收集有關
顧客與企業間聯繫的資訊，主要應用在金融業、電信業及保險業上，結合銷售、
行銷、顧客服務及支援等。至 1990 年代，逐漸發展出「顧客關係管理」此一概
念，主要以量化方式計算出「顧客價值」後，針對「顧客終身價值」高低不同之
顧客進行管理的方法。
一、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至 1990 年代，逐漸發展出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概念，最早提出該概念的 Gartner Group 認為所謂的客戶關係管理是為
企業提供全面的管理視角，使企業之客戶交流能力更完善，並使客戶之收益率達
到最大。其後也有許多學者提出對於顧客關係管理的看法，NCR（1999）—顧客
關係管理是指企業為了獲取新顧客、保留既有顧客，以及增進顧客之利潤貢獻
度，而不斷地進行溝通，以了解並影響顧客行為的方法。McKinsey (1999）—顧
客關係管理是持續性的關係行銷。Kalakota 和 Robinson（1999）—顧客關係管理
的架構，是以顧客生命週期（獲取、增進、維持）為基礎，配合不同階段下對應
至不同的的功能性解決方案，將顧客關係管理之應用具有整合性（圖 2-1）。Swift
(2000）—所謂顧客關係管理是企業透過與顧客間充分的互動，以了解和影響顧客
之行為，提升顧客獲取率（Customer Acquisition）、顧客保留率（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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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ention）、顧客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及顧客獲利率（Customer Profitability）的一種經營模式。Peppard
（2000）—所謂顧客關係管理就是善用現存顧客和潛在顧客的相關資訊，基於此
些資訊做到預測且回應顧客的需要。Brown（2000）—顧客關係管理為企業對於
了解、預期和管理目前所擁有的顧客及顧客之潛在價值的一種策略。顧客關係管
理是獲取、維持和增進高利潤顧客的過程。

圖 2-1 顧客關係管理三大構面
資料來源：Kalakota & Marcia Robinson（1999）, e-Business: Roadmap for Success

綜合各個學者的概念，可了解到顧客關係管理是一種商業策略，以行動導向
（Action-oriented）的方式去了解及改變顧客的行為，以獲取新顧客、增進舊有顧
客，並維持有價值的顧客為目標。最終結果是希望根據顧客購買行為，提供顧客
量身訂做的服務，以提升顧客滿意度，進而提高企業獲利率。
二、顧客價值管理
在顧客關係管理之獲取新顧客、增進舊有顧客以及維持有價值的顧客三大主
要目的中，存在輕重緩急與優先順序。許多教科書與學者指出獲取新顧客之成本可
能遠高於維持有價值的顧客或是增進舊有顧客之成本。因此，透過計算顧客終身價
值（CLV）即每個消費者在未來可能為企業帶來之收益總和，則可針對高低價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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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顧客進行管理。
計算顧客終身價值（CLV）除可幫助企業與行銷人員了解顧客之實際價值外，
基於大數據的顧客終身價值（CLV）管理方法，將可最大化有價值用戶的利潤，並
對潛在價值高的用戶提升銷售，甚至找出其他「有價值的顧客」
。另外，計算顧客
終身價值（CLV）可幫助企業精準行銷，給予行銷人員廣告投放方向。例如：取得
一個顧客的成本（Cost Per Acquisition）不應高於該顧客之終身價值。因此，強化
測量和改善顧客終身價值（CLV），企業可以確保他們投入的資源為是當的，且投
入於最有利可圖的顧客，避免投入於產生更多成本之顧客上（Kumar and Rajan,
2009）。
在企業與顧客每次的互動過程中，企業應將資源集中於報酬率高的顧客身上，
並依靠與顧客建立之長期關係此一競爭優勢，使顧客願付金額提高，享受更優質的
服務。透過多次互動關係之累積、多系列的活動連結，塑造客製化的服務以及信任
關係，不但無形之中提升舊有顧客之轉換成本，尚能掌握趨勢變動，使得這項共創
利益的循環優勢很難被模仿者取代（Selnes, 2004; Natarajan and Shekar, 2000）。
學術界對顧客終身價值的定義，從價值形態的角度可以區分為兩類：第一類
著重於顧客貢獻給企業的現金流（Cash flow）（Wiesel, Skiera and Villanueva, 2011;
Pfeifer, Haskins, Conroy, 2005）；第二類關注客戶貢獻給企業的利益流（Profit
flow）（Bauer, Hammerschmidt, Braehler 2003）。兩者的區別在於，利益流不僅包
含了現金流之部分，還包括口碑效應、網路價值等非現金流（non-cash flow）因
素。由於企業較缺乏對非現金流因素之動態積累部分之紀錄，因此，顧客終身價
值的量化建模研究通常以現金流方式定義，本研究亦將從淨現金流的角度來計算
顧客終身價值。而現金流解釋下的顧客終身價值，根據價值涉及的時間範圍又分
為兩種定義：第一種認為顧客終身價值是客戶在整個生命週期上產生之所有淨現
金流的折現值（Rosset 等，2003）；第二種則認為顧客終身價值是客戶在未來之時
間範圍內所產生的所有淨現金流的折現值（Kumar, 2010）。這兩種觀點主要區別
顧客的歷史價值是否納入計算，在第一種定義中計算了顧客之歷史價值，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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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觀點僅關注顧客未來的價值貢獻。由於歷史價值已是定值，而未來價值的預測
對於企業的決策更重要，因此，當前大多數顧客終身價值的建模採用第二種定
義，即致力於預測客戶在未來的現金流。因此，本研究亦採用顧客終身價值的第
二種定義。基於以上分析，本研究將顧客終身價值定義為客戶在未來交易時間內
為企業所帶來的所有淨現金流的折現值。
綜合上述，本研究參照 Sunil Gupta 提出計算顧客終身價值（CLV）之公式進
𝑚×𝑟

行調整。Sunil Gupta 提出計算顧客終身價值（CLV）之公式為：CLV = (1+𝑖−𝑟)。
公式中的 m 為顧客貢獻，r 為顧客保留率，i 則是貼現率。而此計算方法有四項前
提假設：(1)顧客有固定的邊際利潤或邊際貢獻 (2)顧客有固定的保留率 (3)折現
率是固定的 (4)顧客價值沒有上限。本研究認為 Sunil Gupta 在計算顧客終身價值
時所提出的第四項假設並不適用於業界，若假設顧客價值無上限，可能產生過度
樂觀之預測情形，故將第四項假設刪除，其餘三項假設保留，並依照現今實務上
多採四至五年以估算顧客終身價值之年限假設，本研究計算顧客終身價值時將以
五年為計算上限。因此，將以一年為一期之顧客終身價值計算公式為：CLV =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 ×𝑟𝑒𝑣 + (𝑝×𝑑𝑖𝑠𝑐)2 ×𝑟𝑒𝑣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3 ×𝑟𝑒𝑣 + ……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5 ×𝑟。公式中 prob 為預測之顧客再消費機率（保留率），rev 為預
測之若顧客再消費其消費金額（顧客貢獻），disc 則是折現率。
三、顧客管理矩陣
Kumar 和 Rajan 將矩陣以忠誠度與顧客利潤貢獻度構成兩軸，畫出四個區
塊，忠誠度低對應至高、低利潤貢獻度之顧客分別為花蝴蝶與陌生人，而高忠誠
度對應至高、低利潤貢獻度分別為真心朋友與藤壺，並針對每個區塊提出之顧客
管理方法做出因應策略（見表 2-1）。
（一）花蝴蝶：
花蝴蝶區之顧客有高利潤貢獻度，但不具忠誠度。企業應確保每一次服務之
顧客滿意度，增進顧客未來潛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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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陌生人：
陌生人區的顧客為利潤貢獻度與忠誠度皆為低之顧客。企業不櫻花過多成本
投資於這群顧客身上。
（三）真心朋友：
真心朋友區的顧客同時具有高忠誠度與高利潤貢獻度，企業應提供最好的服
務，並致力於建立長久的顧客關係。
（四）藤壺：
藤壺區之顧客樣貌為忠誠度高但利潤貢獻度低，企業應對此類別之顧客進行
判別，以向上銷售、交叉銷售或降低成本之方式提高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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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顧客管理矩陣以及各區塊策略建議
低忠誠度

高忠誠度

花蝴蝶

真心朋友

 提高顧客滿意度

 致力於建立長期關係

 因轉換至忠誠顧客較難，

 保持聯繫，但不要太過頻

高利潤貢獻度
故盡量獲取每一次的最大

繁，否則會趕跑顧客
 讓他們持續性的消費

利潤

 致力於保留這群人
陌生人

藤壺

 勿投資在這些關係上

 這群人消耗公司資源

 每次交易賺取最大利潤

 視消費金額佔顧客消費能
力高低作出行動調整，若

低利潤貢獻度
財力高，消費低，可鎖定較
高檔和同等級產品銷售；
若財力低致消費低，則實
行嚴格的成本控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Kumar and Rajan（2009）,
Measuring and maximizing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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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 4P 理論與 NES 模型

傳統行銷 4P 理論涵蓋了產品（Product）、價格（Price）、促銷
（Promotion）、通路（Place）等項目，而大數據下的行銷方法產生了新的 4P 概
念，由權威 IT 研究與顧問諮詢公司──顧能公司（Gartner Research）之副總裁
Kimberly Collins 提出，新 4P 的內容包含：人（People）、成效（Performance）、
步驟（Process）和利潤（Profit）。MIGO 執行長陳傑豪則將此新 4P 之最後一項利
潤修正為預測（Prediction），利潤則是大數據行銷下新 4P 所要達成的最終目的。
而新 4P 是畫出「行銷滑水道」即「NES 模型」的方法，並解釋此滑水道代表的
意義。行銷滑水道告訴企業如何將顧客分群，在這樣的分群架構下，對每一個群
體應該有何認知。新 4P 理論所提出的行銷滑水到（NES 模型），與過往研究不同
之處在於其不再只是使用某些人口統計變數將顧客分群，而是將顧客個人的交易
行為以數據資料將顧客區隔。並從傳統「靜態」的顧客分群轉變為「動態」，即
從滑水道的概念闡述顧客是會不斷流動的，消費者可能這個時點屬於某一分群，
但到下個時點，便流動至其他群體。
New Balance 從 2106 年開始，在台灣兩家門市和中國約 300 家門市展開數據
與科學零售，其透過實體店以及線上數據分析後，便以 NES 模型將顧客區分為
「新進顧客」、「主力顧客」、「沉睡顧客」等，針對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制定不同
的策略，例如透過行銷資源投放，主動推薦最適合的產品。在數據的支持下，將
管理者與員工的「感覺」化為「實證」，不再只是隱約感受到顧客流失，而是能
夠藉由數據實際掌握流失的顧客量。
本研究將使用 MIGO 執行長陳傑豪所提出之新 4P 理論作為支架，並將《大
數據玩行銷》一書所述之新 4P 內容分列於下，以了解如何透過每一個 P 建構出
行銷滑水道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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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舊 4P 到新 4P
資料來源：陳傑豪，2015
一、第一個 P：人（People）
說明了在大數據行銷的時代下，行銷將以人為核心，而人們（消費者）存在
兩個最大特徵就是異質性和變動性，其中又以變動性較難掌握（陳豪傑，
2015）。因此，為了掌握消費者的變動性，設置了 NES 模型。
N＝新顧客（New Customer）
E＝既有顧客（Existing Customer）
E0 主力顧客：個人購買週期 2 倍時間內回購的人
S1 瞌睡顧客：超過個人購買週期 2 倍未回購的人
S2 半睡顧客：超過個人購買週期 2.5 倍未回購的人
S＝睡著顧客（Sleeping Customer）
S3 沉睡顧客：超過個人購買週期 3 倍未回購的人
這 3 個標籤及 5 族群，完全根據消費者實際交易數據演算，並能夠配合資料
更新進行動態修正。NES 模型能夠透過即時的演算將消費者分成 N（新顧客）、
E0（主力顧客）、S1（瞌睡顧客）、S2（半睡顧客）以及 S3（沉睡顧客）5 種族
群，品牌能夠有效喚醒顧客的機會，隨著顧客沉睡度愈深將愈低，同時喚醒成本
也將大幅度增加（陳豪傑，2015）。
二、第二個 P：成效(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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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個 P 以 NES 模型劃分出不同的「顧客狀態」，而成效則是專注探討這
些顧客的「顧客動態」，所謂顧客動態指得是顧客的流動。在 NES 把顧客分為五
類狀態後，這五類的狀態是會改變的，因此，若不做顧客關係管理，或者在錯誤
的時機、溝通錯誤的訊息，那就會讓顧客不斷流失。舉例而言，當企業營收下
滑，檢視原因時發現來客數降低，許多企業會直接斷定將原因歸因於新顧客減
少，因此針對招攬新顧客的目標投入成本制定行銷策略，最後，結果顯示新顧客
的來客數上升，但營收卻未因此上升。此時，便需要數據來釐清真正造成企業營
收下滑的原因，在此案例中，營收的下滑其實是由於高貢獻度的忠誠顧客大量且
快速的流失，而透過活動招攬的新顧客數對營收貢獻度低，故即使新顧客數增加
仍為使得營收上升。在此狀況中，更好的解決辦法應為先找出忠誠顧客流失原
因、制定顧客挽回方案，即先求固本補破然後才去招客（陳豪傑，2015）。
成效可使用 KPI 制訂來量化，但在 KPI 設定之背後，真正重要的是找出顧客
的動態，掌握了顧客動態進而進行 KPI 的設定。換言之，若一企業擁有多個分
店，每間分店設定的 KPI 將不盡相同，須檢視數據背後告訴我們顧客的狀態為何
來制定
個性化的 KPI。
三、第三個 P：步驟（Process）
大數據行銷的第三個 P 是「步驟」（process），透過有層次的執行方法，去改
善營收方程式。當透過前兩個 P 瞭解「顧客狀態」與「顧客動態」等資訊後，應
循序漸進至第三個 P，也就是「步驟」的階段。企業應檢視問題背後的因果關
係，探討構成利潤之因素為何，再針對出現問題的因素作出改善與回應。此書指
出一般企業營收下滑，主要來自三項變動因素：(1)活躍度、(2)來客數、(3)客單
價，故當企業使用大數據行銷且發現營收下降時，應討論在此三變動因素中哪一
項出了問題，若不只一項因素出現問題時，則應針對各個因素間之輕重緩急應訂
定解決順序，並根據問題制定行銷策略。第三個 P 指出流失是可以被控制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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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的，行銷人在不同的階段，應該設定對應的行銷活動，比方說，在主力
顧客（E0）階段規劃顧客忠誠度計畫，或是在瞌睡顧客（S1）、半睡顧客（S2）
和沉睡顧客（S3）不同的停滯階段，設計喚醒方案（陳豪傑，2015）。
四、第 4 個 P：預測(Prediction)
「預測」（prediction）是大數據行銷新 4P 理論中最後一個環節。數據時代幾
乎可說是「預測分析時代」，以數據分析未來。透過演算法，經分析走向預測，
能推算出會員的「下次購買時間」（Next Purchasing Time, NPT)、「流失率」、「轉
換率」等數值，使店家在對的時間對不同類型的顧客做行銷。
在預測的環節中，將以第一個 P（人）中所提到的 NES 模型，搭配行銷滑水
道概念加以運用。行銷滑水道表示顧客就像水一樣是會往低處流動，從第一次購
買的新顧客，至逐漸流失的既有顧客，此過程為一個常態。整個過程可使用 NES
模型中提出的五種顧客狀態，對應至五階段的水槽裝置來描述，五個水槽從新顧
客(N)起始，一路向下流經主力顧客（E0）、瞌睡顧客（S1）、半睡顧客（S2）至
沉睡顧客(S3)。而大數據行銷，相當於在這個水槽裝置中安裝了一套「智能控制
系統」，其可偵測五個水槽中每個環節的變化，當水槽水位或是管線流量出現異
常，系統便自動對它做回饋、修復，或是提出警告，並依據個人或企業訂定之
KPI 自動做出最優化的調節設定。舉例而言，當顧客從主力顧客(E)的水槽流到沉
睡顧客(S3)水槽時，表示此顧客有高達 90%的機率會徹底流失，此時成功挽回的
機率極低。但當主力顧客開始流向沉睡顧客時，瞌睡狀態(S1)與半睡狀態(S2)兩
個水槽是其流至沉睡之必經之路，透過智能控制系統，便可在顧客流至瞌睡階段
(S1)時即偵測到此變化，一旦發現顧客產生些許疏離，智能控制就能即時給出關
懷或提醒等，以降低顧客流失的水量（陳豪傑，2015）。
透過大數據產生的「智能控制」可以做到即時偵測、零時差溝通和個性化訊
息，一切的控制都是基於演算預測後的最佳決策，這也是整個大數據行銷的精髓
（陳豪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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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行銷滑水道
資料來源：陳傑豪，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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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個案研究法
（一）個案研究法定義及特性
個案研究法以案例為題材呈現市場真實樣貌，透過具體的分析與解剖，了解
特定營銷情境與過程，以建立真實的營銷感受和解決營銷問題的方案。一個獨特
的事件中，有許多的「變數」是研究者所關注的，因此在個案研究法的過程中，
需要多種不同來源的證據，如：觀察、訪談、數據等資料，若資料結果顯現出一
致性，即可以發展某些推論或建立一套雛形，可做為未來資料分析之引導。
（二）個案研究法類型
1.

單一個案探索（Single Case Exploratory Inquiring）：指在整個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主要針對一個個體、家庭、團體或社區，進行與研究有關資
料收集的工作。

2.

多重個案研究（Multiple Case Research）：指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
同時針對幾個個體、家庭、團體或社區，進行與研究有關資料收集的工
作。當研究者同時針對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個案進行研究。
本研究欲於美髮產業中選擇具相當規模之企業為代表，透過深入了解與

分析等研究，提供一套完整架構作為該產業之參考與指標，因此適用於單一
個案探索類別進行研究。
二、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一）迴歸分析之意義與用途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一種統計學上分析數據的方法，主要目的
是用以解釋已有資料中過去自變數（X）與因變數（Y）之間的關係與現象，了
解兩個或多個變數間是否相關、相關方向與強度。透過數學模型的建立，以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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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來觀察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因此，當欲探討自變數（Y）變化時因
變數（X）的變化量，則可透過迴歸分析來觀察，觀察每個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
的相關程度，可了解每個自變數對於因變數相關程度之大小，並可藉由自變數來
預測因變數未來可能產生之數值。因此，企業可使用迴歸分析以作為預測的模
型，企業應將現有數據資料分門別類，例如：消費時間、消費日期、消費項目
等，劃分出一個或一個以上之自變數（X）後，建構一個預測模型，預測欲探討
的因變數（Y）數值或是因變數（Y）情況是否會發生，例如：未來是否會消
費、未來若消費之消費金額為何等，使企業可提前制定相對應之策略。
（二）迴歸分析之種類
若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呈線性函數關係，則稱為線性迴歸，並依自便數之多
寡，分為簡單線性迴歸分析(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及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簡單線性迴歸分析表示只存在一個自變數，若存在
一個以上之自變數，則稱為多元線性迴歸分析亦稱複迴歸分析。而當自變數與因
變數之間以非線性關係呈現，其因變數為二次元反應變數，即類別變數時
（category variable），則使用邏輯式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其同樣依自
便數多寡可分為簡單邏輯式回歸分析（simple logistic regression）或稱單變數邏輯
式分析（un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與多元邏輯式迴歸分析（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1. 線性迴歸（Linear regression）
(1)簡單線性迴歸
簡單線性迴歸分析是以一直線來解釋一個自變數（Y）與一個因變數（X）
間的關係。因此，須將研究的變數區分為因變數及自變數，並建立因變數為自變
數之函數模型，然後再根據取得的資料樣本，來估計函數模型的參數。主要目的
是用以解釋已有資料中過去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關係與現象，並可藉由自變數
來預測因變數未來可能產生之數值。
(2)多元線性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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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線性迴歸與簡單線性迴歸相同，兩者皆在探討自變數（X）與因變數
（Y）之間的關聯性，並建立出迴歸模型，藉此預測研究者感興趣的變數（Y）。
差異之處在於，多元線性迴歸是利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自變數（X）去預測一個
因變數（Y）。
2. 邏輯式迴歸
(1)簡單邏輯式迴歸
簡單邏輯式迴歸主要在探討因變數（Y）與一個自變數（X）之間的關係，
與線性迴歸不同之處在於，線性迴歸中的依變數（Y）通常為連續型變數，但邏
輯式迴歸所探討的因變數(Y)為類別變數，且為二元反應變數，以 0 和 1 作為代表
代表，因此用於分析時多以分成兩類的變數為主，例如：是或否、有或無、同意
或不同意……等。
(2)多元邏輯式迴歸
多元邏輯式迴歸與簡單邏輯式迴歸相同，兩者皆在探討自變數（X）與因變
數（Y）之間的關聯性，並建立出迴歸模型，藉此預測研究者感興趣的變數
（Y）。差異之處在於，多元邏輯式迴歸是利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自變數（X）去
預測一個因變數（Y）。
（三）迴歸分析於本研究之適用性
本研究取得大量之顧客交易紀錄，因此，欲透過迴歸分析找出顧客消費之歷
史資料，如：消費金額、消費服務項目、消費頻率等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關
係，並以自變數預測未來可能產生之數值及機率。本研究找出 16 個變數，以二
元邏輯式迴歸預測 A 公司之顧客在 2017 上半年是否會再消費（類別）之機率，
亦選定 5 個變數，以二元線性迴歸預測 A 公司之顧客在 2017 上半年若有再消費
其再消費金額為何（數值）。並透過顧客再消費之機率作為顧客的保留率(prob)，
以及若顧客再消費其消費金額作為顧客之消費貢獻(rev)，以計算顧客之終身價
值，利用數據分析提供顧客管理與行銷策略之觀點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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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個案選擇

一、個案選擇標準
本研究欲就美髮產業如何透過顧客歷史交易紀錄之分析操作顧客關係管理進
行探討。近年來，美髮產業蓬勃發展，隨之而來的是激烈的競爭態勢，因此，若
能藉由顧客歷史交易紀錄之分析，建立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方法，將於實務層面
對企業產生巨大的助益。因此本研究之個案選擇將依循三項要點進行個案選擇
(1)已發展至相當規模且具代表性之美髮業者 (2)業者擁有顧客歷史交易紀錄之資
料 (3)業者尚未使用顧客歷史交易紀錄之數據分析制定行銷策略。
二、個案選定
依據前述之個案選擇標準，本研究選定 A 公司作為分析對象。
A 公司以個人工作室之體系於 1986 年創建，經歷三十年之路程發展至今已
成為大型連鎖美髮沙龍品牌，於台灣北、中、南各地皆有據點，全台共有 15 間
直營店，符合個案選擇標準中第一項標準。2009 年 A 公司開始導入企業資源規
劃（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統，該系統詳實紀錄每一筆顧客交易
資料，自 2009 年至今，全台分店已累積多達約 62 萬筆交易紀錄。目前 A 公司主
要利用該系統檢視當月設計師之業績以計算設計師之薪資，因此該 ERP 系統之使
用者多為 A 公司之會計與財務。此種使用狀況浪費了寶貴的資源，A 公司並未透
過任何資料與數據的分析進行行銷策略或發展顧客管理方案，行銷活動仍以過
年、母親節等各大節慶與寒、暑假促銷為主。符合個案選擇標準中第二與第三項
標準。基於此些狀況，本研究選定 A 公司作為個案探討對象。
本研究將以個案訪談與顧客交易紀錄進行觀察與分析，訪談對象包括創辦
人、執行長、會計長、三位分店長、五位設計師等，透過訪談內容結合數據觀察
結果就某些現象提出分析與建議，並透過數據資料以新 4P 理論中 NES 模型劃分
顧客類別及迴歸模型做出預測，計算顧客終身價值以展開進一步顧客管理策略，
使 A 公司在顧客獲取、維持、增進三大項目更加有效與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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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
為詳實了解產業概況，本研究與業主及員工進行多次訪談。因此，個案分析
內容將以顧客歷史交易紀錄之數據資料和訪談內容相結合，本章第一節將以企
業、設計師與顧客三大構面介紹 A 公司該個案之背景與進行探索性分析。於個案
介紹與分析之後，本章第二節將針對此三大構面發展回應策略，闡述新 4P 理論
中提及之 NES 模型即行銷滑水道如何適用於 A 公司，透過此方法之建立解決 A
公司所面臨之問題並提升 A 公司之營收。
第一節

個案背景觀察

一、企業分析
（一）營收狀況分析
1. A 公司總營收狀況
A 公司自個人工作室發展至今，以擴店至全台之北、中、南地區，美髮產業
之競爭越趨激烈，最直接影響的便為該產業業者之營收。本研究依 ERP 系統取得
之顧客交易資料整理出過去 8 年間 A 公司在全台分店之總營收變化量。由於 A
公司自 2009 年使用 ERP 系統後，於多處進行分店擴張，故 2009 年後之統計資料
亦隨之增加。2009 年之統計資料為旗下四間分店之交易紀錄，而後分別於
2011、2012、2014 等年間分別加入 1 間、6 間及 1 間分店資料，即 2009、2011、
2012、2014 等年間資料統計總店數分別為 4 間、5 間、11 間、12 間，2014 年至
2106 年維持在 12 間分店之統計資料，如表 4-1 所示。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共累積 623,863 筆顧客交易記錄，其中包含 131,075 位顧客，以及 300 位設計
師。
透過交易紀錄可觀察到 2009 年至 2012 年各店營收加總自 32,506,615 元成長
至 69,844,144 元，成長幅度高達 2.14 倍，而此成長幅度在 2012 年時逐漸趨緩，
各店營收加總在 2015 年時成長至 86,105,733，為 2012 年總營收加總之 1.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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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5 到 2016 年間，營收開始呈現負成長，下降了 0.05%（圖 4-1、表 4-2）。
但因分店營收之總額受到分店數量之多寡影響，故本研究進而以每家店平均產生
之營收進行營收變化之觀察，可發現 2009 至 2011 年分店平均營收顯著成長，自
8,126,654 元成長至 10,604,748 元，漲幅約為 1.3 倍，而在 2011 至 2012 年間分店
平均營收卻大幅下滑 40%，分店平均降至 6,349,368 元（圖 4-2、表 4-3），此大幅
下滑之主因為 2011 年時 A 公司進行大幅展店，一次性擴增 5 間分店，新建之分
店皆在起步之初，故尚未有效貢獻營收，此狀況於 2012 年後稍微好轉，但好轉
後仍未達歷年最高點，分店平均營收持續維持在七百萬元上下。根據訪談，創辦
人表示近幾年美髮市場之成長的確不復以往，多數業者之營收皆呈現負成長，A
公司已是業界少為營收維持在一定水準之美髮業者。

表 4-1 A 公司 ERP 系統累計之分店數
2009

2011

2012

2014

今(2016)

ERP 系統
新增分店數

4

1

6

1

0

ERP 系統
統計總店數

4

5

11

12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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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營收（各店營收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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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20,000,000
NT$10,000,000
NT$0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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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A 公司總營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表 4-2

A 公司總營收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分店營收總額

NT$32,506,615

NT$36,340,185

NT$53,023,738

NT$69,844,144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分店營收總額

NT$77,190,843

NT$83,074,579

NT$86,105,733

NT$85,594,7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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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店平均營收（總營收／分店數）
NT$12,000,000
NT$10,000,000
NT$8,000,000
NT$6,000,000
NT$4,000,000
NT$2,000,000
NT$0
2009

2010

圖 4-2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A 公司之分店平均營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表 4-3

A 公司之分店平均營收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分店營收總額
／分店數

NT$8,126,654

NT$9,085,046

NT$10,604,748

NT$6,349,468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分店營收總額
／分店數

NT$7,017,349

NT$6,922,882

NT$7,175,478

NT$7,132,8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2. A 公司各店營收狀況
觀察分店各自之營收狀況，將能更透徹分析 A 公司之營運狀況，了解構成總
體平均營收之內容。由表 4-4 中可見每間分店各有不同的走勢，H 店除成立前兩年
外，2012 至 2016 年皆表現穩定，年營業額持續維持在 1,100 萬左右，A、K、L 店
為持續成長直至最近一期（2016）稍有下滑，C、D、E、G 店皆穩定成長，其中 C
店更在 2014 到 2015 年間更是近翻倍成長，而 B、F、I、J 店營收成衰退走勢，B
店雖於 2012 至 2014 年呈現成長，但近兩年大幅下滑，F、I、J 店則持續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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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各分店年度總營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0,855,723

12,402,931

13,760,243

13,890,833

12,397,314

6,615,936

8,398,440

8,904,256

6,520,591

6,714,903

C

677,171

672,711

675,791

1,244,881

1,200,679

D

677,171

5,497,329

6,934,383

7,799,418

9,333,061

E

4,826,440

4,626,892

7,074,888

8,309,765

8,427,396

A
B

F

2,921,735

11,487,420

14,119,080

12,884,827

11,894,430

9,739,661

6,433,754

6,646,288

6,680,427

G 11,388,788

11,225,630

13,978,052

12,969,357

13,521,995

14,407,979

14,713,201

15,074,257

H

292,770

1,552,944

13,253,163

11,788,941

11,149,408

10,274,323

11,075,938

11,865,143

I

9,337,637

9,442,531

9,985,961

7,063,272

5,007,178

6,637,538

6,440,976

6,232,939

J

774,686

3,875,702

2,813,096

2,506,480

1,608,866

K

1,701,017

2,298,596

3,753,450

4,316,440

3,634,573

1,404,878

2,640,922

2,425,192

L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二）顧客流失率分析
1. A 公司之顧客流失率
忠誠顧客之貢獻度往往高於吸收一個新顧客之貢獻，因此顧客消費過後是否
再次來店消費將是此產業需要注意的一大重點。本研究於此綜觀每年顧客流失
率，比較每年顧客流失現象。
根據每年光顧之顧客於次年是否再次消費作為流失率之判斷方法，由顧客交
易資料整理後顯示於表 4-5、圖 4-3，可發現顧客每年流失率多在 55%至 60%上
下，2009 至 2015 年間之顧客流失率分別為 55%、56%、55.1%、58.7%、59.7%、
58.5%、57.4%，平均顧客流失率約為 57.2%。
表 4-5

A 公司之顧客流失率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顧客流失率

55%

56%

55.1%

58.7%

年度

2013

2014

2015

顧客流失率

59.7%

58.5%

5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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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流失率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2009

2010

2011

圖 4-3

2012

2013

2014

2015

A 公司之顧客流失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二、設計師分析
設計師對於美髮產業而言是不可或缺之要素，而 A 公司目前在此方面主要有
兩大痛點，一是助理人才在培訓結束後即離職，二是部分資深設計師離職後會將
其顧客一併帶走，造成顧流失。
（一）人才培訓問題
A 公司具有教育學院與完整的教育訓練，培育美髮之專業人才，在訪談過程
中，A 公司創辦人表示人才的培育在現在的產業環境中，是公司重大成本之一，
且該成本隨著產業競爭越趨激烈之態勢發展，越不容易回本。A 公司約花二至三
年培育一位設計師，在培訓中的人員對於公司是未能貢獻產出的，但在培訓的過
程中仍須給付薪資。A 公司創辦人表示，十幾年前由於產業競爭度較低，坊間美
髮業者不像現在四處林立，因此人才培訓之後多會留在 A 公司就業，但現在許多
新生代員工，在培訓過後便轉向其他髮廊、沙龍覓職，此現象使得培育員工之成
本付之一炬、無法回收。因此，創辦人開始轉向藉打造企業文化之方式留才，以
家庭式管理之型態形塑 A 公司員工一體的凝聚力，此做法在長期實施之後，有顯
著改善效果。
24

（二）設計師離職造成顧客流失
美髮產業中存在「設計師」此關鍵要素，企業主提供「場所」，而設計師提
供「技術」。經過訪談，業主指出美髮業者最大的痛點為「顧客對設計師個人之
忠誠度」，即顧客到店消費後，一線接觸者皆為設計師，一旦顧客與設計師間建
立信任關係，顧客對美髮業者之「品牌忠誠度」便會減少，而對「設計師個人忠
誠度」則上升。因此，若設計師離職至他間美髮沙龍職業，大部分之顧客將隨該
設計師之離職而被帶離，創辦人與執行長表示以經驗而言，顧客跟隨設計師離開
之比例約占七成，深刻影響企業營運狀況。
在 A 公司此七年間的顧客交易資料中，共有 300 位設計師，其中有 111 位設
計師仍在職，其餘 189 位設計師已離職。本研究根據已離職之 189 位設計師進行
分析，觀察其離職後顧客是否仍有回店消費行為產生，分析設計師離職與 A 公司
對顧客保留率之交叉關係，發現雖多數消費者會跟著設計師之離職而不再至 A 公
司消費，但仍有部分消費者未因設計師離職而離開。該 189 位設計師服務顧客之
總數為 48,551 名，其中有 10,009 名顧客於設計師離職後仍有到 A 公司消費之紀
錄，其餘 38,542 名則在設計師離職後未再至 A 公司消費，此結果表示平均仍有
約 20.62%之顧客對 A 公司之「品牌忠誠度」大於對「設計師個人忠誠度」（圖 44）。
此 189 筆離職設計師之服務紀錄中，部分設計師服務次數僅為 2、3 次便離
職，則在設計師離職對 A 公司之顧客保留率議題上不構成問題，這些服務次數極
少之設計師並非 A 公司對「設計師離職後帶走顧客」此議題的描述對象，且該部
分設計師多未能建立與顧客之個人信任便離職。因此，本研究將這 189 位設計師
進行篩選，將服務次數小於 20 次便離職之設計師進行過濾，只保留服務次數大
於 20 次之離職設計師。篩選過後之結果，共計 113 位設計師符合條件，此 113
位設計師服務顧客總數為 48,258 名，其中共 9939 名顧客在設計師離職後仍回 A
店消費，其餘 38,319 名顧客則不再至 A 公司消費，平均顧客保留率約為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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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隨設計師離開機率約為 79.4%與篩選前幾乎無異（圖 4-5）。透過數據分析發
現顧客跟隨設計師離開之比率，比創辦人與執行長推估之七成尚高出 10%。

離職設計師與顧客保留率交叉關係

圖 4-4 離職設計師與顧客保留率交叉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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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設計師與顧客保留率交叉關係（篩選）

圖 4-5 離職設計師與顧客保留率交叉關係（篩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三、顧客分析
A 公司在全台北、中、南皆有設點，每間分店目標客群不盡相同，會因各店
分布位置不同有所差異。A 公司創辦人表示 A 公司之願景是期許自己能「陪伴顧
客到老」，不因顧客之職業、年齡、居住地……等有所區別，無論顧客背景為
何，皆希望在顧客初次接觸 A 公司後從此陪伴顧客一生。
透過顧客交易紀錄，可觀察到自 2009 至 2016 年間累積之 623,863 筆資料
中，共有 131,075 位顧客曾光顧 A 公司，其中 66,903 名顧客至 A 公司之消費紀
錄只有一筆，即約有 51%之顧客光顧一次後便不再登門消費。為避免此 51%涵蓋
近期第一次消費之顧客紀錄，本研究將資料紀錄中最後 365 天內第一次消費之顧
客進行過濾，篩選後有 267 人為最後 365 天出現之顧客，即 131,075 名顧客中仍
有 66,636 名顧客光顧一次便不再光顧，占比為 50.8%，只減少了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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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顧客其餘 49%光顧至少兩次以上之顧客再訪 A 公司之情形，本研究以
同一顧客造訪 A 公司之次數做出劃分，加以觀察。以 5 次為一等差進行劃分，依
此方法自 5 次開始劃分至 25 次，因此可劃分出至 A 公司消費次數大於 5 次、10
次、15 次、20 次、25 次以上等顧客，並將此消費次數之分布結果，以及各個消
費次數人數所佔 131,075 名總顧客之比例整理於表 4-6、圖 4-5，可觀察出具有忠
誠度之顧客的分布情形。
表 4-6 光顧至少兩次以上之顧客再訪 A 公司之情形
次數

5 次以上

10 次以上

15 次以上

20 次以上

25 次以上

顧客數

15,041

6,200

3,088

1,744

1,066

占比

22.32%

11.48%

7.09%

4.73%

3.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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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光顧至少兩次以上之顧客再訪 A 公司之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A 公司執行長及店長表示顧客再訪率一直是 A 公司努力提升之重點，目前 A
公司之設計師觸及新顧客之方法多以線下顧客之轉介紹為主，但這部分 A 公司能
主動介入之程度有限。另外，有部分設計師會於特定地店進行優惠券發放以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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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顧客，但此種促銷方法成效有限，且於街頭發放優惠券之方法有如亂槍打鳥，
無法精準鎖定可能上門消費之目標顧客，若發放對象皆未使用該優惠券至店家消
費，更增加了設計師發放優惠券之時間無法服務客人之機會成本。除開發新顧客
之管理策略未妥善規劃外，現有顧客的保留與發展，A 公司目前亦無太多因應對
策，主要透過設計師對顧客之手機簡訊投遞，內容多為告知顧客最新優惠活動或
減價活動等，投遞對象並無篩選，除成功機率有限外，若優惠投遞對象在無優惠
活動之情況下仍會至 A 公司消費，則該優惠活動之減價反而成為 A 公司的成
本；反之，若優惠活動能精準投遞，篩選掉不須優惠促銷亦會至 A 公司消費之顧
客，只瞄準需要促銷等活動被喚醒之顧客，則能大幅提高行銷成本投入後產生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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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顧客分析與建議
根據本章第一節之企業構面分析可發現企業營收雖於後期呈現穩定狀態，但
仍不及 2009 年至 2011 年時之表現，且顧客流失率皆超過 55%，若能在降低顧客
流失率，將可大幅改善 A 公司之營收狀況。因此，減少顧客流失率應為 A 公司策
略發展之一大重點。而在設計師分析面，A 公司的二大留才問題：培育之設計師保
留以及現職設計師之保留，目前主要皆依靠企業文化的養成來解決，前者透過企業
文化的形塑，有顯著改善效果，但對後者之影響有限，故 A 公司對現有設計師輔
以入股策略，該方法作法為讓表現穩定之設計師入股，希望藉此減低現有設計師的
流動率，但儘管如此成效仍然有限。但回到根本面而言，減少現有設計師之流動率，
主要目的是避免因為設計師的離開使得顧客跟隨設計師離開，因此，A 公司除了從
減少現有設計師離職之層面著手進行改善之外，更應提高顧客對 A 公司本身之忠
誠度，使其大於顧客對設計師個人之忠誠度，如此一來，即使現有設計師離職，A
公司仍能持續保有舊有顧客而不受設計師離職之影響。在顧客分析面，A 公司需加
強其獲取新顧客以及保留舊有顧客之管理策略，改善現行大海撈針之行銷手法，以
鎖定有價值之顧客的方法來進行行銷策略的發展。
綜合上述，無論是企業面、設計師面與顧客面，皆須透過有效之顧客關係管理
來進行規劃與改善。於企業面 A 公司應減少顧客流失率，即顧客關係管理中之顧
客保留，於設計師面，A 公司應提升現有顧客對其本身之忠誠度，即顧客關係管理
中之顧客發展，於顧客面，除針對獲取新顧客以及保留既有顧客做出管理策略外，
更應瞄準顧客價值高低之不同之顧客做出差異化行銷策略之訂定，即顧客關係管
理中之開發，且為使用顧客價值管理之方式進行顧客關係管理。因此，本研究將使
用數據分析之方法，透過真實的顧客交易行為改善 A 公司在顧客關係管理上之策
略，以提升企業表現，獲得更好的營收成績。
一、顧客價值計算
由前述分析，可見 A 公司需要對不同族群之顧客依其價值進行顧客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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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首先計算顧客價值，並且根據顧客交易資料進行顧客價值之預測，得
出各個顧客之價值後，結合行銷滑水道將顧客分群，如此一來，A 公司將不只擁有
各個水缸的顧客分布狀態，更可進一步了解每一個水缸中之顧客價值高低，以更精
細之顧客關係管理。
本研究將使用 R 語言此統計語言作為工具協助 A 公司計算顧客價值並將顧客
劃分成最適之分群樣貌。以下將介紹本研究將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進行資料處
理之過程與方法，以及資料處理後如何建置預測模型，並將預測模型計算之顧客終
身價值結果進行整理。
（一）資料處理
1.資料原型：
A 公司自其開始使用 ERP 之日期 2009/01/01 至 2016/12/31 此八年間之顧客交
易紀錄從 ERP 系統匯出後，共有 623,863 筆交易紀錄，每一筆交易紀錄共包含 27
個欄位（表 4-7），但其中有部分欄位對本研究之分析非必要資訊故將其刪減，留
下與交易紀錄有關之重要欄位進行分析。
表 4-7

2009 年顧客交易資料原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 公司 2009 年顧客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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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篩選變數
將顧客資料進行篩選後留下需要資料，整理如下：
(1) custno：會員編號
(2) pdate：交易日期
(3) iamt0：交易金額
(4) site：消費店家（共 12 間分店資料）
首先，留下每個會員之會員編號以便辨識顧客是誰，其後依 RFM 模型中主
要的要素作為保留項目，即最近一次消費（Recency）、消費頻率（Frequency），
以及消費金額（Monetary），最近一次消費及消費頻率可從 pdate 中整理得出，消
費金額則從 iamt0 中整理得出。
3. 刪去異常值（Outlier）
因使用迴歸方法進行預測，若有極端之異常值存在將影響到模型建置之準確
度。本研究在資料整理之過程，發現存在五位顧客其消費次數大於其第一次消費
日至資料結算日之天數，表示其平均而言每天都至 A 公司消費，甚至有一天消費
次數大於兩次以上的情形發生，而其他顧客之消費次數皆小於該顧客第一次消費
日至資料結算日之天數，且都小於該天數之二分之一，因此判定該四名顧客之資
料為異常值（表 4-8）。刪去異常值後，原 623,863 筆交易紀錄調整為 615,303 筆
交易紀錄，共刪去 8,560 筆（1.37%）交易紀錄。
表 4-8 異常資料
會員編號

消費次數

顧客第一次消費至
資料結算之天數

0140002833

2694

2548

12300000834

2307

1823

13500000001

1792

1598

01500000132

1765

807

07400752051

2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至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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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建置與預測
如圖 4-7 所示，本研究將利用現有資料建置顧客於未來再消費之機率以及若
有再消費之消費金額二者的模型，其後，藉由已建置之模型進行下一期顧客消費
機率以及若有消費其消費金額之預測。由於資料總期間共計八年，距今太過久遠
之消費紀錄與近期之關聯性甚小，故本研究將取距今最近之四年半
（2012/07/01~2017/01/01）之交易紀錄進行模型之建置，將四年半之資料劃分為
前四年與後半年，以前四年找出該四年之後半年的顧客再來率以及若顧客再來其
消費金額之關係。基於此，本研究以 2012/07/01 至 2016/07/01 此四年之顧客交易
紀錄中的多個變數作為因變數（X），找出此些因變數與該四年之下半年即
2016/07/01 後至 2017/01/01 止之顧客再來率以及若顧客再來其消費金額（Y）之
關係。模型建置完成後，便可使用該模型以 2013/01/01 至 2017/01/01 此四年之交
易紀錄來預測其下半年即 2017/01/01 至 2017/07/01 之顧客再來率以及顧客若再來
其消費金額。

步驟一

藉已有資料找出 X 與 Y 之關係建置模型

2012/07/01
迴歸分析(已有資料之 X)

2016/07/01
2017/01/01
(已有資料之 Y)
(預測 Y)

迴歸分析(已有資料之 X)

2017/01/01

2013/01/01
步驟二

將已有資料代入模型進行預測

圖 4-7 建模與預測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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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1

1. 本研究將利用現有資料建置兩個模型
(1)model.prob，顧客未來再消費機率：
利用邏輯式回歸建置顧客未來再消費之機率（Y）與現有資料中之因變數（X）
間的關係。如前建模與預測流程圖中說明之模型設置之部分， 2012/07/01 至
2017/01/01 之資料皆為本研究已有之資料，故將此段期間之資料劃分成四年與該四
年之下半年兩段期間後，便可根據此兩部分皆為已有資料之狀況下找出其相關性，
以此建立模型。即本研究以 2012/07/01 至 2016/07/01 間之多個因變數與此段期間
之下半年（2016/07/01~2017/01/01）同一顧客是否有再消費之相關性建立模型。
本研究自篩選過後之欄位整理出各個顧客之消費頻率（freq）、顧客之消費總
額（total）
、顧客第一次消費至資料截止日之天數（age）
、顧客最近一次消費時間距
今之天數（recent）、顧客之平均消費金額（avg）、各店分布（site）等欄位作為
2012/07/01 至 2016/07/01 此期間之因變數，以邏輯式回歸找出這些因變數與顧客於
2016/07/01~2017/01/01 此下半年是否有再至 A 公司消費之相關性，結果顯示顧客
於 2012/07/01 至 2016/07/01 之平均消費金額（avg）與顧客於 2016/07/01~2017/01/01
此下半年之再消費之相關性並不顯著（表 4-9）
，故將其刪去（表 4-10）
，以剩下之
變數作為因變數，建置模型 model.p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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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各因變數與再消費機率之邏輯式回歸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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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篩選後各因變數與再消費機率之邏輯式回歸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前述之建模與預測流程，本研究以已知之歷史消費紀錄進行套用，以 AUC
檢視模型之辨識率。本研究分別使用 2009/07/01 至 2014/01/01、2010/07/01 至
2015/01/01、2011/07/01 至 2016/01/01 以及 2012/07/01 至 2017/01/01（建模資料）
等時期之資料，每段時期長度皆為四年半，並將此四年半劃分為前四年與後半年，
以前四年之資料作為自變數，預期該四年之後半年顧客至 A 公司再消費之機率，
由於此四個時段之資料皆為歷史資料，故放入模型預測顧客至 A 公司再消費機率
之結果，可參照該段時期內顧客之交易紀錄的實際交易行為，進行此模型準確度之
檢測。2009/07/01 至 2014/01/01、2010/07/01 至 2015/01/01、2011/07/01 至 2016/01/01
以及 2012/07/01 至 2017/01/01（建模資料）等四個期間之 AUC 分別為 0.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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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與 0.91，配合表 4-11 與圖 4-8 至圖 4-11 顯示結果，可看出此模型預測之辨識
度相當高。
表 4-11 各期間之模型預測辨識率
基期

2009/07/012013/07/01

2010/07/012014/07/01

2011/07/012015/07/01

2012/07/012016/07/01

預測期間

2013/07/012014/01/01

2014/07/012015/01/01

2015/07/012016/01/01

2016/07/012017/01/01

AUC

0.89

0.9

0.9

0.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8 模型辨識率-以 2009/07/01 至 2013/07/01 預測 2013/07/01 至 2014/01/01 之
顧客至 A 公司再消費機率之辨識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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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模型辨識率-以 2010/07/01 至 2014/07/01 預測 2014/07/01 至 2015/01/01 之
顧客至 A 公司再消費機率之辨識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0 模型辨識率-以 2011/07/01 至 2015/07/01 預測 2015/07/01 至 2016/01/01 之
顧客至 A 公司再消費機率之辨識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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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模型辨識率-以 2012/07/01 至 2016/07/01 預測 2016/07/01 至 2017/01/01 之
顧客至 A 公司再消費機率之辨識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model.rev，顧客若於未來再消費其消費金額：
利用線性回歸建置顧客若於未來再消費期消費金額（Y）與現有資料中之因變
數（X）間的關係。如前建模與預測流程圖中說明之模型設置之部分，2012/07/01
至 2017/01/01 之資料皆為本研究已有之資料，故將此段期間之資料劃分成四年與
該四年之下半年兩段期間後，便可根據此兩部分皆為已有資料之狀況下找出其相
關性，以此建立模型。即本研究以 2012/07/01 至 2016/07/01 間之多個因變數與此
段期間之下半年（2016/07/01~2017/01/01）有來消費過之顧客其消費金額之相關性
建立模型。
本研究自篩選過後之欄位整理出各個顧客之消費頻率（freq）、顧客之消費總
額（total）
、顧客第一次消費至資料截止日之天數（age）
、顧客最近一次消費時間距
今之天數（recent）
、顧客之平均消費金額（avg）
、各店分布（site）等欄位作為因變
數，以線性回歸找出這些因變數與顧客下半年若有再消費之消費金額之關係，結果
顯示於 2012/07/01 至 2016/07/01 此四年間，顧客之最後一次消費距今天數（recent）
與若有消費之再消費金額與顧客若有於 2016/07/01~2017/01/01 期間消費之消費金
額無顯著相關，而於 2012/07/01 至 2016/07/01 此四年間之各店分布（site）與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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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於 2016/07/01~2017/01/01 再消費之消費金額呈部分分店有顯著相關、部分分
店無顯著相關之情形（表 4-12）
，故本研究將顧客之最後一次消費距今天數（recent）
以及各店分布（site）兩變數刪去（表 4-13）
，以剩下之變數作為因變數，建置模型
model.rev。
表 4-12 各因變數與若顧客再消費之消費金額之線性回歸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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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篩選後各因變數與若顧客再消費之消費金額之線性回歸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預測
建立 model.prob 與 model.rev 二模型後，便可藉由已有之四年間的顧客消費紀
錄，預測顧客於該四年之下半年再來消費的機率以及若顧客於該下半年有消費其
消 費 金 額為 何 。即 透過 建 模 與預 測 流程 圖中 之 步 驟一 建 立 完 model.prob 與
model.rev 兩模型後，A 公司將可發展至步驟二，以 2013/01/01 至 2017/01/01 此四
年間掌握的顧客交易，對 2017/01/01 至 2017/07/01 此半年之顧客再消費之機率以
及若顧客有再消費其再消費金額進行預測。此時，A 公司已達到對顧客進行個人化
之預測，model.prob 所預測出來的機率為「每一個」顧客其可能再消費之機率，同
理，model.rev 亦然。
（三）計算顧客終身價值
顧客終身價值之計算方式，本研究參照 Sunil Gupta 所提出之計算方法做出部
分調整，不將顧客價值假設為無上限，而是採現今實務上多使用之五年作為顧客終
身價值之計算上限。因此，以一年為一期計算五年之顧客終身價值公式為：CLV =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 ×𝑟𝑒𝑣 + (𝑝×𝑑𝑖𝑠𝑐)2 ×𝑟𝑒𝑣 +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3 ×𝑟𝑒𝑣 + ……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5
×𝑟。公式中 prob 為預測之顧客再消費機率（保留率）
，rev 為預測之若顧客再消費
其消費金額（顧客貢獻），disc 則是折現率。但因本研究於建模以及進行預測時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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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半年作為一期之劃分，預期顧客再消費機率與若顧客再消費期消費金額皆以半
年一期作計算，故此公式應調整為 CLV =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 ×𝑟𝑒𝑣 + (𝑝×𝑑𝑖𝑠𝑐)2 ×𝑟𝑒𝑣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3 ×𝑟𝑒𝑣 + …… +(𝑝𝑟𝑜𝑏×𝑑𝑖𝑠𝑐)10 ×𝑟，且此時帶入之 disc 為 disc 之
二分之一。
二、顧客分群
根據本研究模型的建立，顧客終身價值已能夠被計算，儘管計算出顧客個人之
終身價值，若無一有效的分群，管理者亦不易進行管理；反之，若有一有效的顧客
分群，分群之組間差異大、組內差異小，管理者便可對不同一群體之顧客訂定不同
策略，達到最有效的管理。因此，在計算顧客終身價值後，本研究將根據陳豪傑提
出新 4P 之 NES 行銷滑水道的模型幫助 A 公司將顧客分群，提高 A 公司的創辦人
和執行長以及各個設計師未來在訂定與執行策略時之效果。
（一）資料處理
1.資料原型：
A 公司之顧客交易紀錄從 ERP 系統匯出後，每一筆資料共有 27 行（表 4-7），但
其中有部分欄位對本研究之分析非必要資訊故將其刪減，留下與交易紀錄有關之
重要欄位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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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篩選變數
將顧客資料進行篩選後留下需要資料，整理如下：
(1) custno：會員編號
(2) serno：設計師編號
(3) itname：服務項目
(4) pdate：交易日期
(5) iamt0：交易金額
首先，留下每個會員之會員編號以便辨識顧客是誰，後依 RFM 模型中主要
的要素作為保留項目，即最近一次消費（Recency）、消費頻率（Frequency），以
及消費金額（Monetary），最近一次消費及消費頻率可從 pdate 中整理得出，消費
金額則從 iamt0 中整理得出。另因產業特性與一般零售業不同，美髮產業存在
「設計師」之媒介，因此除 FRM 模型外之要素，亦保留設計師編號，以便回應
策略能夠從公司層級以及設計師層級兩部分加以訂定，而服務項目有助於 A 公司
與設計師了解顧客之樣貌，故將之保留。
（二）劃分行銷滑水道
本研究將根據陳豪傑於《大數據玩行銷》一書中所提出的 NES 行銷滑水道模
型進行分群劃分（圖 2-3），將顧客劃分為新進顧客（New Customer）、主力顧客
（Existing Customer）以及睡著顧客（Sleeping Customer）三大類型。而劃分此三
大類型之方法，除依據書中以「個人購買週期」與「顧客最後一次消費時間」做
比較，以劃分行銷滑水道中不同水缸之客群外，本研究亦會根據訪談結果結合
「產業特性」以及「模型預測顧客再消費之機率」作為調整，劃分出行銷滑水道
中的三大類型之顧客。
1. 以「個人購買週期」進行行銷滑水道劃分之分群
(1)分群方法
本研究先以《大數據玩行銷》一書中所提出之方法，以「個人購買週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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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銷滑水道之劃分。如表 4-14、圖 4-12 所示，將新顧客（N）定義為第一次消
費之顧客，既有顧客（E）包含主力顧客（E0）、瞌睡顧客（S1）、半睡顧客
（S2），主力顧客（E0）為個人購買週期 2 倍時間內回購的人，瞌睡顧客（S1）
為超過個人購買週期 2 倍未回購的人、半睡顧客（S2）為超過個人購買週期 2.5
倍未回購的人，睡著顧客（S）則為沉睡顧客（S3）指購買頻率超過個人購買週
期 3 倍未回購的人。顧客購買週期之計算方式則為顧客第一次消費日與顧客最後
一次消費日之期間天數，除以顧客總消費次數減一。
表 4-14 依《大數據玩行銷》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

狀態

劃分方法

N，新顧客
（New
Customer）

第一次消費
之顧客

S，睡著顧客
（Sleeping
Customer）

E，既有顧客
（Existing Customer）
主力顧客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E0

S1

S2

S3

個人購買週
期 2 倍時間

超過個人購
買週期 2 倍

超過個人購買
週期 2.5 倍未

超過個人購買
週期 3 倍未回

內回購的人

未回購的人

回購的人

購的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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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購買次數
recent：最近一次消費
P：個人購買週期

圖 4-12 依《大數據玩行銷》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分群結果
本研究按此方法將 91,338 位顧客進行分群後，可得 A 公司之顧客狀態分布
為新進顧客（N）共 47,120 人，既有顧客（E）共 21,247 人，其中之主力顧客
（E0）為 18,156 人、瞌睡顧客（S1）為 1,702 人、半睡顧客（S2）為 1,389 人，
以及沉睡顧客（S3）22,971 人（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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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顧客分布
N，新顧客
（New
Customer）

狀態

E，既有顧客
（Existing Customer）

S，睡著顧客
（Sleeping
Customer）

主力顧客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E0

S1

S2

S3

人數

47,120

18,156

1,702

1,389

22,971

百分比

51.59%

19.88%

1.86%

1.52%

25.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本研究以預測顧客再消費之機率模型（model.prob）檢視此分群方式下
每一分群之平均再消費機率（表 4-16），以及再消費機率之直條圖分布狀況（圖
4-13 至 4-19），觀察分群表現。由於某些分群中，多數消費這集中於某一機率，
直條圖分布無法觀察其餘機率之分布狀況，故本研究亦將產生此現象之直條圖 y
軸限制至較低次數以便觀察。圖表結果顯示出在某些分群中，機率分布是分散
的，以圖 4-16、圖 4-17 之瞌睡顧客（S1）和半睡顧客（S2）尤為明顯，而表 416 中新顧客之再消費率平均為 0.05 亦屬於偏低之樣態。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機
率分布之結果結合產業特性，進行分群調整。
表 4-16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各分
群顧客再消費之平均機率

顧客狀態

再消費機率
（平均）

新顧客
（New
Customer）

0.05

睡著顧客

既有顧客
（Existing Customer）

（Sleeping
Customer）

主力顧客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E0

S1

S2

S3

0.48

0.25

0.2

0.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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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新顧
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4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新顧客
再消費的機率分布（y 軸限制 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5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主力顧
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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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瞌睡顧
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7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半睡
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8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沉睡顧
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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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以「個人購買週期」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沉睡
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y 軸限制 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進行行銷滑水道劃分調整之分群
依「個人購買週期」劃分行銷滑水道之顧客分群並檢視其放入 model.prob 之
分布時，發現某些分群之機率分布較分散，且新顧客之再消費機率過低，因此本
研究試圖進行分群方法之調整。本研究認為以「個人購買週期」預測之新進顧客
再消費機率過低之狀況，可能與 NES 模型主要針對於零售業所設計有關。零售業
具重複消費的消費特性，顧客多呈現消費次數大於 2 次之狀態，因此可把僅消費
過一次之顧客視為新顧客，但套用至美髮產業時，此種重複消費之特性便會產生
變化。故本研究加入訪談後得到之「產業特性」作為某些顧客分群之篩選條件，
並藉由「機率預測模型」顯示之分群狀況進行調整，試圖找出更符合美髮產業之
行銷滑水道的劃分方法。

(1)分群方法
本研究將「個人購買週期」改變為一固定期間，並以此「固定期間」和「個
人最後一次消費之時間」進行比較，其中加入某些項目進行篩選，劃分出新進顧
客（N）、既有顧客（E）、沉睡顧客（S），並將既有顧客與沉睡顧客包含之分群做
出調整。固定期間之訂定是經由「機率預測模型」呈現之直條圖分群結果進行反
復調整，找出可使每一分群之直條圖呈現集中分布之期間作為分群條件，在不斷
測試與調整之後，本研究將固定期間之基數訂為 365 天即一年。新進顧客與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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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兩大分群則依據訪談內容，依顧客消費次數作為篩選，A 公司之創辦人與執
行長認為若一顧客為該年度首次出現之顧客，其有在該年度內消費至少兩次，為
對 A 公司有較大助益之新顧客，而非當年度首次接觸之顧客即既有顧客，若其在
一年半內至 A 公司消費至少四次則為對公司有較大助益之顧客。依此訪談內容，
在新進顧客與既有顧客中皆放入篩選條件進行劃分後，將原有之五個分群改變為
七個分群，制定出較為細緻且更符合產業狀況之分群結果。
因此，在本研究調整之行銷滑水道之顧客分群下，如表 4-17、圖 4-20 所示，
新進顧客（N）為在該年度首次出現之顧客，其中再依據該新進顧客於該年度消
費次數是否大於 2 次將其分為主要新進顧客（N1）與次要新進顧客（N2）。既有
顧客（E）部分，本研究將既有顧客直接視為主力顧客（E），並以非該年度首次
出現且於最近一年半內曾至 A 公司消費過之顧客，依其在此一年半內之消費次數
是否大於 4 次將其分為主要主力顧客（E1）與次要次要主力顧客（E2）。最後，
本研究將瞌睡顧客（S1）、半睡顧客（S2）、沉睡顧客（S3）皆歸類為睡著顧客
（S），在睡著顧客（S）之分類下，以非該年度首次出現且沉睡期間（上一次消
費時間）大於一年半之顧客，分別依其沉睡期間是否大於兩年分為瞌睡顧客
（S1）、半睡顧客（S2）
，以及沉睡期間大於兩年半則為沉睡顧客（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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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
顧
客
狀
態

新顧客
（New Customer）

主力顧客
（Existing Customer）

睡著顧客
（Sleeping Customer）

共
同
條
件

1 年內首次出現之顧客

非該年度首次出現且於最
近 1.5 年內曾消費之顧客

非該年度首次出現且於最近 1.5
年內不曾消費之顧客

顧
客
狀
態

主要

次要

主要

次要

N1

N2

E1

E2

S1

消費次數大
於 4 次之顧
客

消費次數為
1~3 次之顧
客

沉睡期間
小於 2 年

篩
消費次數大
選
消費次數為
於 2 次之顧
條
1 次之顧客
客
件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S2

沉睡期間 沉睡期間
為 2~2.5 大於 2.5
年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ge : 顧客第一次消費距今之天數
freq : 消費次數
recent : 最近一次消費距今之天數
K=365

圖 4-20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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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2)分群結果
本研究按此方法將 91,338 位顧客進行分群後，可得 A 公司之顧客狀態分布
為新進顧客（N）共 14,844 人，如表 4-18 所示，其中主要新進顧客（N1）為
4,353 人、次要新進顧客（N2）為 10,491 人，既有顧客（E）共 25,971 人，其中
主要既有顧客（E1）為 16,054 人、次要既有顧客（E2）為 9,917 人，而睡著顧客
（S）共 49,535 人，其中瞌睡顧客（S1）為 10,965 人、半睡顧客（S2）為 9,229
人，以及沉睡顧客（S3）29,341 人。
表 4-18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之行銷滑水道的顧客分布

顧客
狀態

新顧客
（New Customer）

主力顧客
（Existing Customer）

睡著顧客
（Sleeping Customer）

主要

次要

主要

次要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N1

N2

E1

E2

S1

S2

S3

人數

4,353

10,401

16,054

9,917

10,965

9,229

29,341

百分比

4.82%

11.52%

17.79%

10.99%

12.15%

10.22%

32.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以預測顧客再消費之機率模型（model.prob）檢視此分群方式下每一
分群之平均再消費機率（表 4-19），以及再消費機率之直條圖分布（圖 4-21 至 4
-27）狀況，觀察分群表現。由於某些分群中，多數消費這集中於某一機率，直條
圖分布無法觀察其餘機率之分布狀況，故本研究亦將產生此現象之直條圖 y 軸限
制至較低次數以便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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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之行銷滑水道之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各分群顧客再消費之平均機率

顧客狀態

再消費機率
（平均）

新顧客

主力顧客

睡著顧客

N

E

S

主要

次要

主要

次要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N1

N2

E1

E2

S1

S2

S3

0.50

0.12

0.29

0.18

0.03

0.01

0.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1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後套用至 model.prob
之主要新進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2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後套用至 model.prob
之次要新進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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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後套用至 model.prob
之主要主力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4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後套用至 model.prob
之次要主力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5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後套用至 model.prob
之瞌睡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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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後套用至 model.prob
之半睡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7 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劃分行銷滑水道後套用至 model.prob
之沉睡顧客再消費的機率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選定分群方式
分群之目的是幫助管理者有效管理顧客，因此管理者應力求劃分出群間差異
大而群內差異小，且各個分群是能夠被管理的樣態，若找出此種分群，管理者便
能在訂定與執行策略時，針對不同群體制定不同策略並實施，使不同群體能接受
不同的
管理方式，進而提高管理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將比較前述兩種分群方式之差異
和優劣，並選擇其中之一作為 A 公司之行銷滑水道之顧客分群方式。
1. 比較
本研究比較上述兩種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後之新顧客再消費之機率與
機率分布圖，自新顧客、既有顧客至睡著顧客觀察分群結果樣態。在新顧客之部
分，如表 4-20、4-21 所示，於表 4-20 中發現依「顧客購買週期」劃分之新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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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研究劃分之新顧客，前者顧客再消費機率平均為 0.05，後者以主要新顧客
（N1）來看則為 0.5，觀察表 4-21 之機率分布圖時，同樣可發現前者之分布多集
中於 0.1 內，而後者則以偏鐘型之樣態分布。在表 4-22 之既有顧客中，依「顧客
購買週期」劃分之既有主力顧客與本研究劃分之主要主力顧客、次要主力顧客比
較，前者之顧客平均再消費機率 0.48 較後者 0.29 與 0.18 為高，而以表 4-23 之機
率分部狀態圖進行比較時，主力顧客（E0）與主要主力顧客（E1）之分布圖兩者
看似相似，但若仔細觀察可發現兩圖中頭部分布之部分有其差別，前者維持一定
次數分布，後者則從低次數漸往高次數分布，另外，本研究調整之分群方式多分
出次要主力顧客（E2）之族群，雖其機率不高但其分布具有一致性。最後，對瞌
睡顧客（S1）、半睡顧客（S2）、沉睡顧客（S3）進行觀察時，於表 4-24 中可
見，依「顧客購買週期」劃分之此群顧客預測之平均再消費機率分別為 0.25、
0.2、0.07 皆較以本研究劃分之方式所得到之機率 0.03、0.01、0.002 為高，但如
表 4-25 所示觀察機率分布圖時，則可發現本研究劃分之群體皆集中於一定之機
率，而依「顧客購買週期」劃分之下則有許多機率分布散佈於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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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兩種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新顧客再消費之機率比較
劃分方法

顧客狀態
新顧客
N

個人購買週期

0.05

「產業特性」與「預測機率」

主要新顧客

次要新顧客

N1

N2

0.5

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1 兩種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新顧客再消費之機率分布圖比較
劃分方法

機率分布直條圖

個人購買週期

「產業特性」與
「預測機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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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兩種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主力顧客再消費之機率比較
劃分方法

顧客狀態
主力顧客
E0

個人購買週期

0.48

「產業特性」與「預測機率」

主要主力顧客

次要主力顧客

E1

E2

0.29

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3 兩種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主力顧客再消費之機率分布圖比較
劃分方法

機率分布直條圖

個人購買週期

「產業特性」與
「預測機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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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兩種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瞌睡、半睡、沉睡顧客再消費之機率
比較
劃分方法

顧客狀態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S1

S2

S3

0.25

0.2

0.07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S1

S2

S3

0.02

0.01

0.02

個人購買週期

「產業特性」與「預測機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5 兩種劃分方式套用至 model.prob 之瞌睡、半睡、沉睡顧客再消費之機率
分布
顧
客
狀
態

瞌
睡
顧
客

劃分方法

機率分布直條圖

個人購買週期

S1

「產業特性」與
「預測機率」

半
睡
顧
客

個人購買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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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產業特性」與
「預測機率」

沉
睡
顧
客
S3

個人購買週期

「產業特性」與
「預測機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選定
綜合前述比較，雖依「個人購買週期」進行行銷滑水道之分群時，對於主力
顧客以及睡著顧客預期之顧客平均再消費機率較高，但若以分群分布的角度而
言，本研究調整後之分群，於直條圖的顯示上是較乾淨且集中的。另外，若以新
顧客之預期平均再消費機率來看，經過調整後的機率亦較為合理，因此，本研究
選擇依「機率預測模型」與「產業特性」進行行銷滑水道劃分調整之分群作為分
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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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策略
本研究將就前述所計算之顧客終身價值與行銷滑水道劃分下之顧客分群加以
結合，觀察與分析每個分群的顧客狀態，並根據 Kumar 和 Rajan 所提出對不同忠
誠度與不同獲利貢獻度之顧客的管理策略，對各個群體擬訂不同策略。
一、顧客終身價值與行銷滑水道
計算完每個顧客之終身價值，並搭配本研究選定之行銷滑水道劃分方式分群
後，可觀察每個群體間的顧客樣貌。根據分群結果，可預測每個群體之顧客下一
期之消費金額，如表 4-26 所示，本研究檢視在預測下各個族群的消費金額之平
均，可得主要新進顧客之消費金額為 1,976 元、次要新進顧客為 1,763 元、主要
主力顧客為 2,300 元、次要主力股客為 1,413 元，而瞌睡顧客、半睡顧客、沉睡
顧客下一期之預測平均消費金額分別為 1,302 元、1,076 元與 762 元，將此平均消
費金額與預測下一期顧客再消費機率相乘，可得預測之下一期的顧客貢獻金額，
而因放入機率相乘，可看到每個群體之平均消費金額結果有所改變，主要新進顧
客為 327 元、次要新進顧客為 54 元、主要主力顧客為 1,385 元、次要主力顧客為
179 元，瞌睡顧客、半睡顧客、沉睡顧客分別為 54 元、16 元與 3 元。
而若不只觀察一期，而是以多期計算顧客終身價值，如本研究於的四章第二
節所述，以五年作為顧客終身價值計算之期間，並假設每年折現率為 0.1，計算
結果顯示主要新進顧客之平均顧客終身價值為 916 元、次要新進顧客為 406 元、
主要主力顧客為 4,654 元、次要主力顧客為 165 元，而瞌睡顧客、半睡顧客、沉
睡顧客之平均顧客終身價值分別為 64 元、16 元與 3 元（表 4-27）。由於加入機
率之因素相乘，使某些群體之平均貢獻金額和顧客終身價值看似不高，如表 4-26
和表 4-27 中之次要新進顧客、次要既有顧客以及睡著顧客，但並不表示此群體中
之對象皆不值得管理，從箱型圖（圖 4-29）可看出，除沉睡顧客（S3）外的族群
皆有部分離群值為高終身價值之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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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預測各分群下一期之平均消費金額
新顧客

主力顧客

睡著顧客

N

E

S

顧客狀態
主要

次要

主要

次要

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N1

N2

E1

E2

S1

S2

S3

預測顧客再消
費機率

0.29

0.18

0.5

0.12

0.03

0.01

0.003

預測平均消費
金額（元）

1,976

1,763

2,300

1,413

1,302

1,076

762

預期平均貢獻
金額

604

327

1,385

179

54

16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7 各分群之平均顧客終身價值
新顧客

主力顧客

睡著顧客

N

E

S

顧客狀態

平均顧客終身
價值（元）

主要

次要

主要

次要

N1

N2

E1

E2

S1

S2

S3

916

402

4,656

165

64

16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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瞌睡顧客 半睡顧客 沉睡顧客

圖 4-28 預期各分群之顧客再消費機率與若再消費其消費金額之箱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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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預期各分群之顧客終身價值之箱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策略建議
（一）顧客關係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是一種商業策略，以獲取（acquire）新顧客、增進（develop）
既有顧客，並維持（retain）有價值的顧客為企業目標。最終結果是希望根據顧客
購買行為，提供顧客量身訂做的服務，以提升顧客滿意度，進而提高企業獲利
率。因此，企業應致力於將新顧客轉化為忠誠顧客、增進具消費潛力之既有顧客
之價值，並維持具價值之既有顧客之關係。
64

由分群結果可發現主要主力顧客（E1）為本研究預期終身價值最高之族群，
且此族群具高忠誠度之特性，此族群之顧客於一年半內至少至 A 公司消費四次，
預測之再消費機率達五成，因此，A 公司應依顧客關係管理中之顧客關係維持
（retain）管理主要主力顧客（E1）客群。而對於主要新進顧客（N1）、次要新進
顧客（N2）與次要主力顧客（E2）等客群，皆有發展空間，應依顧客關係管理中
之增進（develop）顧客價值作為管理方式，將新進顧客（N）開發至主要顧客
（E），將次要主力顧客（E2）開發至主要主力顧客（E1）。最後，對於睡著顧客
（S）內之族群，因此族群之顧客喚醒機率皆較低，可針對顧客終身價值之箱型
圖上半部離群值的顧客做增進，惟沉睡顧客（S3）此族群中之顧客終身價值亦偏
低，投入成本喚醒此群人之效益並不大，甚至為負，故將其捨棄（表 4-28）。而
經由本研究 model.prob 的建立，可預測顧客未來在行銷滑水道中的動向，因此數
據資料除了能幫助企業了解每個顧客當前位處狀態外，亦可預測每個顧客下一期
將流動至何種狀態，做到更精準的顧客管理。同樣是維持（retain）主要主力顧客
（E1）之關係，但可針對在預測下會流動至睡著顧客（S）狀態之主要主力顧客
做出因應的管理策略，而對於模型預測之下一期仍會留在主要主力顧客（E1）中
的顧客，企業便毋須花額外的成本以求顧客關係的維繫。如此一來，企業便能提
早且更精準的針對不同個體制定顧客管理策略，讓顧客隨時處於對企業最有利之
分群，並省去不必要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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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各分群應因應至顧客關係管理方式
顧客關係管理
維持

對象
主要主力顧客（E1）
新進顧客（N）增進至主要顧客（E）

增進

次要主力顧客（E2）增進至主要主力顧客（E1）
瞌睡顧客（S1）、半睡顧客（S2）中，終身價值高之顧客增進
至主力顧客（E）

捨棄

沉睡顧客（S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已知應對哪些群體做出增進與維持後，第二步便是策略方式的展開。本研
究以 Kumar 和 Rajan 所提出之管理矩陣，將上述分群套入該矩陣當中，使 A 公司
在進行顧客關係管理時，有可參照之標的。如表 2-1 所示，Kumar 和 Rajan 將矩
陣以忠誠度與顧客利潤貢獻度構成兩軸，畫出四個區塊，忠誠度低對應至高、低
利潤貢獻度之顧客分別為花蝴蝶與陌生人，而高忠誠度對應至高、低利潤貢獻度
分別為真心朋友與藤壺，並針對每個區塊提出之顧客管理方法做出因應策略。
由於每個區塊皆有一套執行策略，因此在 A 公司之個案當中，須將本研究區
分出的七個顧客群套入該顧客管理矩陣中，以了解七個顧客群應採用何種管理方
式應對。以忠誠度之構面而言，因新進顧客（N）尚未建立與 A 公司間之忠誠
度，故屬低忠誠度，而睡著顧客（S）為上次消費時間距今已大於一年半之顧
客，其忠誠度亦屬低。主力顧客（E）為距今一年半內皆有至 A 公司消費之既有
顧客，故忠誠度屬高。在忠誠度之構面劃分完成後，便應區分其利潤貢獻度，本
研究觀察新進顧客（N）與睡著顧客（S）二低忠誠度之族群，在高利潤貢獻度之
構面，發現新進顧客之利潤貢獻度皆有一定水準，該族群被預測的最低消費金額
尚在其他族群平均之上（圖 4-28），故新進顧客（N）此分群皆屬高利潤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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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圖 4-28 顯示睡著顧客（S）之族群的預期消費金額普遍偏低，沉睡顧客
（S3）更是低落，因此在睡著顧客（S）中劃分高利潤貢獻度之顧客時，將排除
沉睡顧客（S3）之類別，僅挑選瞌睡顧客（S1）和半睡顧客（S2）兩族群中終身
價值高者納入高利潤貢獻度，剩餘皆歸類於低利潤貢獻度。在高忠誠度即既有顧
客（E）之構面，同樣觀察圖 4-28 以辨別顧客之利潤貢獻度高、低，透過箱型圖
可看出既有顧客（E）的各分群中，存在高、低消費金額不同之顧客，故亦以各
分群內顧客個人之終身價值高低作為此構面之分別，即在主力顧客（E）之分群
內，無論主要主力顧客（E1）或次要主力顧客（E2），皆以顧客個別之終身價值
高、低，作為利潤貢獻度高、低之對應。綜合上述，將本研究劃分之七個分群對
應至 Kumar 和 Rajan 提出的顧客管理矩陣時（表 4-29），可得花蝴蝶區為新進顧
客（N）、高終身價值之瞌睡顧客（S1）、高終身價值之半睡顧客（S2），陌生人區
為低終身價值之瞌睡顧客（S1）、低終身價值之半睡顧客（S2）、沉睡顧客
（S3），真心朋友區為高終身價值之既有顧客（E），而藤壺區為低終身價值之既
有顧客（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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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各顧客分群與顧客管理矩陣之對應
低忠誠度

高忠誠度

新進顧客、睡著顧客

主力顧客

花蝴蝶

真心朋友

‧新進顧客
高利潤貢獻度
‧高終身價值之瞌睡顧客

‧高終身價值之主力顧客

‧高終身價值之半睡顧客
陌生人

藤壺

‧沉睡顧客
低利潤貢獻度
‧低終身價值之瞌睡顧客

‧低終身價值之主力顧客

‧低終身價值之半睡顧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將各族群之顧客對應至不同區塊後，便可參照各區塊之顧客管理策略做出回
應，以下分別以不同區塊列點說明，並簡單整理於表 4-30。
1. 花蝴蝶
在花蝴蝶的族群中，因其忠誠度並不高，故每次服務重點應放在提升顧客之
滿意度上，以增進其轉化為高忠誠度顧客之可能。但 Kumar 和 Rajan 亦認為將此
族群的顧客轉化至高忠誠度的機率很低，因此，除顧及其滿意度之外，應盡量在
每一次的服務當中獲取最大利潤，而此點本研究認為此點可稍作調整與修正，透
過數據分析進行預測後，企業便有能力辨識該顧客之終身價值，由終身價值之高
低可辨別該顧客轉換為高忠誠度的可能性，故可避免 Kumar 和 Rajan 將此族群之
顧客普遍視為難以轉換為忠誠顧客之情形。若數據分析之結果顯示該名顧客終身
價值高，即表示其轉換為忠誠顧客可能性高，則此時的策略重點應放在提高顧客
滿意度以將其轉換至忠誠顧客，而若此人終身價值低，則可從每一次的服務中盡
力賺取最大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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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A 公司可執行方法為：(1)確保顧客滿意，如：事後追蹤 (2)若為
價值高之新進顧客（E），可發放消費優惠券，增加其再次消費之誘因 (3)若為價
值高之半睡顧客（S1）或瞌睡顧客（S2），可投遞顧客回娘家等優惠訊息，以喚
醒顧客。
2. 陌生人
在陌生人的分類中，Kumar 和 Rajan 不建議企業將資源投入至這些關係上，
故力求每一次服務中賺取最大利潤即可。
A 公司可執行方法為：盡量推銷其他服務項目或產品，因其本身不具忠誠
度，故毋須擔心顧客因過度銷售產生反感。
3. 真心朋友
對於真心朋友，應透過建立長期關係之方式，致力於保留這群顧客，但關係
建立的方式必須有所拿捏，保持與顧客之適當聯繫，即聯繫不可太過頻繁，否則
可能造成反效果導致顧客流失，除此之外，企業應確保這群顧客是持續性的至店
內消費。
綜合上述，A 公司可執行方法為：(1)確保顧客滿意，如：事後追蹤 (2)以預
測結果觀察顧客下一期流動狀態，與可能流動至睡著顧客（S）的消費者聯繫，
如：優惠券發放、公司關懷、設計師關懷等。
4. 藤壺
Kumar 和 Rajan 指出藤壺此族群之顧客雖具高忠誠度，但由於利潤貢獻度低
落，因此多是在消耗公司之資源，此時企業應推測顧客消費金額佔其消費能力之
高低，若認為其消費能力高但卻只消費較低的金額，企業可鎖定同等級產品或較
高檔產品進行銷售，若顧客本身消費能力低導致其消費金額低，則企業對該顧客
應進行成本的控制。而透過數據分析，將能輔以企業推測顧客消費能力，使其在
管理藤壺類別之顧客時更有效率。
綜合上述，A 公司可執行方法為：(1)對財力高但消費低之顧客同時推銷其他
服務項目或推銷加價購之服務項目，如：對洗髮、剪髮之顧客推銷加價護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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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去頭皮角質等項目 (2)對財力低且消費低之顧客進行成本控制，如：精實洗髮
乳或潤髮乳等消耗品用量、盡量於短時間內結束服務以服務更具價值之顧客
表 4-30 顧客管理矩陣以及 A 公司適用之策略建議
低忠誠度

高忠誠度

花蝴蝶

真心朋友

 事後追蹤、滿意保證

 事後追蹤、滿意保證

 再消費優惠券

 優惠券發放

 老顧客回娘家優惠活動

 公司關懷、設計師關懷

高利潤貢獻度

陌生人

藤壺

 多推銷其他產品或服務

 推銷其他服務或加價購

低利潤貢獻度
 控制消耗品用量
 縮短服務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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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與建議
各行各業為因應「大數據」一詞的出現，紛紛投入 ERP、CRM 等系統欲幫
助管理，但許多業者獲取數據後卻無法加以運用，以致投入之成本遲遲無法回
收，本研究選定之個案便是其中一例。因此，本研究期幫助 A 公司善用其資源，
藉由真實的交易紀進行分析與觀察，並建立預測模型以預測每個顧客之終身價
值，使 A 公司能針對顧客進行更有效之管理，除能藉由良善的顧客關係管理使業
績成長外，更盼能藉此方式提高顧客對企業之忠誠度，降低顧客因設計師離職而
流失之可能。
本研究取得美髮業者 A 公司 2009 年至 2016 年之顧客交易紀錄，主要根據
RFM 即最近一次消費（Recency）、消費頻率（Frequency），以及消費金額
（Monetary）等欄位以回歸分析建立預測模型。根據模型預測出下一期之顧客狀
態且計算出各顧客之終身價值後，以「行銷滑水道」中新進顧客、主力顧客、沉
睡顧客三大類別分出七個族群，配合 Kumar 和 Rajan 提出的顧客管理矩陣擬定相
關策略。惟本研究依訪談放入產業特性做出行銷滑水道之劃分調整後，雖分類較
精緻、預測各族群再消費機率分布較集中，但此劃分方式因過於細緻，使某幾群
人之再消費機率明顯偏低，進而影響至這些族群的顧客終身價值亦偏低。因此，
行銷滑水道的劃分方式仍有調整空間，且因應產業的競爭環境不斷改變，分群方
式也應持續性的進行修正。圖 5-1 為本篇研究歸納出的結論與建議，望能提供 A
公司以及其他美髮產業業者加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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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分析：從交易紀錄中發現近年顧客流失率較高，
導致 A 公司營收下滑，故應發展顧客關係管理中之顧
客保留策略。
2. 設計師分析：由於設計師轉至其他髮廊就業會帶走多
數公司顧客，導致 A 顧客流失，故應發展發展顧客關
係管理中之顧客增進策略。

背景分析

3. 顧客分析：目前 A 公司對獲取新顧客以及與既有顧客
之關係維護未有妥善措施，故應發展顧客關係管理中
之全構面，包含顧客獲取、增進、維持。

顧客關係管理

1. 顧客終身價值：以迴歸分析建立預測模型 model.prob
與 model.rev，分別預測顧客之下一期再消費機率以及
若再消費其消費金額。

顧客分析

2. 行銷滑水道（NES 模型）：以行銷滑水道將顧客依產業
特性與預測機率進行顧客分群。
3. 顧客終身價值與行銷滑水道結合，可觀察各分群中顧
客價值之高低，亦可觀察下一期顧客狀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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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個分群對應至顧客管理矩陣不同區塊，並以顧客管理矩
陣發展顧客增進與顧客保留策略：
1. 顧客增進：對花蝴蝶區以及藤壺區高價值的顧客發展
決策分析

顧客增進策略，想辦法轉換其至真心朋友區。
2. 顧客保留：對真心朋友區的顧客發展顧客保留策略，
致力於留住這群對企業有價值的消費者。
圖 5-1 研究結論與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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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研究貢獻如下：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與過往不同
過去在進行顧客分群時，多以問卷、焦點團體等市場調查以及經理人的經驗
等方式找出顧客樣貌，本研究則以真實的顧客交易紀錄綜合業界人士之經驗作為
分群依據。且過去將顧客分群時，多以顧客「現在」的狀態訂定管理策略，而本
研究除觀察顧客「現在」的狀態外，更預測了顧客「未來」的狀態，幫助企業能
夠及早且精準的掌握顧客動態。
二、將技術用於美髮產業
行銷滑水道即 NES 模型之概念多運用在零售產業，而過去美髮產業中也未曾
出現以迴歸分析建立預測模型之理論或實務方法。本研究這些理論運用至美髮產
業，並依照產業特性做出部分調整，提供美髮業者運用數據分析之參考。
三、將行銷滑水道與顧客管理矩陣概念結合
行銷滑水道以顧客消費時間、頻率作為分群依據，將顧客分為新進、主力和
睡著顧客，主要用以掌握顧客每一期之流動狀態；顧客管理矩陣則提供實際顧客
管理之策略與作法用至行銷滑水道劃分之不同分群中，在執行顧客管理矩陣中所
提出之策略後，可再藉由行銷滑水道之顧客動態了解行銷策略是否有效。因此，
本研究將行銷滑水道與顧客管理矩陣二者結合後，創造出有效幫助企業管理顧客
之動態方法。
四、將數據套用至 Kumar 和 Rajan 顧客管理矩陣
Kumar 和 Rajan 的顧客管理矩陣中對花蝴蝶區塊之部分策略以提高滿意度為
主而非提高其忠誠度，原因為 Kumar 和 Rajan 認為花蝴蝶族群之顧客不易轉換為
真心朋友，提升忠誠度是困難的。但輔以數據資料分析後，則可透過預測模型瞭
解該名顧客之再消費機率，便能從中辨別該顧客轉換為真心朋友之難易程度，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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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再來機率低之顧客以 Kumar 和 Rajan 所提出之管理策略即提升滿意度為主，而
若為再來機率高之顧客，則可致力於提升其忠誠度。
另外，Kumar 和 Rajan 針對藤壺區塊之顧客指出服務人員應判斷該名顧客之
財力，再進行不同的因應對策。而數據在此部分亦能輔以服務人員進行判斷，可
經由預測模型預測之顧客再消費金額，幫助判斷該名顧客之財力程度高低，無須
全以一線人員之經驗與感覺做判斷。
五、研究方式與策略可供一般產業依循
本研究雖以美髮產業為標的，但仍以 RFM 模型的三大要素作為主要變數分
析，因此，只需將行銷滑水道之顧客分群方式，因應不同產業做出調整，顧客關
係管理架構、顧客管理矩陣等亦可供一般產業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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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一、研究限制
（一）缺乏人口統計資料
本研究取得之顧客交易資料於人口統計變數上之欄位較不完整，如：性別、
年齡、職業等，這些人口統計變數對於 A 公司觀察顧客樣貌有其重要性，若有這
些資訊，能幫助企業找出具真心朋友客群之顧客樣貌，進而訂定關於顧客獲取之
策略，但因目前這部分資訊不足，故顧客關係管理策略多偏重在顧客增進與維
持，且若有相關變數亦可放入模型建立，使模型更臻完整。
（二）缺乏服務內容資料
雖 A 公司之 ERP 系統有服務項目之欄位，但本研究未採納此項變數，因該
系統於服務項目欄位只能登記一種服務，但有些顧客可能同時進行多項服務，
如：染髮並燙髮，故若以此欄位觀察顧客樣貌將會產生偏差。
（三）缺乏執行成本與成功率數據
本研究缺乏 A 公司從事行銷或促銷等策略的成本金額，以及成功率的數據，
若有這些數據，在制定行銷策略時，將能參照成本與成功率控制損益。
（四）未有策略執行成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顧客管理建議因尚未實際執行，尚無法得知其執行效果。
二、未來發展
（一）將顧客資料記錄完善
如研究限制所述，若欲掌握更完整的顧客樣貌，A 公司應盡量記錄顧客之人
口統計資料與服務項目等欄位，使得模型與策略的訂定能夠更加全面與有效。
（二）將行銷成本與成功率紀錄完善
若往後能實際將成本與成功率紀錄，便可在制定行銷策略時得到更完整的損
益評估，並能使 A 公司觀察何種的促銷方式對什麼人有效，甚能再建置一個行銷
策略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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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上數據蒐集與整合
未來，除線下之顧客交易紀錄數據可發揮價值外，當 A 公司網站以及粉絲團
等線上平台發展更加完整時，則可從線上獲取更多數據與實體通路做出結合，顧
客關係管理之策略和行銷方法，將不再只限於線下投遞與關心，更可透過數位行
銷的方式做出線上與線下全面的顧客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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