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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供應鏈管理（Supply Chain Management，簡稱 SCM）在過去幾個世紀間一

直在作業管理研究領域獲得廣泛的討論。學者過去對於供應鏈管理的討論有很

多，例如：從原物料到最終成品之間的實體配送流程（Houlihan, 1988; Jones and 

Riley, 1985; Oliver and Webber, 1982），為了完成企業活動而在企業夥伴間所進行

的採購行為（Carr and Smeltzer, 1997; Gadde and Hakansson, 1994; Krause et al., 

2001），以及由一連串企業行為所衍生出來的供應夥伴關係管理（Christopher, 

1992; Cooper et al., 1997）等等。然而，在過去的討論中不難發現，學者對於 “供

應鏈管理” 的討論，多以提供實品物流配送的傳統製造業為主，對於服務導向的

供應鏈管理討論仍舊十分有限。 

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生產技術的成熟，以及消費者力量的抬頭，消費者

對於企業的期望已從過去對提供產品的要求轉而成為對服務品質的在乎。這樣的

改變帶動了服務產業在各經濟體系中的日益重要性。以美國地區為例，其服務產

業在 2004 年所帶來的產值即佔了全年約百分之七十（Strassner and Howells, 

May 2005），而在台灣地區，在 2006 年時全國登記成為服務業的企業家數已達

到將近 88 萬家，提供了全國約 56.95% 的就業機會，遠高於製造業的 14 萬餘

家以及所提供的約 35.86% 的就業機會；而在生產總額的部分，在過去二十年間

（1986 年至 2006 年），服務業已由原本的 23.15% 成長至 35.69%，雖然仍低

於製造業（在 1986 年 與 2006 年分別為約 67.63% 及 57.63%），但兩者之間

的差距正逐漸縮小中，且在 2004 年服務業即提供了近半的經濟產值（43.4%）

（行政院主計處., 2008）。這些數據，都在顯示，服務業已是今日商業環境中的

重要主體之一，企業漸漸體認，僅僅將產品生產並運送至客戶手中並不是消費者

真正在乎的，如何能夠在消費的過程中獲得被服務的滿足，才是今日消費者在意

的目標。 

神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神腦國際）目前是台灣地區手機通路

產業最大供應商。神腦國際過去將自身定位為手機通路商，將實體物件 “手機” 

視為該供應鏈中的營運標的物，並且以手機的代理及配送做為主要營運內容，仰

賴其下的經銷商及加盟店為其進行手機銷售服務。然而，在過去幾年期間，為了

達到較高的市場佔有率（market share），拉近與主要競爭者之間的距離，神腦國

際不再僅將自身視為單純的手機物流通路商，反而進一步地強調其所提供給消費

者的手機維修服務，希望此一以 “服務” 為目的的企業活動能夠成為其競爭優

勢，藉以在市場上與其他競爭者達到區隔。在這樣經營模式改變的過程中，手機

售後維修服務（after-sales service，或是 repair service）流程對於神腦國際內部產

生了不同的意義。相較於過去將產品維修服務視為實體物流供應鏈架構中的 “反

物流（reverses logistics）”，神腦國際從 “服務（service）” 的角度，重新針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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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維修流程進行設計及改造，換句話說，對消費者而言，神腦國際所扮演的角色

已不再是過去傳統且單純的手機通路廠商，卻是可以讓客戶信任的手機服務商。

這樣的改變，也讓神腦國際在過去兩年間提高了營業額，甚至超越了原先的市場

領先者。 

有鑑於服務業對台灣產業的貢獻日趨重要，但服務導向供應鏈 

（service-oriented supply chain）的相關研究在台灣地區仍屬起步階段，為了填補

文獻的缺口，本研究以神腦國際為案例，以個案探討的方式，了解在從過去傳統

的產品導向供應鏈（product-oriented supply chain）轉變為服務導向供應鏈的過程

中，企業在管理上所會面臨的決策與改變。本文以下分別就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結果與討論進行探討。 

2. 文獻探討 

2.1 產品售後維修服務供應鏈 

在傳統產品導向的供應鏈管理中，售後服務流程往往被以  “反向物流

（reverse logistics）” （Fleischmann et al., 1997; Dowlatshahi, 2000）、“反向供應

鏈（reverse supply chain）” （Prahinski and Kocabasoglu, 2006），或是 “售後服

務供應鏈（after-sales service supply chain）” （Saccani et al., 2007）等名稱加以

討論。在由 The Supply Chain Council 所提出的 SCOR 模型中，便將售後服務

稱做是 “退貨（return）”，並被視為是供應鏈活動中重要的一環。而學者在針對

售後服務流程所進行的討論中，也多著眼於如運輸、倉儲、配送、以及存貨管

理等活動（Bayles, 2001），進行如倉儲位置的決定、車輛配送、以及容器的重複

利用管理等等研究（Rosenau et al., 1996; Fleischmann et al., 2001）。從這些文獻中

不難發現，學者對於從客戶端取回產品的反向物流，仍舊著重在實體物流以及

相關儲存與搬運設施的管理，以達到最低成本與最經濟的時間效益為目的，而

較少從 “服務” 的角度出發，探討如何透過這一項企業活動對客戶增加最大的價

值。 

從客戶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為出發點，Sampson（2000）認為，服務性供應

鏈與傳統供應鏈有一點顯著的不同，在於，在服務供應鏈中，客戶與供應商之

間的角色是雙向（bi-directional）的，在某一企業行為中擔任客戶角色的個體，

可能在另一個企業行為中是屬於供應商的角色。維修服務就是一個的例子。產

品的維修服務活動可能牽涉到單階或是雙階的供應商-客戶雙向關係。在單階的

雙向關係中，原來的產品提供者便是維修服務提供者，因此在維修服務發生時，

原來的消費者成了產品的提供者，提供服務的廠商在這企業活動中卻成了產品

的接收者，並且在針對該產品完成加值服務（value added activity，即維修）之

後，重新將產品交回消費者手上。相較於單階的雙向關係，雙階的雙向關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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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較複雜的企業經營模式。在雙階的雙向關係中，原來的產品供應者並非維

修服務提供者，而是與其他企業聯盟提供服務。因此，產品供應者在這樣的供

應鏈中成了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媒介，產品的正向及反向物流都可能透

過此中介者而完成。 

因此，若與傳統的反向物流相比較，Sampson（2000）認為以 “服務” 為出

發點的售後服務供應鏈應具備幾點特點：（a）在服務性供應鏈中，供應商與客戶

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而這樣的雙向關係結構並不會太長；（b）服務提供者通

常不針對客戶所提供的輸入品（input）進行付費；（c）服務導向供應鏈通常採

取即時化（JIT）生產；（d）在服務性供應鏈中，消費者對於服務供應商所能提

供的服務價值並不一定能確實地掌握。而與其從物流的角度去探討反向物流所

可能面對的課題，供應者更應針對以上特點，提升以 “服務” 為出發點的售後服

務供應鏈所能為客戶帶來的價值。 

2.2 從產品導向供應鏈到服務導向供應鏈 

在傳統以產品為中心的供應鏈管理中，許多學者建議在選擇適當的供應鏈

策略時，必須將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屬性（Aitken et al., 2003; Catalan and Kotzab, 

2003; Cigolini et al., 2004; Ramdas, 2003; Thirumalai and Sinha, 2005; Fisher, 

1997）、產品生命週期（Holmström et al., 2006; Randall et al., 2003; Wang et al., 

2004），以及供應鏈中所存在的不確定性（uncertainty）（Ho et al., 2005; Ho et al., 

2002; Kim et al., 2002; Lee, 2002）等因素納入考慮。根據這些學者表示，供應鏈

策略的選擇必須同時結合企業內部與外部的條件，並且與供應夥伴間達到共

識，以追求共同的目標。若競爭策略無法與企業內部與外部的相關因素配合，

則可能對企業在市場上的績效表現造成嚴重影響。 

在過去傳統產品導向的供應鏈管理中，學者已針對相關影響策略的因素進

行廣泛的探討，然而，傳統以產品為中心的供應鏈管理，轉從以“客戶服務”為中

心，進行供應鏈管理的文獻卻很有限。本文以下分別就企業活動從產品導向的

供應鏈調整為服務導向供應鏈所需考量的因素與策略進行探討。 

2.2.1 績效模糊性（performance ambiguity） 

Jones（1987）以交易成本的觀點檢視顧客與組織間的交易特徵，即績效模

糊性（performance ambiguity），如何影響組織的治理結構，其認為透過檢視績效

模糊性的交易特徵，可以協助組織選擇適當的治理機制來降低此交易特徵所產生

的交易成本。一般來說，顧客與公司間交易的發生，顧客必須察覺自己可以從中

獲利，然而在交易的過程中，顧客與公司間往往存在著績效模糊性。 

績效模糊性的程度視顧客是否能監控和評估公司（或交易夥伴）的績效和決

定交換服務的價值而定。通常對顧客而言，監控和評估公司產品和服務的品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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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尤其就服務而言，由於服務是無形的，像是醫療診斷，顧客往往更難以

衡量其績效。此外，許多產品和服務的品質需視專業人員的技術和能力而定，像

是醫生和律師，由於他們是非常專業的，以致於顧客很困難地去評估他們的績效。 

上述的這些情況，或許會讓顧客在交易的過程中知覺高的不確定性和風險，

績效模糊性的產生導致交易成本的提高，顧客為了做最佳的決策被迫承擔搜尋成

本，在交易後亦承擔了接收產品或服務品質的監控成本。因此，公司應設法讓顧

客感受到監控和評估其所接收到的產品或服務是容易的，像是可以評估員工的行

為…等，一方面可以降低在交易過程中因績效模糊性所產生的交易成本，另一方

面也可以提升顧客的滿意度（Johnson et al., 2008）。 

Johnson et al.（2008）做了一項顧客對使用自助服務科技（self-service 

technology）是否滿意的研究，其認為，顧客在使用自助服務科技時，往往會因

為一些因素，導致對該服務缺乏品質的信任與客觀的評估準則，而造成難以評估

其績效和產生不確定性。這此因素包含無效率（inefficiency）、混亂（chaos）、創

造需求（create needs）、沒有能力（incompetence）、束縛（enslavement）與隔離

（isolation）。無效率是指，當執行一個簡單的任務卻需要使用複雜的科技時，對

服務的挫折和時間的壓力，會困惑顧客，並增加績效模糊性；混亂是指，當自助

服務科技出錯時，由於顧客無法馬上獲得第一線員工的協助，此種直接依賴的缺

乏會使顧客有無助和混亂的感覺，因而增加顧客的績效模糊性；創造需求是指，

自助服務科技提供了消費者需要的解決方案，為了更有效地使用服務，消費者會

另外花錢去購買，然而此過程中，使顧客知覺以前未實現的需要和慾望。此意料

之外的購買，造成了顧客負面的情緒，因而增加績效模糊性；沒有能力是指，愈

複雜或愈先進的技術，往往會使顧客沒有能力去操作它，因而提高了績效模糊

性；束縛是指，在顧客習慣使用該服務的情況下，除了原先的需求，也會被迫使

用其它的服務。由於自助服務科技導致依賴性和更多的制約，對顧客造成自由的

損失和威脅，亦會增加顧客績效模糊性；而隔離是指，自助服務科技的使用減少

了顧客與第一線員工的接觸與互動，此不利於服務失敗的補救，故當顧客感到被

隔絕時，績效模糊性因而產生。 

因此，除非顧客能更靈敏或更有能力地使用該項服務，否則公司應設法提供

有效的策略以降低顧客的績效模糊性，使其增加對服務的信任，進而提升對服務

的滿意度。 

2.2.2 服務流程複雜度（service process complexity） 

Mills and Moberg（1982）認為服務業和製造業在生產流程上最大的差異有

三點。第一，就服務業而言，生產和消耗是同時發生的，也就是顧客是與這些生

產流程有密切的互動關係；第二，顧客在服務的生產流程上有不同的參與程度；

第三，服務的提供是典型的無形產品。這三個面向顯示，就一家服務公司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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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流程上，顧客與公司之間是共同創造價值，並且有較高層次的互動關係

（Spohrer et al., 2007）。由於顧客與公司的服務流程（例如人力資源、技術…等）

有密切的互動，因此服務流程的複雜度因而提升（Jones, 1987; Shostack, 1987）。

以 IBM 為例，IBM 從一個專門致力於系統和軟體的公司轉變成結合服務於系統

和軟體中，以協助顧客了解他們自己的企業，並進一步轉換他們的企業。此種企

業績效轉型服務（business 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 services）勢必比以往只提

供簡單的 IT 系統，需提供更多、更複雜的知識、技術和資源（Spohrer and Maglio, 

2008）。 

Skaggs and Huffman（2003）認為服務所涉及的流程複雜度應視一個整體服

務傳遞過程中其協調的程度而定，此協調的形式受服務流程的數量和各個流程間

的相互依賴程度所影響。由於每家服務公司與顧客的互動層次不同，其流程複雜

度也會有所不同，公司可以透過各種不同的方法生產他們的服務。此外，公司為

了因應顧客不確定性的多種能力，也會增加其服務流程的複雜度。以銷售汽車保

險的公司為例，相較於只有一家中心辦公室的公司，在不同的地區都有駐點的公

司，需要不同單位間的相互協調，其服務流程勢必較為複雜，而也由於其服務流

程複雜度較高，較能因應不確定的資訊流動。Spohrer and Maglio（2008）也提到，

隨著顧客需求與競爭的增加，企業的服務系統（service system）也從原本是完全

的人工系統（people working together）到增添科技系統（people using tools）到外

包（outsourcing process）到發展成完全自動化（technology only）。以客服中心

（call centers）為例，原先僅僱用職員進行人工服務，隨著顧客需求的增加，則

增添設備，提供一個較優質的服務，當需求與競爭持續增加時，則將客服中心委

外，而最後，由於科技的發展，則提供網站和自動語音辦識系統以提供顧客自動

化的服務協助顧客解決問題。 

Karmarkar（2004）亦認為，企業在考慮本身該提供何種服務時，必須考慮

到本身所提供的服務特性，以及該服務所牽涉的流程複雜度。對流程簡易，但卻

需提供高度客製化的服務而言（例如火車票購票流程），企業若能採取如自動化

或是自助式服務，則可在成本與獲利間達到最佳平衡；而對標準化但卻複雜的處

理程序（例如產品維修流程），選擇性的外包（selective outsourcing）或是統籌規

劃（globalization），則會是較佳的策略。 

Storper and Salais（1997）為了因應生產者和顧客間互動時所產生的不確定

性提出了不同對應的競爭策略。與 Karmarkar（2004）相似，其架構主要區分為

兩個構面，第一個構面是服務提供的客製化程度。例如：諮詢公司和加工車廠所

提供的服務都是針對個別的顧客量身訂做，因此客製化程度較高；相對的，快遞

服務和軟體生產的客製化程度較低（亦即標準化程度較高），主要是由於其大多

數顧客的需求差異不大。第二個構面是服務流程的複雜程度。當服務流程是非慣

例的、有多個決策者共同參與、成本是高的，以及需求是很難事先指定的時候，

其服務的流程會變得很複雜。例如：銷售人員的訓練計畫服務的流程複雜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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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印刷服務的流程複雜度則較低。而此兩個構面所形成的矩陣可以畫分為四

個不同的競爭策略。對於流程簡易，但卻需提供高度客製化的服務而言，“價格”

是公司競爭的基礎；對於流程簡易，且提供的服務較為標準化時，公司所採的競

爭策略是”低價”與”防止他人模仿”；而對於服務是標準化，但卻需提供複雜的服

務流程時，“創新”則是公司應採行的競爭策略；對於服務是客製化，且需提供複

雜的服務流程以滿足一般顧客的需求時，”人際的關係”與”彈性”則是公司競爭的

基礎（Reuber and Fischer, 2005）。 

2.2.3 顧客不確定性（customer uncertainty） 

Frei（2006）認為，在服務導向供應鏈中，由於顧客所抵達的時間並不相同

（抵達變異，arrival variability），顧客各自所需的服務內容不盡相同（要求變異，

request variability），顧客配合服務提供的能力有限（能力變異，capability 

variability），顧客在該服務項目中所能配合的程度有異（努力變異，effort 

variability），以及顧客對各服務可能有著不同的偏好程度（主觀偏好變異，

subjective preference variability），這五種顧客不確定性都可能對於企業所願意提

供的服務水準以及投入成本造成影響。 

同樣地，Hsieh and Hsieh（2001）以員工的任務不確定性（task uncertainty）

來反映顧客的高度變異，他們認為任務不確定性主要是任務的困難（ task 

difficulty）或變異（task variability）的存在所導致。任務的困難主要意謂著員工

所執行的任務往往是不明確、不完全被瞭解、增加問題，以及需要花費時間解

決問題的程度很高；而變異主要是意謂著員工在執行任務時，所碰到的情況每

天都會有所不同、經常會碰到例外的狀況，以及每天處理任務的方法和步驟皆

有所不同。 

由於顧客不確定性，因此對提供服務的企業而言，要想提供無限的選擇給

顧客在實務上是有困難的。因此，在實務上，企業會衡量本身有能力投入的成

本以及該服務所能為顧客帶來的績效，企業可能會盡量滿足顧客在上述五項不

確定性中的差異需求（accommodation），也可能以不同的企業流程讓顧客可能造

成的變異降到最低（reduction）。雖然對許多考慮提供服務給顧客的企業而言，

往往認為必須先投入大量的成本，才能達到高度的顧客滿意度，但是這樣的想

法在實務中並不一定正確。 

Frei（2006）認為即使只投入少量成本，只要選對服務策略，仍有可能成就

高的顧客服務滿意度。他從服務品質與成本兩個角度著眼，提出了同時能夠平

衡兩者的服務策略，分別是適應（accommodation）以及減少變異（reduction）。

在服務成本、品質與策略三者間的關係探討中，Frei（2006）認為，企業所追求

的目標是在服務成本與服務品質間達到一個平衡，若能在該對應關係中處於對

角線的上方區域，則是較佳抉擇。因此，在這區域內，Frei（2006）提出了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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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的策略，分別是典型減少變異（classic reduction），無妥協減少變異

（uncompromised reduction），低成本適應（low-cost accommodation），以及典型

適應（classic accommodation）。其中 “典型適應” 以及 “典型減少變異” 兩者分

別代表高度調整本身的營運方式以配合顧客所造成的變異，以及以低成本的自

動化系統去減少顧客變異對營運所造成的影響。而 “低成本適應” 及 “無妥協減

少變異” 則是界於兩者之間的緩衝方案。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個案研究與資料蒐集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方式進行實證資料的收集及驗證。個

案研究方式在人文社會科學領域是一個廣被採納的研究方法，它通常可用來解

釋、描述、探究、說明、並且評估在研究問題中嘗試解答的現象與觀念（Rubin and 

Babbie, 2007; Yin, 2003）。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收集實務資料，針對既有的理論

架構做驗證，並且釐清過去文獻中提出不同因子間的交互關係，而在過去相關

的文獻中，相同領域的研究也多採用此研究方法，因此，將個案研究方法套用

在此研究中應是適當的。 

研究個案的選擇條件之一是必須能滿足研究問題的需求（Eisenhardt, 1989; 

Yin, 2003）。因此，本研究的個案必須是：針對某一企業活動（在本研究中是售

後服務流程）過去與現在分別從傳統產品導向與服務導向進行設計，且個案公

司可同時提供在企業活動轉變前後與研究相關的數據資料（如庫存成本及服務

服務導向 

供應鏈管理 

產品導向 

供應鏈管理 

影響因素 

 績效模糊性 

 服務流程複雜度 

 顧客不確定性 

對應策略 

 典型減少變異 

 無妥協減少變異 

 低成本適應 

 典型適應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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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水準）。在這些條件之下，本研究選擇了目前台灣地區最大手機服務業者神

腦國際，並且以其所提供的產品維修服務流程為研究目標。 

針對選定的個案公司，本研究將同時採用個案研究方法中多種資料收集的方

式，這些方法包括：深度面對面訪談、實地營運地點參訪、文件資料收集、以及

歷史檔案資料收集等。Yin（2003）表示，從多個來源收集資料是採用個案研究

的最大原則之一。透過不同面相資料的收集，可讓研究問題從不同的時間與角度

得到深度的探討、驗證，與了解，也因此預期可得到更正確且具信賴度的研究結

果。 

本研究以神腦國際此專案的決策核心人員如執行副總裁及運籌及資訊商品

部副總兩人為主要訪談對象，以了解當初對此專案及流程再造的背景及規劃過

程。此外，也透過公司內部文件資料的收集，以及報章雜誌等歷史資料的報導，

了解當時的神腦國際所面臨的問題以及該產業的趨勢變化。透過不同面向收集到

的資料，提供本研究了解個案公司在針對其原先以產品導向的供應鏈轉型為服務

導向供應鏈的過程中，所考慮到的各項影響因子（績效模糊性、服務程序複雜度、

顧客不確定性），以及這些因子對相關決策的影響方式。 

其中，在個案訪談的問項部份，本研究先藉由文獻回顧的方式，針對各項影

響因子的相關研究及理論進行了解（請見附錄一）：在績效模糊性的部份，本研

究將其定義為”顧客較無法監控和評估公司的績效與決定交換服務的價值”，參考

來源為 Jones（1987）、Johnson et al.（2008）。服務程序複雜度的部份，本研究

將其定義為”在服務傳遞的過程中，服務流程是非慣例、有多個決策者共同參與、

成本高，以及需求很難事先指定時，則服務程序複雜度高”，參考來源為 Skaggs 

and Huffman（2003）、Reuber and Fischer（2005），以及 Hsieh and Hsieh（2001）。

顧客不確定性的部份，抵達變異的定義為”顧客所抵達的時間並不相同”；要求變

異的定義為”顧客各自所需的服務內容不盡相同”；能力變異的定義為”顧客配合

服務提供的能力有限”；努力變異的定義為”顧客在該服務項目中所能配合的程度

有異”；主觀偏好變異的定義為”顧客對各服務可能有著不同的偏好程度”，參考

來源為 Frei（2006）。接著，再以這些理論為基礎，發展成訪談的問項（請見附

錄二）。 

3.2 個案背景介紹 

3.2.1 手機通路產業背景簡介 

根據位於英國倫敦的市場研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所發佈的最新報告指

出，2007 年第四季全球手機出貨量達到  3.32 億支，比  2006 年同期成長 

13%。Strategy Analytics 指出，2008 年全球手機出貨量將可達到 12.4 億支，比 

2007 年的 11.2 億支成長約 10%。其中彩色螢幕和照相功能的多媒體手機形成

的換機市場是推動成長的主要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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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地區而言，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顯示，台灣地區手機銷售量，

雖然消費者換機時間拉長，再加上由於通訊技術趨於成熟，且電信服務市場呈

現飽和的狀態，因此自 2005 年年中起，整體通訊消費呈現降溫的態勢，並在 

2006 至 2007 年首度呈現下滑的情形（下滑幅度約 3.05%）。但以 2008 年 5 

月我國手機銷售平均單價為新台幣 7,930 元，及全年手機內需市場約為七百萬

支預估，台灣手機產業一年產值仍超過新台幣五千億元，其中透過手機通路業

者的銷售比例約佔三成。也因此對手機通路業者而言，台灣地區的手機銷售仍

舊是重要的獲利來源。 

3.2.2 個案公司背景資料簡介  

神腦國際成立於 1979 年 5 月 18 日。在公司成立之初，是以生產電話為

主要業務。由於當時的電話生產核心技術仍舊被其他大廠所掌握，因此漸漸轉

往可主控核心技術的長距離無線電話，並且在波灣戰爭（1990 年）期間在中東

市場達到年營業額約 20 億新台幣的規模。 

隨著台灣通信市場的活絡與成熟，神腦國際在接下來的一個世紀間逐漸轉

變為以手機通路做為主要營業項目，並在 2001 年正式掛牌上市，資本額為 

22.34 億元。神腦國際的營運項目主要包括無線通訊、行動通訊二大領域。在無

線通訊領域致力於外銷自製產品，包含 PLAM（private local area mobile phone：

專用區域型移動電話）、WPABX（無線交換總機）、WLAN 全系列商品及寬頻網

路通訊產品；在行動通訊方面則代理銷售世界名廠手機及中華電信門號。 

目前神腦國際代理各國際大廠的行動電話廠牌，並取得各大原廠授權在台設

置維修中心與 30 分鐘快速維修服務站，提供維修、保固與諮詢的整體區域服

務。隨著市場的競爭日益激烈，並且消費者對於售後服務要求的日益提高，神腦

國際在過去幾年間，改變了公司對於售後服務的營運策略，期望透過高客戶滿意

度的售後服務，拉近與主要競爭者之間的距離。換句話說，神腦國際將本身從過

去單純產品配送導向的手機通路商轉而視為是提供手機服務的服務商。這項策略

也改變了消費者過去對於神腦國際的既定形象，並且讓神腦國際在 2008 年針對

客戶所進行的調查中，在服務滿意度指標中有著顯著的進步。這樣的改變讓神腦

國際的市場佔有率目前在台灣地區該產業中，不但超越了主要競爭者，營收甚至

佔全體約 60%。 

4. 研究結果 

結果本研究以績效模糊性、服務流程複雜度，以及顧客不確定性分述如下： 

4.1 績效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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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者對售後服務滿意度的部份，神腦國際曾透過ACNielsen做了兩年的

市調，該市調主要是針對神腦和各個系統業者之間，包括聯強、通路商…等，整

體售後服務的水準和客戶滿意度進行調查。而現在則是透過客服中心，固定每個

星期抽樣，詢問消費者對於公司的服務態度、專業能力、處理效率、對維修費用

的解說是否清楚…等問項進行滿意度調查。 

而根據調查的結果，以 2010 年 6 月份為例，因故未能完成問卷的件數佔問

卷調查總件數的 6%，拒絕接受訪問的件數則佔問卷調查總件數的 17%，且拒絕

接受訪問的顧客大多是對維修有所爭議而不願意接受問卷調查。由上述的數據可

知，大多數的顧客皆有能力進行滿意度的調查，亦即大多數的顧客皆有能力監控

和評估公司的績效與決定交換服務的價值。 

由上述可知，神腦國際本身相當歡迎顧客能回饋他們的意見，並安排充足的

人力藉以提供顧客回饋意見之管道。此外，在客服中心，神腦也會安排並訓練員

工面對面的處理顧客的多種需求，提供了顧客易於參與、監控公司服務流程的機

會。且顧客也能從實際接收服務的過程中，加以評估判斷神腦真正提供的服務是

否與廣告訴求一致。因此，神腦國際對於顧客績效模糊性的因應策略較偏向 Frei

（2006）所提出的”典型適應（classic accommodation）”之策略。 

4.2 服務流程複雜度 

神腦國際的售後服務在作業流程上皆有一定的標準規範，像是送修流程、客

訴流程、客戶查詢、客訴查詢…等的標準作業程序，甚至是一些內控的流程，像

是零件的調撥、報價的流程…等，這些標準規範全省都是一致的。故對新進人員

而言，根據這些標準規範可以很容易地進入狀況，但像遇到客戶抱怨、品質上的

異常…等不在標準規範中的問題，新進人員往往較不知該如何處理。然而，這些

不在標準規範中的”突發狀況”比例並不高。 

其中，像是在顧客報價的部份，神腦有一個客服總部，亦有訂定一個報價的

標準規範，因此，工程師都是按照這個規範去報價。然而，工程師本身因為有績

效的壓力，當顧客抱怨價格問題，要求折扣時，公司則會授予工程師在某些情況

下可以給顧客折扣的權限。以 2010 年 6 月份的統計數據為例，當工程師報價時，

顧客要求折扣的人數佔總報價人數的 1.6%。由此可知，工程師絕大多數還是依

照公司所規定的標準規範在執行報價，僅有少數的情況需解決顧客抱怨、要求折

扣的問題。 

此外，以服務決策的參與者角度來看，在神腦的客服中心中，最高的管理者

為主任，由於一般的標準作業程序公司都已規範好，除了重大客訴需要回報區部

經理外，一般的客訴、在客服中心中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主任就可以全權處理。

因此，神腦在提供售後服務時，通常不太需要多位決策者共同參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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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在神腦國際的售後服務流程上，不論是對內或對外的流程，皆

有明確的標準規範，且由於公司員工每天所處理的幾乎為例行性的事務，且所遇

到的問題亦不需眾多決策者共同參與解決，因此，神腦國際的服務流程複雜度並

不高，且提供的是較為標準化的服務。因此，就 Reuber and Fischer（2005）的建

議，對於流程簡易，且提供的服務較為標準化時，公司應採取的競爭策略是以較

低的價格來做競爭，此也可對應 Frei（2006）所提出的”低成本適應（low-cost 

accommodation）”之策略。 

4.3 顧客不確定性 

4.3.1 抵達變異 

神腦國際的消費者維修手機的尖峰和離峰量差異大，尤其是以天和以週來看

最為明顯，以天來看，尖峰量通常是中午吃飯時間或是下班時間；以週來看，以

中華電信的門市來說，星期一和星期五的流量會特別多。但若以月、季、年來看

則較不明顯，通常以四、五、十這三個月為淡季，而暑假和過年則為旺季。故若

以天或週來看，顧客的抵達變異是高的。 

為了因應高的顧客抵達變異，神腦通常會以尖峰流量（來客量）來決定一個

客服中心應編製多少事務員和工程師，通常一個客服中心的標準編制是五至六個

人。除了客服中心的固定編製外，神腦也有編制事務員的臨時人力。因此，當客

服中心遇到尖峰時段，人太多的時候，公司則調撥臨時人力來支援客服中心。此

外，由於一天當中尖峰、離峰流量差異大，因此公司所採取的策略是班次的調整，

亦即離尖峰工作人員的編制是固定的，但上班的時間則是重疊錯開的，亦即有些

人比較早上班、早下班；有些人則比較晚上班、晚下班，此策略可以為公司帶來

較低的成本。此外，神腦也在網路上提供線上報修的服務，如此一來可以降低因

尖峰時段人力不足，而造成客訴的情形發生，亦可以提供許多有錢沒時間的上班

族一個便利的手機維修管道。 

由上述可看出，神腦國際為了因應顧客的抵達變異，會額外雇用臨時的人

力，而對於在固定編制內的人力，則採取班次的調整，藉以降低成本。此外，神

腦也提供線上報修的自助服務，提供顧客便捷的申請手機維修管道。因此，神腦

所採取的策略為 Frei（2006）所提出的” 低成本適應（low-cost accommodation）”

之策略。 

4.3.2 要求變異 

除了一般性的要求外（亦即在公司規範的合理範圍內），神腦國際有時也會

遇到非理性的消費者。像是對於”新手機”比較在意的消費者，當其發現手機上有

個小刮痕，縱使超過七天，也仍堅持公司必須換一支新手機給他。另外則是消費

者自己的人為因素，卻一概不承認的情況，像是消費者自己去買非原廠的電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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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器，導致充電時，手機莫名其妙就燒起來了；或是將手機放至浴室，因受潮

導致手機短路，而要求公司必須賠償他的損失，換個新手機給他。 

通常遇到消費者新手機有小刮痕，在七天之後仍要求要換新機，或是遇到如

手機受潮、購買非原廠的電池或充電器導致手機品質有問題…等情況，而堅持要

換新手機的非理性消費者，神腦通常會選擇換個新手機給對方。而對於有拆封

過，或是有打電話記錄的手機，對神腦來說就是瑕疵品，這種手機神腦通常會外

銷到東南亞國家去；或打一個特惠價賣給經銷商當展品將其出清；或透過公司自

己的網購網站展品區，以市價的七、八折將其賣掉。 

由上述可知，面對顧客在合理要求範圍外的各種要求，神腦會避免與之衝

突，並滿足他們的要求。因此，所採取的是 Frei（2006）所提出的” 典型適應（classic 

accommodation）”之策略。 

4.3.3 能力變異 

神腦國際的運籌及資訊商品部副總認為：「通常神腦的消費者在描述其手機

故障的原因大致明確，且通常消費者只要能說出一個現象，工程師就能針對現象

去找原因，故較無顧客能力變異的問題。」而由上述也可得知，神腦不會要求顧

客對手機故障的原因有一定程度的瞭解，只要能大約描述手機故障的概況，員工

就能依其專業判斷，協助顧客解決問題。因此，因應顧客的能力變異，神腦所採

取的是 Frei（2006）所提出的” 典型適應（classic accommodation）”之策略。 

4.3.4 努力變異 

神腦國際內部有一個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為顧

客至門市端送修手機，一直到工程師將手機維修好再送回門市端，其所花的時間

需在三天之內之達成率為 86%，但神腦常會遇到顧客送修後，經檢測屬於人為故

障，當工程師向顧客報價，顧客卻遲遲不肯確認的情形。然而，此種可以配合公

司規定卻不配合的顧客比例並不高，以 2010 年 6 月份的統計數據為例，工程師

向顧客報價之後無回應的人數佔總報價人數的比例為 1.55%。 

通常當神腦遇到顧客送修，經檢測屬於人為故障，當工程師向其報價卻遲遲

得不到回應之情況，神腦會要求工程師打三次電話，若三次顧客都沒有回應，則

退修，而在退修後，顧客可以選擇再送修。故由上述可知，公司有訂定一些規定

來約束不肯回應的消費者。此外，在維修前，公司在維修單裡也會事先把一些消

費者相關的權利義務之注意事項告知消費者。例如：提醒消費者資料要先備份，

避免雙方的困擾；門市端的事務員會告知消費者三天之內會修好的時效；亦會提

醒消費者，若為人為故障，則會索取費用；在消費者送修時，要求消費者先點收

產品，確認送修和要拿走的產品是否一致…等。此種制定一些規範，促使顧客遵

守規定之策略，可以呼應 Frei（2006）所提出的” 無妥協減少變異（uncomprom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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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之策略。 

4.3.5 主觀偏好變異 

如同上述，神腦國際會透過客服中心，針對服務態度、專業能力、處理效率、

對維修費用的解說是否清楚…等各個服務項目，對顧客進行滿意度的調查。同

時，也會將問卷調查的結果進行統計分析，藉以瞭解顧客最滿意及最不滿意的前

幾名項目是哪幾項。而通常對於同一個服務項目，顧客的反應或許會很兩極，但

神腦所採取的策略是，以電話訪問的方式，特別針對對該服務項目”不滿意”的顧

客去瞭解原因，以進行改善。由上述可知，面對顧客不同的偏好，神腦會確保公

司員工可以診斷出顧客對預期差異的理由，並做出相對應的調整，因此屬於 Frei

（2006）所提出的” 典型適應（classic accommodation）”之策略。 

5. 結論 

在傳統的供應鏈文獻中，產品售後服務雖然往往被視為是增加成本的來源，

但是卻也沒有辦法省略。隨著客戶滿意度在商業競爭行為間日益重要，企業逐漸

轉而將產品售後服務視為是企業的競爭優勢，甚至是為企業贏得消費者信任的重

要機會。因此，本研究從反向物流與服務的角度針對產品售後服務流程進行探

討，了解從傳統的產品導向供應鏈轉型成為服務導向供應鏈的過程中所需考慮的

因素，包括績效模糊性、服務流程複雜度，以及顧客不確定性，並以這些因素為

基礎，根據在個案公司所收集到的各面相資料，綜合探討神腦國際所提供的售後

服務之流程複雜度、以顧客的角度所認知的績效模糊性，以及所造成的五種變

異，更進一步了解個案公司如何看待這些因素對相關流程及組織決策所造成的影

響。 

5.1 實務意涵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以供應鏈轉型所需考慮的三個因素的面向來看，在

顧客不確定性的部份，手機通路業者神腦國際之顧客變異程度最大的情況發生在

服務流程最初的階段，也就是在不同時段的來客人數差異性很大，而在服務流程

的其他階段，像是要求變異、能力變異、努力變異、主觀偏好變異，其變異程度

較小。而從神腦國際因應顧客變異所採取的策略可得知，面對顧客不確定性，除

了抵達變異與努力變異，神腦較偏向採取典型適應的策略，也就是高度調整本身

的營運方式以配合客戶所造成的變異。 

在服務流程複雜度的部份，我們也可以發現，神腦國際的服務流程複雜度並

不高，且提供的是較為標準化的服務。此結果與 Skaggs and Huffman（2003）的

研究結果相同，Skaggs and Huffman（2003）認為服務調適的程度會與服務流程

複雜度呈顯著正相關，而此服務調適的程度主要是依據顧客的需求而改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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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公司的顧客變異愈小時，其服務流程複雜度會愈低。此外，Mishra（2007）

亦認為當顧客變異程度愈低時，公司內部服務決策標準化程度會愈高。而面對服

務流程簡易，且提供的是較為標準化的服務時，神腦國際所採取的策略是服務品

質較高且成本較低的低成本適應策略。此也建議公司能提供較為標準化的服務，

因為標準化能讓服務的流程易於控制，當員工按照既定的標準去服務時，愈能減

少因員工的差異所帶來的問題（Fitzsimmons and Fitzsimmons, 1994）。過去也有

研究指出工作標準化有助於服務品質的提升（Hsieh and Hsieh, 2001）。但公司仍

需注意過度的標準化會因無法配合每位顧客所要求的服務，而有顧客流失的風險

存在（Frei, 2006）。 

Mishra（2007）認為在顧客與公司共同參與服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服務不

確定性可區分為二，分別是顧客不確定性與績效模糊性。由此可知，顧客不確定

性與績效模糊性皆會對服務流程有所影響。在績效模糊性的部份，從本研究的結

果可以得知，神腦國際的顧客績效模糊性不高。而神腦為了因應績效模糊性所採

行的策略為服務品質較高而成本也較高的典型適應策略。因此，為了有效減少績

效模糊性，公司應安排員工面對面的處理顧客的各種需求，使顧客能馬上獲得第

一線員工的協助，以減少因無助和混亂的感覺，而增加顧客的績效模糊性

（Johnson, et al., 2008）。此外，Parasuraman et al.（1985）提到，服務業者在進

行與傳遞服務相關的流程時，存在四個主要缺口會影響到顧客對服務品質的認

知，而其中的一個缺口（缺口四），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公司實際的服務績

效與其對外宣傳的服務績效有所差距，因此，公司應從改善與顧客的溝通或承諾

著手。Mishra（2007）也認為績效模糊性的程度愈高，則公司會提高對品質的保

證，並且也會更願意與顧客建立關係。 

若從神腦國際因應各項因素所採行的策略面向來看，面對績效模糊性、要求

變異、能力變異、主觀偏好變異，神腦主要採行的是典型適應策略；對於流程複

雜度、抵達變異，所採行的是低成本適應策略；而針對努力變異，則採取無妥協

減少變異策略。由此結果可知，神腦在因應各項影響售後服務流程轉型的因素

時，大多是採取＂適應＂的策略。因此，對手機通路業者而言，顧客是生產流程

的關鍵要素，所以排除顧客需求的所有差異並非明智之舉，業者應儘可能採取配

合的政策，順應顧客的需求做改變。 

5.2 理論貢獻 

供應鏈管理的觀念普遍被認為是由實體物流衍生而來，並沒有與客戶服務相

結合，故大多數學者的研究多以具有實體產品的傳統製造產業作為主要的研究對

象，而以售後服務為中心的供應鏈之相關研究仍舊有限。此外，在以售後服務為

中心的供應鏈之研究中，大多僅將售後服務視為企業內部獨立的企業活動，因此

在進行決策時往往只以片面的方式做思考。為了填補這些缺口，本研究以

Baltacioglu et al.（2007）對服務供應鏈管理所提供的定義，分別從資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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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以及服務績效等面相，結合了企業內部與外部的相關因素對售後服務流程

的轉型進行探討，並選擇了台灣具代表性的手機通路業者神腦國際做為個案研究

的對象，進一步了解企業因應這些因素所採行之策略，提出一個適用於售後服務

供應鏈之策略模型。此外，經資料分析的結果，亦驗證了 Frei（2006）所提出因

應顧客變異相關的策略與措施的有效性，亦即這些措施都能有效改善企業中顧客

變異的情形或降低其所引起服務品質的缺失。總而言之，本研究對服務導向的供

應鏈管理有進一步的貢獻。 

5.3 限制及未來研究 

為了控制不同公司在制度或環境方面不同外生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得以較為

仔細地檢視各因素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僅針對服務業中手機通路業者神腦國際做

為探討的對象，建議未來可以以更多服務業者作為研究對象，藉以分析比較導致

售後服務流程轉型因素在不同行業的差異程度，以及不同行業在策略的實施程度

上是否會有明顯的不同。 

顧客是提供服務過程中的關鍵生產因素，因此顧客的變異決定該公司提供服

務經驗的本質。同樣地，服務業者對顧客所提供的服務，亦很難達到一致性的水

準，主要是由於不同的員工會受到本身的態度、個性、情緒等的影響，而使得服

務品質變得不容易控制與維持。由於服務具有生產和消費同時進行的特性，並且

服務流程是由顧客和服務人員共同參與，因此，後續研究除了從顧客變異的角度

出發外，亦可納入員工變異的層面進行探討，以增加模式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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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屆 17th International Annual EurOMA (European Operations Management Association) 

Conference 於 99 年 06 月 06 日至 09 日於葡萄牙 (Portugal) 波多 (Porto) 地區舉行。本

次研討會由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ortugal 主辦，假 Cathoic University of Portugal, Foz 

Campu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場地舉行，參加對象包括來自世界各大學學

者，各研究單位研究人員，以及相關產業界人士共計五百餘人。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Managing Operations in Service Economies. 本研討會共可分為兩

大部分：專題演講以及文章發表。在專題演講的部分，主辦單位在研討會的開始及結束前共

計安排了兩個場次。第一個場次由 Warwick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Warwick, United 

Kingdom 的  Professor Robert (Bob) Johnston 發表演說，演說主題為  "Opportunities for 

Operations Managers and Academics in Service Economies”。Johnston 教授是在作業管理領域著

名學者，有豐富的學術及產業經驗，針對這一個主題，Johnston 教授從作業管理的角度切入，

提供如何將作業管理領域的專業知識應用到服務管理領域，其目的在於刺激作業管理領域的

學者一個新的思考方向，以因應服務化世代的來臨。Johnston 教授的演說也給了報告人新的

想法。在報告人正在執行的專題研究 “從產品導向到服務導向供應鏈 – 以手機售後服務流程

為例” (由貴會補助) 中，報告人正嘗試分從製造及服務兩個角度探討企業在轉變過程中必須

因應的變革，而 Johnston 教授也從製造業為基礎的作業管理知識、工具、概念，以及架構等

角度，說明其套用至服務產業時所必須重新設計及思考的重點。由於該內容與報告人目前正

在執行的計畫高度相關，因此報告人在此場演講中獲益匪淺。 

第二個場次的演講則由來自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的 Professor Scott 

Sampson 主講，演講主題為  "Reestablishing Operations’ Influence in Service Research”。

Sampson 教授從業界的觀察出發，並以歐洲平價航空公司 Ryan Air 為例子，用極為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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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向在場所有會議參與者以實例說明  “服務” 並非如學者所言的  “不可碰觸 

(intangible)”，因此許多在過去作業管理領域廣被接受的管理手法及技巧，在服務管理領域仍

舊有很大的發揮空間。Sampson 教授並提供了許多有用的書籍、文獻，以及學術期刊給在場

來賓做參考，讓有興趣的參與者可在日後有更充沛的資訊來源。 

此研討會總計收錄作業管理領域相關研討會文章 311 篇，每篇皆以口頭報告 (Oral 

Presentation) 的方式呈現。這些文章總共分成三十八個不同的區段及地點進行，每篇文章約

有三十分鐘的報告及討論時間。研討會文章包含廣泛的作業管理領域相關主題，例如：供應

鏈管理、供應鏈策略、製造服務化、服務模型的建立，以及第三方物流的發展等等。 

報告人的文章被大會安排在第二天 (7 日) 早上第一個時段進行報告，該時段主題為 

“Supply Chain Strategy”，發表文章標題為 “What characteristics matter in determining a product 

classification? Revisiting Fisher’s Model”。該文章是報告人與國際友人共同完成，針對學者 Fisher 

於 1997 年所發表如何將產品進行分類的模型架構，共同收集資料進行驗證，並針對資料分

析結果針對該架構提出建議。該場次約有三十餘位聽眾參與，報告人也與與會的其他學者針

對該主題有熱切討論，並交換聯絡方式，獲益良多。 

 

 

二、 與會心得 
 

這次主辦單位除了安排文章報告與討論，同時也安排了幾場特定主題的座談活動，例如 

Using Secondary Data in OM Research, Service Supply Chains, 以及 Meet the Editors 等。從這

些主題的安排，不難看出主辦單位的用心，除了希望能夠對一直以來在作業管理領域奉獻的

學者提供建議，也對後進晚輩提供未來研究方向的指引，以求共同對作業管理領域有所貢獻。 

報告人認為，參與國際研討會，最直接的好處在於與其他的學者有直接對談本身研究主

題的機會，此外，透過參與其他場次的討論，也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國外其他學者的研

究方向及成果，除了拓展自己的視野，刺激自己新的想法，也是瞭解國外研究水準發展的一

個重要契機。 

藉著連續兩年參加國際研討會，報告人也在會議中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相同研究領域的

諸多學者。此外，報告人與博士班求學期間的指導教授也在此場合中再次碰面，暢談畢業之

後的職場經驗，指導教授也從朋友的角度出發，給報告人許多實質且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報

告人與這些學者除了暢談研究路上的甘苦，交換研究心得，也發展出了以研究為基礎的友誼。

相信這些人脈關係都是日後在研究路上遇到困頓時的重要支持。 

 

 

三、 建議 
 

EurOMA 是歐洲地區每年固定舉辦的作業管理相關研究最重要的國際級研討會之一。每

年參加的學者橫跨歐洲、美洲、亞洲，以及大洋洲等數十個國家，許多著名的學者及期刊總

編輯也都會透過此機會與其他學者交流。然而，稍感遺憾的是，相較於亞洲國家學者的積極

參與，今年台灣地區僅有報告人一人出席。報告人認為，雖然美洲地區研究似為目前主流，

但歐洲領域的研究能力仍不容小覷 (例如本次英國劍橋大學的國際製造中心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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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即派出一團隊參與會議，除了報告該中心研究成果，也分別與各領域學者進

行相關的研究討論，是一有計畫的任務編派。) 因此，報告人也期望能有機會將此國際研討

會讓更多台灣地區的相關研究人員知悉，並且希望在未來的類似場合中，能有更多的台灣學

者同行。 

 

四、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論文集光碟 (1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EurOMA Conference: Managing Operations 

in Service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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