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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第三年的目標分析及探討導入顧客知識管理(CKM)系
統，評估其對經營績效之影響。透過 CKM 系統來發展企業營
運績效 (顯性及隱性) 之衡量指標，並分析企業導入 CKM 系
統後，對營運績效所帶來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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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in this project stage i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implement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CKM) system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Through CKM system, we can develop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plicit and implicit) of
corporate operating,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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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顧客知識以制定決策參考及提升營運績效

中文摘要
本計畫第三年的目標分析及探討導入顧客知識管理(CKM)系統，評估其對經營績
效之影響。透過 CKM 系統來發展企業營運績效 (顯性及隱性) 之衡量指標，並
分析企業導入 CKM 系統後，對營運績效所帶來之影響。
關鍵字: 顧客知識管理、績效、指標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in this project stage i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implement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CKM) system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Through CKM system, we can develop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plicit and implicit) of corporate operating,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operat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

1. 導論
商業環境日趨競爭，為了增加產品與服務的競爭性，企業必須向顧客學習的
觀點已逐漸受到重視，而向顧客學習的動作不僅是要將所獲得的顧客資訊予以量
化，更重要的是透過企業能力來分析與瞭解顧客需求，進而將其轉化為實際行動
以累積企業之智慧資本 (Wayland & Cole 1997)。「仔細聆聽顧客心聲，然後相對
應地推出新產品以符合，甚至超過顧客所要的需求。」這樣的觀念不但支配了無
數的企業，而且毫無疑問地是創造出絕佳產品的要素之一。有鑒於此，如何以顧
客知識管理來促進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連結，將企業由「管理顧客」導向「學習顧
客知識」，並透過顧客知識庫的建立來達成產品或服務創新，提供適合的產品與
服務滿足顧客需求，儼然成為當代企業所不能忽略之重要議題。
顧客知識管理的重要性可從以下面向進行討論。第一，從維繫顧客關係的角
度而言，企業為求達到一對一行銷或是客製化商品的目的，必定要對目標顧客群
有所瞭解，因此需要藉由探索顧客的實際需求，作為決策制定的依據。
Garcı´a-Murillo and Annabi (2002) 亦指出顧客關係管理旨在於能夠在每次交易
過程中了解顧客並提供客製化服務，由此可發現瞭解顧客需求的重要性；第二，
從知識管理的角度而言，現有文獻探討著重於企業內部員工本身的知識發現與分
享，作為強化企業競爭力的主要來源，但如何藉此瞭解並滿足顧客需求，實為一
項困難的方法。為滿足顧客真正的需求，最佳的方案莫過於從顧客本身進行挖掘，
將顧客作為主要知識的來源，實際瞭解顧客想要的需求為何，並將顧客所提供的
知識作為產品與服務的重要參考，藉以提升顧客知識價值。藉由學習顧客所提供
的知識，並將知識運用在產品開發的成功案例非常多。例如，波音飛機製造商日
前所推出的新機型 (Boeing-777)，即是透過與其顧客密集且深入的互動，而成功
推出符合市場需求之機體設計。
掌握好顧客知識對於公司營運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管理顧客知識顯
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顧客知識管理決定了企業的價值，企業的成長需將重

心置於顧客，同時可利用IT 科技整合外顯知識找出潛在顧客。不過，顧客知識
不會自己產生，知識本身亦不能直接創造績效(Demarest 1997)，顧客知識管理是
讓顧客成為公司知識夥伴的一種策略性程序，而此程序中包含了獲取、分享與擴
展存於顧客的知識，透過適當的運作，能讓公司與顧客雙方得利。綜上所述，本
研究希望藉由資訊網路技術，搜尋並擷取顧客對於產品分享的相關資料，並將這
些資料經由語意分析方式，轉成對於企業有用之資訊，瞭解消費者對於特定產品
的評價與消費者需求，作為產品開發與創新研發之參考依據，以藉此提升企業產
品的競爭力。

2. 相關文獻探討
2.1 顧客知識管理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與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KM）之應用於近幾年快速發展，無論是學術性的研
究或是實務面的推展，兩者皆有其重要地位與價值。以顧客關係管理而言，因變
動的全球市場造成複雜度不斷提升的經營環境，企業難以掌握顧客與市場，要如
何找出高價值顧客、掌握顧客需求、滿足並超越顧客預期以建立長遠關係（Day,
2000），是企業積極推動顧客關係管理的主要動力。而就知識管理而言，邁入新
經濟時代後，知識資產是企業創造價值的重要元素，要如何擷取、整理、分享公
司內外知識，更是現階段企業必須審慎思考之課題（Nonaka, 1994）。顧客知識
管理（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CKM）可視為一綜合顧客關係管理與知
識管理之概念，針對顧客的知識進行管理，以達到協助新產品開發、建立行銷策
略或是提升顧客忠誠等目的。
Wayland and Cole（1997）認為顧客知識管理即是應用經過整合的顧客與市
場資訊來保有可能失去的顧客，或是使顧客維持對該品牌的忠誠度，而這些資訊
是與顧客直接交換得來的明確知識。企業如果想要了解顧客，企業的執行者需要
做的不應只是蒐集及分析量化的資訊，資訊的累積只不過是建立顧客知識的第一
步。顧客的資訊就如同原物料一般，需要透過組織、分析與瞭解，才能被轉化為
有用的顧客知識。而後這些知識就必須被用來支援最佳的投資決策與資源配置。
這兩位學者並將顧客知識管理做了以下的定義：有效地應用足以獲取、發展與維
繫有利顧客組合的知識與經驗。Davenport and Klahr（1998）也曾提出相似於顧
客知識的概念─顧客支援知識（customer support knowledge）
。顧客支援與資料、
資訊有高度的相關性。Gebert et al., (2003) 提出顧客知識管理所涉及的顧客知識
包括顧客提供的知識，也代表顧客所擁有對於產品、市場及供應商等方面的知識。
經過與顧客之間的互動，這樣的知識可以聚集帶來持續的進步提升。顧客提供的

知識實例如對於服務提出的改進建議或是對新產品開發的意見。而 Gibbert et al.
(2002) 認為顧客提供的知識包括顧客經驗，創造力，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滿意或
不滿意。Salomann et al. (2006)、Rowley et al. (2007)、Garcı´a-Murillo and Annabi
(2002) 也採取相近的觀點及定義。
Michael, G., Marius, L., and Gilbert, P.（2002）認為顧客知識管理直接從顧客
那獲取知識、分享與延伸這些知識，目的為顧客相互合作以達到共同創造的價值。
顧客主動參與創造價值的過程，企業不讓顧客被動的接受產品與服務，而是主動
的參與產品創造的過程。並將顧客知識管理分為五大類:
(一)、Prosumerism:
Prosumerism 為 Producer 與 consumer 的組合，表示顧客可扮演生產者與消費
者這兩種角色。如家喻戶曉的 IKEA 就利用此方式，累積顧客的知識一同創造
IKEA 的新產品與新服務，來創造 IKEA 的競爭優勢。
(二)、Team-base Co-learning:
企 業 的 創 新 是 以 team-based 的 組 織 結 構 去 學 習 與 利 用 顧 客 知 識 。 如
Amazon.com 利用 team-based 的組織結構，搜集顧客感興趣的資料，並利用個人
化的技術呈現給顧客，以吸引顧客上網瀏覽 Amazon.com 的網站，使 Amazon.com
不在只是書店，而是廣泛的提供產品與服務給顧客。
(三)、Mutual Innovation:
顧客變成與企業共同創新及共同開發顧客的產品。如 Ryder 為一家載貨業與
互動密切的客戶共同開發複雜與龐大的物流系統（Ryder System）以協助其他顧
客，讓卡車司機的系統不再只是單純的系統而是能與顧客互動之系統。
(四)、Communities of Creation:
從溝通中創新如同 CKM 的類型把顧客群與企業的專家知識放在一起彼此互
動，逹到創造與得到共識的功能。如 Microsoft 軟體公司，在發表一套新軟體前
會有所謂的免費 beta 版，讓有興趣的顧客經由使用之後，發現問題，以提供
Microsoft 軟體公司做修正。

(五)、Joi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強調顧客與企業個人所擁有的知識。如: Skandia 將企業的關鍵策略與顧客的
意見做結合，來創造新的市場。換句話說若顧客的成功事實上也就是企業的成功，
反之亦然。
顧客知識管理包含許多流程，在 Gebert et al. (2003) 的顧客知識管理模型中，
顧客知識可以利用四種知識流程進行管理，分別是「知識內容」
、
「知識能力」
、
「知
識合作」、「知識組合」，強調顧客知識擷取、分析、分享、整合等流程，有效支
援顧客關係管理的實行。根據 10 位紡織業及鋼鐵業資深經理人之訪談結果，Lin
et al.(2006) 歸納出知識擷取、知識儲存、知識分享、知識應用及知識創造等五
項顧客知識管理流程。Campbell (2003) 分析五間金融服務企業訪談結果後，發
現企業顧客知識能力來自於顧客資訊流程及顧客知識整合流程，即企業可藉由顧
客資訊獲得、分析、產生及顧客知識整合等內部資訊流程進行顧客知識管理，以
提高顧客關係管理成效 (Jayachandran et al., 2004; Li and Calantone, 1998)。以上
論述近似於組織學習觀點，企業可以藉由資訊獲取、傳送及共識達成等連續組織
流程，發展出與顧客有關的新知識及觀點，使企業聚焦於了解及滿足顧客需求，
並且透過產品、服務或營運等方式回應顧客 (Dickson, 1992; Sinkula, 1994)，以提
高新產品成功率、顧客忠誠度及組織績效。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顧客知識管理可分為四個流程，分別是「顧客知識紀
錄」、「顧客知識分析」、「顧客知識協作」、「顧客知識創造」：


顧客知識紀錄：係指「組織對於顧客知識之擷取及記錄流程」。企業可以藉
由顧客交易紀錄、個人資料及互動情形等資訊的紀錄或儲存，將可以幫助辨
別及瞭解顧客(Gebert et al., 2003; Campbell, 2003)，過去研究亦指出顧客知識
紀錄(如書面化)有助於企業進行資料搜尋及管理(Gebert et al., 2003)。



顧客知識分析：係指「組織對於顧客知識之分析及研究流程」。企業可以藉
由處理及分析交易資料，進行市場區隔及顧客需求分類 (Su et al., 2006;
Campbell, 2003)，並透過市場研究調查辨識出顧客潛在需求，以獲得增加競

爭力所需的顧客知識(Su et al., 2006; Chen and Su, 2006)。


顧客知識協作：係指「組織各部門對於顧客知識之合作及分享流程」。企業
可 以 藉 由 跨 部 門 會 議 或 資 訊 平 台 進 行 顧 客 知 識 合 作 及 分 享 (Li and
Calantone, 1998; Lee et al., 2001)，這些顧客知識協作流程有助於減少組織部
門對於顧客知識的認知落差 (Joshi and Sharma, 2004)。



顧客知識創造：係指「組織對於顧客知識之創造及產生流程」。企業可以藉
由員工及專家透過腦力激盪或智慧型資訊科技等方式創造新知識，提出創新
想法用於開發新產品及服務，或針對特定顧客問題或需求進行解決 (Joshi
and Sharma, 2004)。

2.2 網路探勘 (Web Mining)
「網路探勘(Web Mining)」顧名思義是利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技
術於全球資訊網上，用以探勘網頁內容、網站架構、使用者行為的方法。Etzioni
(1996)首先提出網際探勘(Web Mining)，定義 Web Mining 為「使用資料探勘技術
由網際網路的文件及服務中發現並擷取出隱含的資訊」
。Cooley et al. (1997) 提出
網路探勘的概念，網路探勘就是把資料探勘的技術應用到全球資訊網上。其將
Web Mining 分成兩大類：網站內容探勘(Web Content Mining)與網站使用探勘
(Web Usage Mining)。Kosala and Blockeel (2000) 根據網頁間的連結組織架構，
提出第三類的網站結構探勘(Web Structure Mining)。因此 Web Mining 的分類如錯
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以下針對三種

Web Mining 分類加以說明：

圖 1. Web Mining 的分類

網路探勘分為三類，分別為「網站內容探勘(Web Content Mining)」、及「網
站結構探勘(Web Structure Mining)」、「網站使用度探勘(Web Usage Mining)」。其
中，「網站內容探勘」強調從全球資訊網上檢索資訊，根據網站本身的內容進行
資料探勘，其內容包括有網頁內容文字、連結文字及目錄結構文字；「網站結構
探勘」主要是利用圖形的方式來描述網站結構以及表示連結的模式，而並不描述
連結的網頁內容，可以利用此種模式來將網站進行分類；而「網站使用度探勘」
則重視找出使用者在全球資訊網上的瀏覽及存取型別，以網頁的日誌檔(web log
file)為資料來源進行網頁使用探勘。
(1) 網站內容探勘(Web Content Mining)
「網站內容探勘」是從網頁的文字、圖片、以及各種組成網頁的內容中挖掘
資訊。應用「網站內容探勘」可以協助「搜尋引擎」
、
「智慧型代理程式」
、
「推薦
機制」能夠更有效的幫助網友在茫茫網海中找尋想要的內容。
(2) 網站結構探勘(Web Structure Mining)
「網站結構探勘」是從網際網路的「拓蹼學(Topology)」結構中挖掘資訊，
眾多的網頁連結關係為何？哪些網頁間呈現封閉連結而形成「網際孤島」？而「網
站結構探勘」主要的目的是發掘網頁連結架構下的連結模型。這個模型是根據超
連結所構成的拓樸(，因此可以有效地分類並且產生網站之間關聯性的資訊；另
外，網站結構探勘也可以用來發掘出網站所設定的主題，並且指出特定主題的摘
要。

(3) 網站使用度探勘(Web Usage Mining)
「網站使用度探勘」是從使用者應用瀏覽器閱讀頁面的行為中挖掘資訊。它
們閱讀過哪些頁面？閱讀的時間有多長？它們是否點閱連結而被導引到哪些頁
面？從開始瀏覽到結帳的過程當中最常走的瀏覽路徑序列為何？而哪些頁面導
致瀏覽者結束閱讀？
「網站使用度探勘」可以說是 3 種網站資料探勘最有趣的一項，也就是在研
究「使用者的行為」，雖然網站的內容與結構持續在變化中，但是我們可以選定
某一時間點，來研究那個時間點的網站的內容與結構。但是使用者行為必定是跨
時間的，時間的框架可以是單一區段或者是長達數年，但是永遠會包含時間的維
度。
就算是我們單純進行「網站內容探勘」或是「網站結構探勘」，卻也脫離不
了「網站使用度探勘」
，舉例來說，研究連結時，
「訪客流量」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變數來顯示連結的重要性。當我們要分析「使用模式」時，可以針對單一區段或
是從特定類型顧客這幾年購買商品的行為，並進一步根據所要分析的時間框架以
及資料層級作彙總，以產生彙總的顧客行為側寫，這些行為側寫可以用來作為「推
薦商品」或是「個人化服務」的基礎。使用「網站使用度探勘」在「提升網站使
用效率」或是「提升顧客關係管理」的應用相當廣泛，當應用的目標愈積極，所
需要的資料來源就愈複雜。
以上三種分類，可以個別使用也可組合應用。例如，
「網站內容探勘」與「網
站結構探勘」都可能會牽涉到網頁連結的概念，因此，Cooley et al. (1997) 將兩
者組合以找出網頁連結的相關網站。

2.3 策略管理 (Strategy Management)
策略(Strategy)是源自希臘文的「Strategos」
，其意識為「將軍的技藝」
，策略
的研究並非始於商業演化，而是來自人類進行了 7000 年的戰爭(William, 2004)。
策略（Strategy）是管理者為達卓越的組織績效所採行特定型態的決策與行動(Hill

and Jones, 2012)。也就是經理人為達到組織的一項或多項目標，所採取的決策與
行動。
策略界定企業的生存利基(niche)，因此策略的功能主要在思考並尋找企業的
生存憑藉。策略的意義：
(1) 資源投入觀點：指導? 部重大資源分配的功能。
(2) 經營活動觀點：企業的經營構想，需要透過企業內部的系列活動才能具
體實現。
(3) 競爭優勢觀點：在建立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
(4) 生存利基觀點：在競爭環境中，必須衡量外在環境與本身的條件，尋找
適當的利基作為生存的憑藉。
企業政策（也就是策略管理）的主要內涵是從企業領導者的角度，為企業的
未來制定一套策略，這套策略不僅結合外界機會與本身條件，也指導了企業內部
資源分配以及各種行動的方向。
Hill and Jones (2012)認為策略的形成需經過策略規劃程序的步驟共有五個
部分：(1) 企業使命與主要的目標；(2) 分析內部環境找出優勢(Strengths)與劣勢
(Weakness)；(3) 分析外部競爭環境找出機會(Opporturnities)與威脅(Threats)；(4)
策略選擇，此選擇必須建立在組織優勢上，並能改進劣勢，能在外部環境中利用
環境的機會，並克服外部外部的威脅；(5) 策略執行。圖 2 描述策略管理程序的
各項要素。

圖 2. 策略管理程序的各項要素

企業設計策略之後，還要重新建立組織結構，創造企業獨特的文化和價值觀，
建立配套的激勵制度，制定功能部門策略以使整個策略得以實現，整個分析、成
形、決定、執行的過程就是策略管理，策略決策形成前首先要經過思維架構，再
透過嚴密的分析，考慮重要決策變數後，再決定策略的內涵和行動計畫。企業策
略制定首重環境分析，審視企業經營的內外環境變動狀況，進而建構出一套回應
環境變動情勢，獲致最大經營效益之最適策略，在策略分析常見的管理工具就是
SWOT、五力分析等分析工具。

2.4 績效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崛起，企業不再只是運用土地、廠房、設備等傳統的生
產要素，為企業創造利潤，企業必須配合擁有知識、智慧、研發與流程等，才能
為公司創造和新的競爭優勢。組織最重要的資產莫過於人與組織知識。知識若要
成為企業競爭的利器，必須透過有效的管理、創新與運用才能提申組織價值，進
而促使無形資產誕生。知識經濟時代，愈來愈多的企業將價值根基，由有形的資
源轉向以無形資源為基礎(Itami, 1987)。許多公司價值，例如專利權、客戶群、
品牌、商譽等，無法列舉於資產負債表，因此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逐漸
興起，它攸關企業未來成功及長期獲利。為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目的，企業核心
之「智慧資本」的創造、管理、衡量及評價是未來企業競爭的重要關鍵。
企業乃為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之組合(Boulton et al., 2000)。隨著知識經濟時
代的來臨，無形資產為企業價值創造與成長上所佔的比例漸漸增加，企業價值不
僅僅只限於有形資產的決定，而是轉變成透過無形資產來決定(Kaplan and Norton,
1996; Goldfinger, 1997)。無形資產的評估在現今企業評價中不可或缺的原因在於
企業整體價值無法全部以傳統財務報表為基礎的有形資產評價法來表達。大部分
由無形資產所創造的價值，卻無法明確的表現在財務報表中。因此，要評估企業
真正價值，必須要包含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的價值。然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下，
無形資產正快速取代有形資產，成為企業創造價值的主要動因。Canibano et al.
(2000) 即指出，無形資產投資已成為企業發展競爭優勢的核心投資。無形資產，
亦稱智慧資本，企業透過適當的管理，可運用智慧資本較高風險特性，創造出可
觀的企業價值。
企業提倡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的觀念從 1992 年由 Robert
Kaplan 與 David Norton 提出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年的時間，在這過程中不斷的
有軟體進行協助量化與管理，從四大構面切入企業的經營策略，並擬定長期的策

略主題、短期的策略目標與達成策略目標所需的關鍵流程，再透過關鍵績效指標
的可量化數值，協助管理策略目標與關鍵流程的績效。
平衡計分卡是一套來自企業細心挑選的策略衡量工具。平衡計分卡的衡量代
表一種工具，是領導人對員工與其他利害關係者傳達投資成果並驅動績效，以達
成任務和策略的目標。平衡計分卡源自於 1990 年美國實務界 Nolan Norton
Institute 之 CEO—David Norton 及學術界哈佛大學教授 Robert S. Kaplan 參與一
項為期一年的研究計劃，叫做「未來的組織績效衡量方法」，該計劃由 Nolan
Norton Institute 提供資助並有美國十二家企業（範圍涵蓋製造業及服務業）共同
參與，此計畫之目的在於集合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力量，共同研商一個嶄新的績效
衡量模式。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企業如何維持競爭優勢，必須釐清「使命」與「願景」，
並以「策略」作為企業中長期經營發展的手段，而如何能將策略在企業內部中落
實執行，是企業經營管理者所必須思考的課題。由哈佛教授 Robert S.Kaplan 與
諾朗諾頓研究所執行長 David Norton 於 1990 年所共同發展出一套涵蓋「財務」、
「顧客」
、
「內部流程」及「員工學習與成長」這四個構面衡量企業績效的策略性
管理工具─平衡計分卡近年來已為企業界廣為採行。由於平衡計分卡同時考慮財
務面與非財務面的績效，藉由不同構面各項績效指標的設立，落實策略並具體執
行，因此平衡計分卡具有詮釋與溝通策略的功能，更成為最佳的策略管理工具且
能有效的協助企業經理人實現企業的使命與願景。
Robert Kaplan 及 David Norton 所提出的平衡計分卡，將績效評量指標分成
四個重要構面，依此四項構面分別設計適當的績效評量指標，以提供公司營運所
需的資訊，更重要是可以促進企業策略與願景的達成。對企業來說，現今最重要
的技能就是能將策略轉變為行動。由 Robert Kaplan 和 David Norton 所開發的平
衡計分卡方法，可協助企業組織將商業策略轉為便於理解的行動計劃。利用平衡
計分卡技術，組織可清楚地定義價值、品質與客戶滿意度等策略概念。平衡計分

卡是實施與這些概念相關之策略時的框架。其廣泛的應用範圍使平衡計分卡成為
策略管理的最佳整合中心。企業根據策略目標設定績效衡量指標；因此，績效衡
量指標的構面可以當作策略之分類構面，企業將願景策略轉化績效衡量之架構如
圖 3 所示：

圖 3. 平衡計分卡提供轉化策略為營運的架構

平衡計分卡之所以稱為平衡，可從三個角度來觀察：其一為外部衡量及內部
衡量間之平衡。外部衡量強調財務面（就股東立場而言），及顧客面（就顧客立
場而言）；而內部衡量則強調內部企業程序面及學習與成長面。其二為結果面衡
量（過去行動之結果）及未來面衡量之平衡。其三為主觀面衡量及客觀面衡量之
平衡。平衡計分卡的平衡乃來自外部評估（如股東與顧客）與內部評估（如企業
程序、創新、學習與成長）；過去的成果評估與未來的績效動因；客觀面（如成
果衡量）與主觀面（如成果衡量的績效動因）此三者評估間之平衡關係。
平衡計分卡透過四大構面之設計，由上而下定義企業策略之因果關係，自企
業所欲達成之財務與顧客成果構面開始，循序界定其顧客價值主張、為滿足顧客
及股東應表現卓越之營運流程，以及組織文化、科技基礎架構等能夠驅動變革並

帶來差異化競爭優勢之相關因素如圖 4 所示，藉由一張所謂的策略地圖(Strategy
Map)將四個構面的目標加以串聯檢視(Kaplan and Norton, 2000)。

圖 4. 界定策略之因果關係

Kaplan and Norton (1992)提出的平衡計分卡不同於傳統績效評估制度只重視
財務績效，而是在長期與短期目標下，對財務與非財務、外部構面與內部構面、
落後指標與領先指標及主觀面與客觀面等績效指標間取得平衡。故其將績效評估
指標分為四大構面：財務構面、顧客構面、內部構面及學習與成長構面。並依企
業自身的策略、遠景，分別設計出適合此四構面的績效衡量指標，以期能在符合
成本效益的原則下建立一策略性績效評估制度。
（1） 為了達到願景，我們對顧客應如何表現？（顧客構面）
（2） 為了滿足顧客和股東，那些流程必須表現卓越？（內部構面）
（3） 為了達到願景，我們如何維持創新與改進能力？（學習成長面）
（4） 為了財務成功，我們對股東應如何表現？（財務構面）

平衡計分卡的目標（Objectives）和量度（Measures），是從組織的願景與策
略衍生而來的，它透過四個構面：財務、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學習成長面來考
核一個組織的績效。


財務構面
企業主要透過營收成長及生產力提升兩項基本策略以達成財務績效，創造股

東價值；營收成長策略主要涵蓋開創經銷優勢（自新市場、產品、顧客以開創新
營收來源）以及增加顧客價值（拓展現有顧客與企業間之關係）兩大主要項目，
生產力提升策略則著重改善成本結構及增進資產之利用，以加強現有作業活動之
效率。


顧客構面
平衡計分卡之顧客構面為企業策略之核心，涵蓋明確之顧客價值主張，說明

企業如何有別於競爭者，為顧客提供特殊之價值。Treacy and Wiersema (1995)首
先提出顧客價值主張策略之三大基本型態（營運卓越、顧客親近及產品領導），
認為企業必須在上述三項之一以上之策略表現優越，而在其餘策略保持基本要
求。


內部程序構面
平衡計分卡之財務及顧客構面，界定了企業所渴望達成之成果，內部流程構

面則界定並描述企業為達成這些成果所必需表現優越之內部活動。企業之活動呈
現在其創造價值之流程中，為了創造差異化之競爭優勢，企業必須在對其顧客價
值主張影響最鉅之流程上表現卓越，同時在其他流程保持基本要求。


學習成長構面
學習成長構面界定了企業是否能夠以創新且具差異化之方式執行其應表現

卓越之內部流程相關活動，主要包含策略性能力（為達成企業策略，員工所需具

備之策略性能力與技術）、策略性科技（為實現策略所需建構之資訊系統及資料
庫）、以及行動氣候（企業文化）等三大重點。
若能深入及努力地去了解及體會平衡計分卡的特質與精隨，即可發揮平衡計
分卡之功效，否則，極易導致平衡計分卡實施之失敗。故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在協助：
（1） 了解公司的遠景，將之轉為實用的策略
（2） 讓策略目標與執行方式相互配合、相互連接
（3） 設定執行目標，並且使策略活動配合業務營運
（4） 加強策略回饋及組織學習成長
所以平衡計分卡的架構，告訴我們如何要徹底執行策略，不能只偏重財務面，
以不能只管流程面的問題， 而必須面面俱到，這樣公司才能一為核心的組織。

3.系統架構與設計
對顧客知識管理的分析要從顧客資訊開始。顧客資訊是指顧客的喜好、顧客
的分類、顧客的需求等一些關於顧客的基本資料。對顧客資訊的收集，是每個企
業都在進行的工作，但這些顧客資訊往往不是連續變化的，零亂和支離破碎的客
顧客資訊沒有絲毫價值，企業在進行營銷決策和銷售時很難有效的使用這些顧客
資訊。即使是再完善和豐富的顧客資訊也無法直接利用，只有通過科學手段對顧
客資訊進行分析、整理、轉化，才具有利用價值。顧客資訊就像原材料一樣，被
專門的組織進行整理、分析並可以在組織內部形成共用後，就轉化成了顧客知
識。
顧客知識是絕大多數公司市場開拓和創新所需的最重要的知識，它最有可能
為公司帶來直接的經濟回報。使自己區別於其他企業的一個潛在的關鍵因素，就
是能不能充分收集和利用顧客知識。如果企業能夠同顧客建立密切的知識交流與
共用機制，及時瞭解顧客的情況及顧客所掌握的知識，無疑會使企業更緊密地貼
近市場，大大提高企業決策的準確性和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顧客知識管理就是有效地獲取、發展與維繫有利顧客組合的知識與經驗。具
體內容包括:企業如何在策略規劃上有效地運用顧客知識，建立一套有效的封閉
式迴路程式;如何將他們的努力集中在獲取正確的顧客，及擴展顧客知識的深度；
如何運用最合適的方法產生顧客知識;最後就是如何有系統的將這些顧客知識分
門別類，並妥善運用。為儘可能地獲得最大的價值，“顧客”、“知識”和“管
理”必須處在一個封閉式的迴圈體系，企業運用這個迴圈體系中的顧客知識，從
顧客關係中獲取最大的收益。
本章節描述重點為顧客知識管理系統的建置，而此系統之關鍵核心為「顧客
所提供知識」。因此，如何自資訊來源處、透過資訊系統協助取得並分析這些知
識實屬重要。以下針對系統概念與系統架構予以說明。

3.1 系統架構
建置的顧客知識管理系統，意即為顧客所提供的知識，代表顧客於網際網路
平台上所發佈的相關產品的使用經驗、購買建議、對產品的抱怨、期望、評價等
內容。網際網路平台包含許多管道，藉以提供消費者分享自身對於特定產品的使
用經驗，例如討論區、部落格、社群網站。這些分享資料非常多元、且數量龐大。
因此本計畫利用關鍵字為基礎，進行相關資料的蒐集與分類，並加以分析。整體
系統架構如圖5所示

圖 5. 顧客知識管理系統架構

在建置關聯性資料庫(RDB)時，ER圖(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亦為非常重
要基礎知識。ER圖主要是將資料以「實體」(entity)和「關聯」(relationship)來呈
現，它決定關聯性資料庫(RDB)的構造(schema)。
了解「實體」和「關聯」簡單的概念之後，接下來針對如何製作ER圖，加
以簡單的說明。製作ER圖總共有以下4個步驟，首先必須掌握業務流程和規則，

再從中抽出「實體」，檢核抽出的「實體」是否有不足或多餘的，最後再設定實
體的「關聯」。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如圖6所示

圖 6. 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3.2 系統流程
 網頁擷取程式(Web crawler)
網頁擷取程式(Web crawler)為一個針對特定內容，從網際網路平台上抓取符
合條件資料的應用程式。概念就如同一般使用者上網行為，剛開始使用者會先連
結至某個特定網站的首頁，察看首頁上的內容，並判定是否擁有想要的資料(例
如文字、圖片、或是影像)，若沒有，則點選其他相關連結，查詢其他頁面，經
由不斷地反覆此項動作，最後即可找到使用者所需要的資料。網頁擷取程式便是
以這樣的概念延伸而成，藉由一支程式的撰寫，讓程式至網際網路之特定網站上

做搜尋，並沿著每一個頁面連結，不斷反覆尋找，將搜尋過程中符合的資料擷取
下來，並儲存到資料庫中。當資料抓取到資料庫後，便於後續的資料整理與分析
動作。
Web crawler使用了兩個技術，先經由curl抓取網頁內容，再利用PHP Simple
HTML DOM Parser將所要的訊息抓取制資料庫。
1

curl – PHP 函式庫中的函式
i.
ii.
iii.

http://php.net/manual/en/book.curl.php
用途：函數庫是用來操作網絡的，比如可以 GET 抓取網頁內
容或 POST 資料到其他網站。
使用：主要使用到 GET 抓取網頁內容輸出成 STRING 讀入
Web crawler

2

PHP Simple HTML DOM Parser
i.
http://simplehtmldom.sourceforge.net/
ii.
用途：parser 的技術針對 html 的 DOM 去 parse
iii.
使用：去抓取特定 html 標籤下的文字訊息

程式架構分為兩個部分
1
2

parseBingUrl.php – 爬出搜尋的結果（url），並儲存到資料庫
parseContent.php – 將 url 中過濾掉不是論壇的，並爬出作者、發文時間、
發文內容，並將結果儲存志資料庫。

 文章斷詞 (Word segmentation)
詞是最小有意義且可以自由使用的語言單位。任何語言處理的系統都必須先
能分辨文本中的詞才能進行進一步的處理，例如機器翻譯、語言分析、語言了解、
資訊抽取。因此中文自動分詞的工作成了語言處理不可或缺的技術。基本上自動
分詞多利用詞典中收錄的詞和文本做比對，找出可能包含的詞，由於存在歧義的
切分結果，因此多數的中文分詞程式多討論如何解決分詞歧義的問題，而較少討
論如何處理詞典中未收錄的詞出現的問題（新詞如何辨認）。
由於中文詞集是一個開放集合，不存在任何一個詞典或方法可以盡列所有的
中文詞。當處理不同領域的文件時，領域相關的特殊詞彙或專有名詞，常常造成
分詞系統因為參考詞彙的不足而產生錯誤的切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最有效的

方法是補充領域詞典加強詞彙的搜集。因此新的詞彙或關鍵詞的自動抽取成為分
詞的先期準備步驟。領域關鍵詞彙多出現在該領域的文件中而少出現在其它領域，
因此抽取關鍵詞時多利用此特性。高頻的關鍵詞比較容易抽取，少數低頻的新詞
不容事先搜集，必須線上辨識。構詞律、詞素、詞彙及詞彙共現訊息，為線上新
詞辨識依據。本系統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可以自動抽取新詞建立領域用詞或線
上即時分詞功能。為一具有新詞辨識能力並附加詞類標記的選擇性功能之中文斷
詞系統。此一系統包含一個約拾萬詞的詞彙庫及附加詞類、詞頻、詞類頻率、雙
連詞類頻率等資料。分詞依據為此一詞彙庫及定量詞、重疊詞等構詞規律及線上
辨識的新詞，並解決分詞歧義問題。除了基本詞彙庫外，使用者可依需要附加領
域專屬詞庫。詞類標記為選擇性功能，可附加文本中切分詞的詞類解決詞類歧義
並猜測新詞之詞類。分詞系統採用之詞典俱可擴充性，使用者可依據不同領域文
件，補充以領域詞典做為分詞之用。
傳統的中文斷詞系統碰到最大的瓶頸就是未知詞(辭典中沒有的詞)的擷取，
統計上約有3%~5%的詞彙是未知詞，新聞類的文章更是遠高而此。而某些類型
未知詞的詞構非常複雜，也不 一定具有強烈的統計特性。因此未知詞的擷取問
題一直是中文語言處理上一個重要且困難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運用中研院資訊科學所的中文斷詞系統來將擷取的資料作斷詞分析
(Chen and Liu, 1992; Chen and Bai, 1998; Chen and Ma, 2002; Ma and Chen, 2003)。
句子的結構是語義分析及了解的必要訊息。要電腦具有智慧型的語言處理能力，
例如機器翻譯、語言分析、語言了解、資訊抽取，電腦系統都必須先能分析句子
結構。因此，中文句子自動剖析的工作成了語言理解不可或缺的技術。基本上句
子自動剖析利用語法規律和斷詞後的文本做比對，找出可能的短語結構，由於存
在歧義的短語結構，因此，如何利用結構出現的機率及檢測結構中詞與詞之間搭
配的合理性成為解決結構歧義的方法。
中文斷詞系統的使用流程如下：
1.

申請帳號


2.

3.

線上服務申請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CKIPClient-PHP
 提供 CKIPClient.php 作為串接中研院斷詞系統的介面程式類別。
 將 CKIPClient.php 類別程式匯進需要使用到斷詞的 PHP 程式。
線上服務申請
 取得的 server ip 、 server port 、 username 及 password 初始化
CKIPClient 物件。
$ckip_client_obj = new CKIPClient(
CKIP_SERVER,
CKIP_PORT,
CKIP_USERNAME,
CKIP_PASSWORD

4.

);
申請完畢

 字詞權重 (Word weight)
Term-Frequency(TF)以及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IDF)為資訊檢索領域
中常使用之方法。其中TF由 Salton and McGill (1988) 所提出，TF代表某一個關
鍵字在某一文件中出現頻率，可視為該關鍵字對文件的絕對貢獻，一般而言，
TF值越高代表該關鍵字越具代表性，然而並非出現頻率越高的字詞就表示越重
要(如中文：你、我、它們；英文：the, that, of, it 等)，若單以TF來評估關鍵字的
貢獻度或許有欠嚴謹，因此除考量特定文字出現的頻率之外，尚須考慮文字重要
性的問題；而IDF則是以此一概念所設計的(Spark-Jones, 1972)。TF-IDF的整合可
用來評估一個關鍵字在文件集中重要程度，因此除了收集出現頻率最多的關鍵字
之外，仍須額外考量關鍵字的重要性程度。根據 Li (1992) 引用齊夫定律的概念
可以得知，一個單詞出現之頻率與它在頻率表裡的排名成反比。頻率最高的單詞
出現的頻率大約是出現頻率第二位的單詞的2倍，而出現頻率第二位的單詞則是
出現頻率第四位的單詞的2倍。IDF即充分運用此定律，找出字詞對文件集的相
對貢獻度。例如，某些顧客在不同開放式平台中，不約而同地留下這句話：「我
覺得A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佳」。假設現在有50個討論區，「我覺得」出現30次；

而「服務不佳」出現10次，則其各自的IDF值為：(我覺得=30/50)、(服務不佳=10/50)。
相對於「服務不佳」，「我覺得」這個字詞在文件中出現較多的次數，但卻得到
較低的IDF。將TF值與IDF值相乘，可使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關鍵字更為突顯，同
時也抑制常用字的干擾。權重分析的結果也可以用相乘矩陣 (M×N) 的方式呈現，
以供分類程式進行計算 (Cui et al., 2003)。透過TF與IDF的方法，即可求得關鍵字
真正的重要性，畢竟每一個關鍵字在每一文件中所代表的重要性並非相同，同一
關鍵字出現在不同類別的文件中，其重要性也不盡相同。因此，結合這兩者將可
以過濾掉慣用字，進而保留重要的關鍵字。

 語意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
語意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常用於針對特定文章，經由關鍵字的蒐集與分類，
判定文章主要含意與情感表達。此類分析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以學習
為基礎的語意分類(learning-based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此方法藉由機器學習
分類器(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er)，針對現有文章所包含的關鍵字進行出現次數
的頻率計算，瞭解文章情緒表達(Pang et al., 2002; Aue and Gamon, 2005; Tureny
and Littman, 2003) 。Yuen et al. (2004) 利用半監督是機器學習演算法，針對包含
604 個正面詞與 645 個負面詞的資料集做測試，得到 80.23％的正確率。第二種
方法則是詞典方法(lexicon-based method)，此方法先將文字分為兩種類別，例如
正面(positive)與負面(negative)字眼，藉此計算兩種詞彙在特定文章的出現次數，
以便判定此文章的情感屬性(Hatzivassiloglou and Mckeown, 1997; Ku et al., 2006)。
Tang et al. (2011) 根據 NTUSD 的詞庫為基礎，利用語言(linguistic)與情感
(sentimental)的方法，分析微網誌語料庫(microblog corpus)，發現兩種方法皆可運
用於微網誌的情感預測。

4. 企業介紹
4.1 企業背景
華碩是以生產主機板起家，產品線已延伸至繪圖卡、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
伺服器、手機等，而 PC 是使華碩踏上國際的重要關鍵，其中筆記型電腦已在去
年躋身全球第 10 大品牌。華碩因為有鑑於別的公司之興起沒落與重生，所以不
斷的創新，因此能獨佔龍頭，成為耳熟能詳的大公司。從一個專業的自有品牌，
到行銷全球的國際 3C 品牌，華碩自始至終都堅持不可妥協的品質與創新。在中
文命名以「華人之碩」為期許，而英文命名的靈感則來自希臘神話中的天馬
「PEGASUS」，其象徵著聖潔、完美與純真的形象，代表著華碩永不懈怠、追
求卓越的精神。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創立於 1989 年，為全球最大的主機板製造商，並躋
身全球前三大消費性筆記型電腦品牌。華碩始終對品質與創新全力以赴，不斷為
消費者及企業用戶提供嶄新的科技解決方案。華碩版圖的興起在於華碩創辦人以
專業技術一鳴驚人，與 IBM 同步推出 486 主機板，更成為英特爾眼中的技術設
計王。在技術被肯定之下，順利在銷售市場取得商機，因此成功導入主機板專業
化的觀念，以用心與堅持經營電腦組裝市場，進而創造出主機板的專業產業，獲
取市場的高報酬。此成功關鍵在於華碩學習能力、觀察力、邏輯分析與組織能力
皆高，擁有高超的專業技術、追根究底的企圖心、邊看邊學的強烈上進心，以及
永無止盡的挑戰心態，並懂得科技人脈關係的經營和洞悉市場先機。
華碩只有核心領導人，沒有上下級之區分，因此大家等級相同，只要是努力
為華碩付出的人皆是華碩的一份子，充分授權不棄權的管理模式，更是驅策人才
發揮潛力、全心投入工作的關鍵因素，且員工們時時增強自己的實力，並終身學
習，讓華碩能創造出最豐富的績效。
因為有科技的配合，所以創新的發明使生活更加簡單，當各種設備完全緊密
的連結後，更能將潛力發揮到極致。因此華碩永不停息的追求世界第一，優秀產

品不斷地推陳出新，正是華碩實踐對人類社會做出貢獻的承諾。
華碩堅持品質保證，堅守正直、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而人才是他們最
大的資產，因此他們珍惜、培育員工，讓人才們有良好的空間去一展才能。華碩
以消費者的體驗當成出發點，他們讓消費者覺得值得信任，所以在全球的競爭中，
不會因價位較高而減少顧客群。專注本業、穩健獲利的經營策略是華碩擁抱未來
的原則。華碩是以科技技術為導向的公司，因秉持高品質科技創新而聞名，身為
領導全方位 3C 解決方案的領導者之一，華碩電腦提供完整的產品組合，讓各領
域的使用者皆能跟進。
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堅持品牌的價值，由主機板到筆記型電腦，華碩堅持一
貫的策略，以及更強的技術與更好的品質，目前業務從 B2B 逐漸走向 B2C 的新
發展階段，但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代表華碩的品牌定位不是改變，而是演化。
2011 年，華碩開啟追尋無與倫比的全球任務，將精彩創新的品牌精神提昇
至更高層次，同年推出在市場上的變形平板，備受國內外專業人士激賞，此外，
除了將技術傾注於外型與輕薄的表現，更刻畫出智慧型筆電隨開即用、綠色高效
的新時代價值。
2012 年發表結合手機、平板、小筆電跨界功能的 PadFone，震撼市場，奠定
華碩的精采研發創新實力。現在，更積極佈局未來的行動雲端時代，將為世界創
造無限可能。在著重創新與品質之餘，華碩亦投注心力於社會公益、教育文化及
綠色環保等方面，並在歐、美、日及台灣本地等國際環保標章上領先取得多項肯
定與認證，以設計體貼人性、感動人心的 3C 科技產品為初衷，持續為消費者帶
來無與倫比的體驗價值。
以磐石品質聞名於世的華碩筆記型電腦，不僅是娛樂、生活、商務的好幫手，
更曾在各種極限狀態下順暢運作、締造多項傳奇!不論是不是華碩的客戶、媒體、
股東或是一般消費者，華碩深信合作夥伴在各個階段都是可以與華碩一起互相成
長，並和事業夥伴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是能夠不斷在各方面持續成功之最主要的
關鍵。

4.2 經營理念
（一）培育、珍惜、關懷員工，讓華碩人盡情地發揮最高潛力
華碩電腦以人為本，是該公司重視的一個環節，因為有好的人才和好的心態，
才會有機會把員工的潛力發展到最高的境界，也才會有好的產品和好的品質。
（二）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
這是處事的基本道理，在業界要有所典範，是務必要具備的基本要件；如果
上述四項，缺了其中一項，商譽就會大受影響，就沒有任何人想和華碩電腦做生
意和下訂單。以該公司對於每一項產品的品質，都要以很務實的態度，去製造出
每一項產品，而且還要為品質把關，才是該公司對於品質的基本要求。
（三）無止境地追求世界第一的品質、速度、服務、創新、成本
The ASUS winning formula:
Winning=Marketing(Quality*Speed*Innovation*Service)/Cost
上列的公式，就是華碩電腦能搶下世界許多地區市場的公式；華碩電腦注重
的是在品質、速度、服務、創新和成本，這五項，是在競爭非常激烈的高科技產
業必須要有所具備的基本五個要素，缺一不可。但是，成本是他們沒有控制好的
一個基本要素；如果成本沒有控制好，整間公司的開支都會提高，產品的價格勢
必要上升；如果在成本控制上，操作不當的話，整間公司會造成財務危機。所以
說，這是一項永遠要做的事，就是要『精益求精』，才會進步。
（四）躋身世界級的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社會真正做出貢獻
科技是要對人類的生活做出貢獻，華碩電腦的這一項期許，是對人類的生活
發展是有正面的評價，就是因為該公司對於社會的付出，是要以正面評價為主，
而符合了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在他們想躋身世界級的高科技領
導群，其實他們做到了，但是他們跟其他世界大廠比較，例如 IBM，他們還要
在努力，才能在競爭激烈的高科技產業站的住腳，更才有機會登上世界第一。

4.3 落實使命
（一）對科技無限熱愛
技術是華碩的核心，因為持續不斷的投入心血於世界級的研究和發展，才能
夠提供個人和企業領導趨勢的創新產品。
（二）品質至上、永不妥協
高品質是最重要的堅持，在每一個流程中時時檢討品質管理與細節，為了就
是要讓客戶們能享有符合經濟效益的高品質解決方案。
（三）長期合作關係
不論是不是華碩的客戶、媒體、股東或是一般消費者，深信合作夥伴在各個
階段都是可以一起互相成長。和事業夥伴保持良好的關係，是能夠不斷在各方面
持續成功最主要的關鍵。
（四）堅毅不拔
所有華碩的員工都有著共同努力的目標，並在壓力之中學習成長，勇於接受
挑戰。藉由華碩電腦內部員工幹部上下努力不懈完成使命，期望每一個人都可以
享受到科技創新所帶來的便利。

5. 產業策略管理
5.1 資料分析
本研究議題針對 3C 行動裝置(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等)分析，
透過蒐集及分析網路上消費者的知識及回饋，以利於管理者進行市場研究，並根
據分析結果作為制定後續行銷活動與產品設計之決策參考，提升產品銷售與公司
營運之績效。透過 Mobile01 收集近 20000 筆網路論壇的討論資訊，包含顧客針
對各品牌公司 3C 行動裝置的知識分享、使用經驗及產品分析。
消 費 者 使 用 電 腦 之 主 要 用 途 可 區 分 為 資 訊 內 容 消 費 (Content
Consumption/Sharing)及資訊內容創造(Content Creation)，而電腦使用者約有 75%
的時間用於聽音樂、瀏覽網路、收看影片、玩遊戲、資訊溝通等資訊內容消費，
而約有 25%的時間使用於資訊內容創造如輸入文字(如圖 7)。另外，單就平板電
腦的主要使用功能而言，相較於傳統電腦，平板使用者較著重於電子書閱讀、遊
戲、音樂及影音視訊等方面的運用；而相對少使用於資料編輯及工作處理(如圖
8)。

圖 7. 消費者使用電腦的用途 (Morgan Stanley (2011))

圖 8. 傳統電腦與平版之使用項目差異 (Morgan Stanley (2011))

平板電腦由蘋果於 2010 年發明問市，蘋果發展平板電腦的定位為「滿足手
機、筆電間需求空隙的產品」，手機尺寸較小、相對的運算功能較弱，象徵的是
「可攜性」；傳統筆電的優點在於強大的運算能力、惟體積較大至少 11 吋起跳，
象徵的是「效能」。平板電腦的初衷為擷取兩者之優點，兼具效能與可攜性的產
品，加上蘋果創新運用加減法邏輯，去除鍵盤、大容量硬碟、USB，加上觸控螢
幕、雲端軟體服務，不依靠本機的硬體空間及運算能力，而是運用雲端運算來執
行各項任務，形成今日各品牌平板電腦的基本原型。從產業循環的角度，平板電
腦自 2010 推出至今，處於高速成長期(如圖 9)，因此各大 PC 品牌無不將開發重
心轉往平板市場。

圖 9. 近 5 年來的行動裝置成長曲線 (Morgan Stanley (2012))

為瞭解平板電腦是否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進行調查分析，消費者對於現行平
板電腦的主要不滿項目為價格過高(41%)、電池續航力不足(35%)、CPU 運作能
力不足(23%)、缺乏 USB、SD 擴充槽(19%)、缺乏鍵盤(18%)等。(如圖 10)

價格過高
電池續航力不足
CPU運算能力不足
缺乏USB、SD擴充裝置
缺乏鍵盤
缺乏Office軟體
操作介面不熟悉
面板尺寸過小
過重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圖 10. 針對平板電腦不滿意調查

蘋果毫無疑問是平板電腦市場的龍頭，根據 NPD 之研究，蘋果高居美國平
板市場 7 成以上的市佔率，其餘四分之一由各家廠商分食。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

IDC 於 5 月 1 日發布的報告顯示，華碩已經超越亞馬遜，成為既蘋果、三星之后
的全球第三大平板電腦廠商。除了已經拿到 5.5%的全球平板電腦市場份額，華
碩在第一季度的平板電腦銷量增幅高居榜首，達到了 350%。以下將個別分析蘋
果、三星之企業目標、平板行銷策略、優劣勢(如表 1)：

表 1. 平板電腦的定位及優缺點
蘋果
定位



三星
定位為時尚娛樂機



華碩
定位為娛樂機種，滿

種，滿足行動影音、遊戲

足行動影音、遊戲需求。

需求。





樂」

廣告訴求蘋果一貫

行銷訊息：「隨觸享



一機滿足「工作 X 娛

娛樂模式 vs 搭載鍵盤基



引領潮流的時尚感及科技
感。
優點



策略創新的先行者

優勢



多通路優勢，手機、 

搭載鍵盤處理文書

電腦、家電通路並用

工作效率高




豐富的軟體服務





時尚品牌形象

（面板、記憶體)

垂直整合成本優勢

高電池續航力：插上

基座後可達 16 hr 使用時
間（vs 其他平板 9 hr）

缺點



缺乏 USB、SD 卡讀



與蘋果定位重疊、差



取設備

異化程度低。

豐富







不支援 Flash 影片播

放，許多動畫無法觀看

在德、荷蘭澳三國遭

蘋果提告，主要控訴其產

軟體內容不如蘋果

品牌價值、行銷能力

較弱

品外觀設計與 控訴其產
品外觀設計與 iPad 相似有
抄襲之嫌

華碩得到了來自全球各國分析師的認可，並認為華碩的產品已經有其固定的
一批擁躉，更多的消費者也表現出對該品牌的超高熱情，華碩在“後 PC”時代
的轉型過程中，適應力強於大多數對手。多數分析師還表示，對於能夠生產首批
獲得用戶認可的 Android 平板的華碩來說，已經成功的在平板電腦市場上領先其
他 PC 廠商很多步。

5.2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1.

華碩產品設計能力強，擁有充沛而質優的勞動人力資源，而研發團隊素質高，
產品研發速度快，也累積著良好的管理經驗，並培養出許多優良世界級管理
人才。

2.

人才則是華碩最大的資產，核心價值的提昇與高獲利的績效，更是人力績效
最佳的展現。樸實文化的信仰者、成功典範學習的優等生。

3.

華碩的工藝水準和對品質的嚴苛要求獲得德國工業界肯定，在主機板製造工
藝更是無與倫比。

4.

華碩生產製造技術良好，製造能力強，相同製程技術為台灣廠商之品質優良
率常居業界之冠。

5.

具有品牌資產：華碩為世界電腦知名品牌包含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及平
板電腦市場，3C 產業上下游垂直分工體系完整，擁有完整的全球供應鏈。
目前品牌筆記型電腦為國內市佔率第一大、全球前十大。

6.

華碩產業之品牌效果強，於美國擁有強勢通路並於台灣代工生產，擁有低製
造成本之優勢。

劣勢：(Weakness)
1.

產業內部的代工及自有品牌並重，因此華碩必須要自行掌握出貨量。

2.

專注於硬體開發，軟硬體的結合度較低，無自有的作業系統，軟體服務實力
不如 Apple、Amazon，缺乏除了硬體銷售以外的獲利模式（蘋果、三星均有
自己的線上軟體商店）

3.

行銷能力較弱，組織文化重研發、偏工程師思維，對行銷重視程度不若 Acer、
美系品牌。

機會：(Opportunity)
1.

網際網路持續發展刺激了商用市場擴增 e 化與辦公室自動化之需求。

2.

PC 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由於平板電腦的出現（平板的產品周期大概是 9-12
個月，短於常規筆電的 1 年），壓縮 PC 產品生命週期，惟有研發實力強的
廠商才能快速調整產品策略順應市場變化。

3.

日系廠商與通路委外訂單持續轉往台灣，增加代工機會。

4.

華碩生產成本有效控制，一但產品價格上揚,能有效獲利。

5.

華碩集團策略聯盟之結合的方式佳，可降低重複購置的專門技術權利金。

威脅：(Threat)
1.

資訊產品的生命週期較他產品短，而生產高科技產品的廠商須對迅速變動的
產品特性做不同的策略規劃，提高策略操作難度。

2.

最新進的產品系列與研發工作仍然是國外所領先。

5.3 SWOT 交叉分析
Strength-Opportunity：依靠內部優勢利用外部機會
華碩團隊隨著市場趨勢而推出各種創新機種。如:消費者偏好選擇外觀新穎
的機種或是講求輕巧方便攜帶之需求，所以華碩的研發團隊進而在外觀、規格、
SIZE(平板)等做創新之研發。(華碩的精英團隊能配合著市場趨勢推出創新的機
種)
策略：創新研發團隊的投資，藉由調查與創意發想激盪出可行的方案，配合
研究開發人員的專業技術，創造出領先業界的產品與服務。
Weakness-Opportunity: 利用外部機會克服內部劣勢
隨著市場走動，消費者需求的不一，對於產品對產品條件有著直接反應。像
是筆電的體積由大變到小，重量越變越輕巧而方便消費者提帶，再者，系統功能
也都依消費者之反應而有所升級，讓使用者感到價格是合情合理。

策略：客製化服務，依照消費者需求提供幾種不同外觀、不同特色的筆電，
滿足消費者不同的需求與客製化成本的考量。
Weakness-Threat：降低內部劣勢迴避外部威脅
因價格比起他牌來的貴，所以應該加強內部本身的功能、效率等級兼具品質
管控，讓使用者感到滿意。
策略：軟硬體升級，推出免費升級硬體規格，定期免費或付費更新軟體。
Strength-Threat：利用內部優勢迴避外部威脅
華碩在”創新”上，可是占有一席之地，像是近期推出筆電與平板的結合，不
單單只是筆電卻也兼具平版電腦之功用，利用此機會，可以避免掉 NB 潛在顧客
紛紛投向平板電腦之市場。
策略：平板與筆電的結合，推出螢幕與鍵盤可以分離的平板電腦，結合時具
備筆電的多功能與規格，分離時則具備輕巧、方便的平板優勢。

5.4 STP 分析
Segment
1. 使用情境（工作 V.S.娛樂）：將平板電腦視為娛樂工具的消費者、將平
板電腦視為工作和高階文書處理工具的消費者，及利用平板電腦同時滿足娛樂和
文書需求的消費者。
2. 移動需求：分為移動需求高的消費者和移動需求低的消費者
3. 操作精準度和裝置穩定性：分為對「裝置穩定度」和「操作精準度」兩
項產品品質需求高的消費族群、及不在意裝置穩定和操作精準的消費族群。
Target
使用情境

移動需求

操作精準度和裝置穩定性

學生
商務人士

娛樂

高

低

文書、娛樂

高

高

Positioning
隨時改變自我的使用需求，兼具娛樂和文書功能的平板電腦。具備獨一無二
的「變形」設計，可以獨立作為平板電腦使用，只要接上專屬基座即可搖身一變
成為擁有鍵盤的輕薄筆電。使用者可一機雙用，輕鬆享受平板型態的自在寫意以
及筆電的舒適操作，隨使用需求自在地切換型態。
擁有超強文件處理功效和網頁呈現功能，搭配鍵盤形態便可滿足消費者的文
書需求，而平板形態可滿足消費者的娛樂需求。此外，達 16 小時的超長續航力
更滿足有移動需求的消費者。

5.5 策略地圖
分析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之垂直缺口 (如圖 11)。其中學習與成長構面之增
進人力資本、強化資訊資本以及提升組織資本等議題會共同影響到內部流程構面
之營運管理、顧客管理、創新管理及社會責任等策略議題項目，再進而影響到顧
客購面之創新產品、顧客價值、顧客關係及品牌形象，最後則會影響到財務構面
所注重的提升生產力及創造營收成長。財務構面之經營績效成果則會落實到個案
公司所能創造之長期經濟價值與社會性價值，進而達成組織願景與使命。

圖 11. 平衡計分卡垂直缺口

針對個案公司策略議題之行程及策略目標之分析結果顯示

(如圖 12)，策略

分析從使命與願景確立後，依據對於市場分析、條件分析以及目標組合分析所產
生之未來策略形貌，並結合顧客知識管理分析之定位及競爭者之相關優缺點，發
展出重要之功能性策略，同時據以形成策略性議題以及擬定策略目標，再透過平
衡計分卡之財務、客戶、內部及學習與成長等構面，明確詮釋個案公司策略議題
以及目標。

圖 12. 策略議題與策略目標

個案公司分析每一個構面的策略性議題，制定策略性議題下的策略目標 (如
表 2)。首先，在財務構面中，強調之策略議題為”生產力提升”及”創造營收成長”。
透過達到加強成本控管、提升資產運用效率、提升員工附加價值、提升顧客忠誠
度、提升市場佔有率、加強營運效率、品牌認同、開拓新市場等目標，已完成財
務構面的策略議題。其次，在客戶構面中，強調之策略議題為”創新產品”、”顧
客價值”、”顧客服務”、”顧客關係”及”品牌形象”。透過達到資訊掌握度、市場需
求趨勢、新產品創新、生產優良、價格合理、顧客滿意度、滿足顧客需求、提升
產品品質、迅速提供新產品、提供產品市場區隔、提升品牌認知等目標，已完成
客戶構面的策略議題。再者，在內部流程構面中，強調之策略議題為”營運管理”、”

顧客管理”、”創新管理”及”社會責任”。透過達到精準交貨、品質控管、降低持
有成本、增加與顧客關係、快速回復顧客需求、市場分析、快速應變能力、創意
的開發與管理、形象建立與溝通、專利保護等目標，已完成客戶構面的策略議題。
最後，在學習與成長構面中，強調之策略議題為”人力資本”、”資訊資本”及”組
織資本”。透過達到研發能力提高、個人能力成長、個人附加價值提升、銷售成
功率提升、工作效率與品質增加、有效地風險管理、提升員工生產力、加強策略
與目標知識、提升資訊傳達速度、增加資訊科技能力、資源整合及再利用、輔助
流程改善、增強訓練與個人成長、增進共同目標、強化組織溝通、提升優質工作
環境、新產品管理及訓練、企業文化認同等目標，已完成客戶構面的策略議題。
表 2. 策略目標

策略議題
財務構面

生產力提升

策略目標
加強成本控管
提升資產運用效率
提升員工附加價值
提升顧客忠誠度

創造營收成長

提升市場佔有率
加強營運效率
品牌認同
開拓新市場

顧客構面

創新產品

資訊掌握度
市場需求趨勢
新產品創新

顧客價值

生產優良
價格合理

顧客服務

顧客滿意度
滿足顧客需求

顧客關係

提升產品品質
迅速提供新產品
提供產品市場區隔

內部流程構面

品牌形象

提升品牌認知

營運管理

精準交貨

品質控管
降低持有成本
銷售率提升
顧客管理

增加與顧客關係
快速回復顧客需求

創新管理

市場分析
快速應變能力
創意的開發與管理

社會責任

形象建立與溝通
專利保護

學習與成長構面

人力資本

個人能力成長
個人附加價值提升
研發能力提高
工作效率與品質增加
提升員工生產力
有效地風險管理

資訊資本

加強策略與目標知識
增進技術之領先
提升資訊傳達速度
增加資訊科技能力
資源整合及再利用
輔助流程改善

組織資本

增強訓練與個人成長
增進共同目標
強化組織溝通
提升優質工作環境
新產品管理及訓練
企業文化認同

策略描述了一個組織如何企圖為其股東創造出能持續久遠的價值。但策略不
是單獨的管理流程，而是組織從高層次之使命敘述，一直發展到前線與後檯之作
業員工實際作為等一連串邏輯連環中的一個步驟。平衡計分卡就是描述創造價值
之策略的架構，並推動組織策略付諸實施的利器。描述組織之價值創造的四個構
面 可 當成高階管理團 隊彼此間討論企業方 向與優先性的共同語 言。 kaplan

&Norton（2003）將使命轉化為所希望的成果中的平衡計分卡（執行與聚焦）部
份轉變為策略地圖（策略的演譯）+ 平衡計分卡（衡量與聚焦），即將策略描述
的四個構面利用圖形演譯法則展開，將策略目標與控制項目間的因果關係更清楚
的表達出來，也就是將策略轉換為衡量指標，透過策略地圖完整呈現 (如圖 13)。
將策略描述的四個構面的圖形演譯串起來即形成完整的策略地圖。

圖 13. 將策略轉換為衡量指標 (Niven (2006))

策略地圖是由財務構面、顧客構面、內部構面、學習與成長構面四個要素所
構成。圖 14 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策略地圖」整合了所詳述的四個構面內容。該
策略地圖有助於企業領導團隊在描述其策略時，提高他們策略洞察力的品質指數，
因而能更精確定義顧客價值主張，察覺有那些關鍵性流程、能力、科技與這些價
值主張密切相關。此外，策略地圖的應用能增進因果思考模式，並激發創新的方
法以利策略實行。

圖 14. 策略地圖

6. 績效評估
6.1 平衡計分卡與企業建立策略型組織之連結
1.

建立平衡計分卡的管理體系

第一線員工必須了解他們的決定和行動造成的財務後果；資深主管必須了解
長期財務成功的驅動力量。平衡計分卡的目標和量度，並不是把財務和非財務性
的績效量度隨意湊合起來而已，反之，它們是在事業單位的使命和策略的驅使下，
透過一個由上到下的流程衍生出來的。平衡計分卡詮釋事業單位的使命和策略，
將之轉換成具體的目標和量度，它代表外界和內部兩種量度之間的平衡狀態，天
平的一邊是有關股東和顧客的外界量度，另一邊是有關重大企業流程、創新能力、
學習與成長的內部量度。同時，它也代表過去和未來兩種量度之間的平衡狀態，
一邊是衡量過去努力成果量度，一邊是驅動未來績效的量度。它更代表客觀和主
觀兩種量度之間的平衡狀態，一邊是客觀的、容易量化的成果量度，另一邊是主
觀的、帶有判斷色彩的績效驅動因素。
平衡計分卡不只是一個戰術性或營運性的衡量系統，創新的企業視平衡計分
卡為一個戰略性的管理體系，用以規畫企業的長程策略（如圖 15），它們利用
平衡計分卡的衡量焦點來規畫重大管理流程：
1） 澄清並詮釋願景與策略
在實施平衡計分卡流程中，先由管理者將事業單位的策略轉換成特定的策略
目標，在制訂財務目標時，必須考慮其重點是營收和市場的成長、獲利能力、或
創造現金流量。無論重點為何，在顧客面來看，管理者亦需確切明白目標市場，
接著就是辨認內部的流程和目標，最後並連結學習與成長目標，藉此可以澄清策
略目標。
2） 溝通並連結策略目標與量度
溝通的目的在於使所有員工瞭解他們必須完成的重大目標，才能獲致組織策
略的成功，當所有員工瞭解高層級的目標和量度後，他們自然能擬定個體目標來

配合事業單位的長期發展。
3） 規劃、設定指標並校準策略行動方案
管理者應為平衡計分卡的量度設定三至五年的財務指標，為了達成這樣的指
標，接著要為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目標判定伸張指標。規劃並設定
指標的流程可以幫助企業量化預計的長期結果、判定達到這些成果的機制並提供
必要的資源以及為平衡計分卡的財務和非財務量度建立短期的目標。
4） 加強策略的回饋與學習
最後把平衡計分卡嵌入策略學習的框架中，使管理者可以監督並調整策略，
原因在於平衡計分卡提供了三種策略學習的要素：企業願景的表達、策略回饋系
統的提供與策略檢視的功能。

圖 15. 平衡計分卡作為策略行動的架構

2.

平衡計分卡如何消除策略障礙

組織要發揮效能，創造價值以達成組織之使命和願景，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
在於組織的策略品質與策略之落實程度，然而，在美國，只有 10%的組織能夠有
效地落實其策略 (Niven, 2006)。

究竟造成組織策略無法有效執行的原因為何呢？根據研究，一般組織在策略
執行上所遇到之障礙可分為四大類：願景障礙、人力障礙、管理障礙和資源障礙；
換言之，組織願景及策略缺乏溝通，沒有正式的策略管理流程，或者是預算分配、
員工日常行動及績效獎酬與策略缺乏連結，是為組織策略未能落實的原因所在。
（1） 透過策略轉變，克服願景的障礙：
專注在最佳解決方案。例如優質服務對顧客而言，是表達到 95%的訂單都能
如期交貨，因此所有員工都能集中他們的精力與工作，朝著「如期交貨」這樣清
楚的目標努力，而不是疑惑與爭辯優質服務的定義。
（2） 透過從上到下的串連，客服人員障礙：
為了成功執行每一個策略，公司的每個層級必須理解這些策略並實際執行它
們。所有企業的層級都透過發展平衡計分卡，來辨別他們的價值創造活動，最後
串聯到企業高層的目標。
（3） 透過策略分配，克服資源障礙:
設計平衡計分卡時，不止針對四個構面在目標、衡量指標，同時也必須認真
地考慮到行動方案與計劃，以符合績效衡量的需要。一旦有了平衡計分卡，應該
重新檢查企業裡所有目前進行的行動方案，並決定哪個是策略的真正關鍵，而哪
些只是消耗公司的資源。
（4） 透過策略性學習，克服管理的障礙：
平衡計分卡在提供必要的機智，成為一個複習、發問和學習策略的起點。平
衡計分卡也轉化企業的願景及策略，成為平衡計分卡四個構面中一套協調的衡量
機制。從績效衡量的結果，瞭解是否讓我們更接近策略目標達成。任何我們決定
的策略，都代表一個論點，或者是代表如何能夠成功的最佳推測，為了證實平衡
計分卡衡量的意義，必須與描述策略的原由結合在一起。
3.

創造以策略為核心的組織

平衡計分卡能夠使組織將其執行團隊、企業單位、人力資源、資訊技術和財
務資源聚焦，圍繞著策略的核心加以整合運作。以成功執行平衡計分卡的組織為

例，並歸納出策略核心組織五大基本原則如圖 16，消弭過去存在於組織中策略
規劃和策略實施之間的鴻溝，成為以策略為焦點的組織。

圖 16. 建構策略核心組織五大基本法則 (Kaplan and Norton, 2001)

法則一：將策略轉化為執行面的語言
將組織擬定之策略展開至策略地圖上，並依據各構面之策略目標訂定衡量方
式、指標與行動方案。
組織若無法清楚描述其使命、願景及策略，它便無法將使命落實，因此在設
計平衡計分卡之初，必須清楚地定義組織使命、願景、策略是什麼。進而發展出
一個整合性的架構來描述和執行策略，稱為「策略地圖」。策略地圖是一套共通
性的工具，讓企業能用合乎邏輯、周延而易理解的結構，以標準而一致性的方式
呈現並溝通複雜的策略內涵。策略地圖與平衡計分卡在此為新的知識經濟時代提
供了新的解決方案，使企業能具體描繪如何以無形資產創造股東報酬。這種描述
策略的共通語言、能將策略展開並轉化為一般且可瞭解方式傳達給組織所有單位
與員工，進一步發動日常執行面的實際運作並釋放為組織最高的效能。

法則二：以策略為核心組織資源
組織設計的最終目的是創造所謂「整體大於部分之總合」的綜效。為了創造
組織整體的綜效，企業必須明確界定並確保各單位間的策略連結與整合。
組織傳統上功能性的區隔往往是造成策略執行的主要障礙，然而以策略為焦
點的組織卻可以打破這個障礙，不只要求個別的事業單位利用其平衡計分卡管理
策略，對大多數擁有許多不同的事業單位和支援性單位的組織而言，如何將個別
單位的策略及計分卡相連結，俾能達到組織之績效，才是管理的重點。
法則三：將策略落實為每個人日常工作
藉由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作為對所有成員溝通與教育組織策略的工具，並
將績效連結至各單位或個人上。
以策略為焦點的組織需要所有員工了解組織的策略並且在成功執行組織策
略的目標下，進行每日的工作，要達到這個目標有三個步驟：
(1) 使用平衡計分卡將新策略溝通並教育組織所有層級的成員，組織可以利
用許多種溝通和教育方式讓員工了解策略。
(2) 根據平衡計分卡的實施流程，企業將其最高層的「公司整體」計分卡，
系統性的向下展開為各部門的「部門」計分卡，乃至全盤的推展至個人的績效目
標設立。
(3) 將激勵獎金制度來強化平衡計分卡的效果。透過這三個步驟可以使得組
織每個成員了解並執行策略，則策略真正成為每人每日的工作。
法則四：讓策略成為持續性的循環流程
將預算連結至策略議題，並藉由策略管理機制與資訊之傳遞與回饋，分析策
略績效執行成果；作為組織學習與持續改善之依據。
85%的管理會議每月花在討論策略的時間低於一個小時，成功執行平衡計分
卡的組織採用一套管理策略的流程。稱為「雙循環流程」
（double-loop process），
它將財務預算與每月複核的預算管理和策略管理結合成一套完整且持續的流程。
要成功執行這套流程有三個重點：

(1) 將策略與預算流程相互銜接。
(2) 定期的管理會議以複核策略。
(3) 建立策略的學習和調整流程。
法則五：由高階領導變革
最重要的原則，經由高階的全力支持，帶動組織全員參與，進行組織變革，
落實執行策略。以策略為焦點的組織最關鍵因素在於高階管理者的支持與積極參
與。一個成功的平衡計分卡計劃開始於認知它是一個變革的計劃，它需要分成下
列三個階段以 2 至 3 年的時間來形成一個策略性管理系統。
(1) 第一步驟：動員。
(2) 第二步驟：領導管理過程。
(3) 第三步驟：策略性管理系統的形成。
在各步驟執行者，修正他們存在的管理系統，俾結合進度與強化改變，透過
獎酬及資源分配連結到平衡計分卡，俾創造出整合性之策略管理系統。

6.2 平衡計分卡之建置
本研究內容主要在探討行動裝置公司的願景、公司定位、經營策略的形成及
執行的問題，並透過顧客知識管理系統所獲取的顧客知識加以整理與分析，歸納
整理到平衡計分卡的四大構面中來呈現。
表 3. 平衡計分卡

構面

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財務構面

加強成本控管

降低營運成本
固定成本的穩定性

提升資產運用效率

應收帳款週轉率
預估與實際收益比較分析

提升員工附加價值

產品開發的投資報酬率

提升顧客忠誠度

產品符合顧客預期
提升顧客消費者剩餘

提升市場佔有率

提升市場佔有率

顧客構面

加強營運效率

穩定成長
增加銷售率
降低退貨率

品牌認同

提升品牌認同度

開拓新市場

開拓新的產品市場
創造新型態產品

資訊掌握度

產品的時效性
顧客產品滿意度調查

市場需求趨勢

市場趨勢調查
產品符合市場需求趨勢

內部流程構面

學習與成長構面

新產品創新

提升創新的程度

生產優良

滿足顧客對品質要求的程度

價格合理

價格合理性
廣告真實性

顧客滿意度

降低維修次數

滿足顧客需求

滿足顧客對功能的需求

提升產品品質

降低顧客抱怨次數
提升顧客滿意度

迅速提供新產品

目標市場調查

提供產品市場區隔

與各同質產品性能作區格及新功能

提升品牌認知

銷售增加的百分比

精準交貨

有效整合資源規劃
達到 Just In Time

品質控管

提升產品效能
降低維修率

降低持有成本

存貨週轉率

銷售成功率提升

增加員工獲表揚及獎勵機會

增加與顧客關係

提升顧客對產品的信賴度
增加客戶服務效率

快速回復顧客需求

及時回應顧客

市場分析

市場調查及市場發展趨勢研究報告
分析

快速應變能力

縮短開發週期

創意的開發與管理

智財權再利用
加強創新流程管理

形象建立與溝通

提升市場佔有率

專利保護

專利申請

研發能力提高

策略性加強技術訓練程度

鼓勵員工研究發展
個人能力成長

培養員工第二專長
提升員工技能的水準

個人附加價值提升

訓練之標準化

提升員工生產力

員工個人產值

工作效率與品質增加

員工內部訓練
理論與實務整合程度

有效地風險管理

提升風險管理知識
有效定義風險指標

增進技術之領先

技術之品質
新技術使用程度

加強策略與目標知識

有效的領導統御

提升資訊傳達速度

熟練資訊作業系統

增加資訊科技能力

外部資訊科技培訓

資源整合及再利用

部門間資源的利用度

輔助流程改善

改善行政流程

增強訓練與個人成長

生涯規劃

增進共同目標

團隊精神的發揮

強化組織溝通

相同目標之溝通

提升優質工作環境

企業文化及辦公室氣氛

新產品管理及訓練

研發的追蹤與評估分析

企業文化認同

團隊精神分析

6.3 研究分析與研究發現
本研究內容發出多份請公司的決策者填寫，在填回的問卷中經過排序過程選
出在四個構面中最為重視的前 5 項及最為忽視的前 5 項，作為研究分析重點。
問卷的四個構面的排序如下：
表 4. 財務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重視排序

財務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提升資產運用效率

預估與實際收益比較分析

5

提升顧客忠誠度

產品符合顧客預期

1

提升顧客忠誠度

提升顧客消費者剩餘

2

品牌認同

提升品牌認同度

3

開拓新市場

創造新型態產品

4

表 5. 財務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忽視排序

財務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加強成本控管

降低營運成本

5

加強成本控管

固定成本的穩定性

2

提升資產運用效率

應收帳款週轉率

1

提升員工附加價值

產品開發的投資報酬率

4

提升市場佔有率

提升市場佔有率

3

表 6. 顧客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重視排序

顧客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市場需求趨勢

產品符合市場需求趨勢

2

新產品創新

提升創新的程度

5

生產優良

滿足顧客對品質要求的程度

3

提升產品品質

降低顧客抱怨次數

4

提升產品品質

提升顧客滿意度

1

表 7. 顧客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忽視排序

顧客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資訊掌握度

顧客產品滿意度調查

1

價格合理

價格合理性

2

價格合理

廣告真實性

3

提供產品市場區隔

與各同質產品性能作區格及新功能

4

提升品牌認知

銷售增加的百分比

5

表 8. 內部流程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重視排序

內部流程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增加與顧客關係

提升顧客對產品的信賴度

4

增加與顧客關係

增加客戶服務效率

5

快速應變能力

縮短開發週期

1

創意的開發與管理

加強創新流程管理

2

形象建立與溝通

提升市場佔有率

3

表 9. 內部流程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忽視排序

內部流程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精準交貨

達到 Just In Time

1

降低持有成本

存貨週轉率

4

銷售成功率提升

增加員工獲表揚及獎勵機會

2

市場分析

市場調查及市場發展趨勢研究報告分析

3

專利保護

專利申請

5

表 10 . 學習與成長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重視排序

學習與成長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研發能力提高

鼓勵員工研究發展

1

個人能力成長

提升員工技能的水準

5

加強策略與目標知識

有效的領導統御

2

增進共同目標

團隊精神的發揮

3

強化組織溝通

相同目標之溝通

4

表 11. 學習與成長構面衡量項目指標最忽視排序

學習與成長構面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排序

個人能力成長

培養員工第二專長

2

增加資訊科技能力

外部資訊科技培訓

1

資源整合及再利用

部門間資源的利用度

5

增強訓練與個人成長

生涯規劃

4

企業文化認同

團隊精神分析

3

從四個策略目標構面的各項指標來看，較重視的指標中，符合顧客預期、提
升顧客滿意度、產品符合市場需求趨勢等衡量的項目指標皆以顧客為導向，可以
知道，產品導向的服務業最重視的部分以顧客為出發點，滿足顧客的需求，以提
升產品的市占率，而達成利潤的增加。

表 12. 四構面重要性分析表

策略目標

平均值

排序

財務構面策略目標

9.1429

1

顧客構面策略目標

8.7333

2

內部流程構面策略目標

8.5323

3

學習與成長構面策略目標

8.3181

4

根據四個構面的回答來計算平衡計分卡各構面，其中以「財務構面」平均值
最高，其次為顧客構面、內部程序構面，而學習與成長構面最低，表示行動裝置

產業普遍認為財務及客戶最重要，但比較不重視內部員工技能及策略知識的養
成。

6.4 文獻分析
本研究整理分析顧客知識管理的相關文獻，彙整出導入顧客知識管理帶來企
業的優勢。

表 13. 顧客知識管理文獻分析

運用顧客知識管理的優勢
Dennis et al. (2001)




提升市場資訊的傳遞
提升顧客滿意度

Gibbert et al. (2002)




提供知識分享平台與流程
提供顯著的組織競爭優勢

Bueren et al. (2005)



提升企業流程效能




提高企業利潤
降低企業成本

Zanjani et al. (2008)
Ogunde et al. (2010)



幫助企業成功地分辨並運用客戶知識

Dimitrova et al. (2009)





提升營業額
提升企業效率
提升市場占有率

Sulaiman et al. (2011)



提高產品普及率

Dalfard et al. (2012)



提高服務品質




提升顧客滿意度
提高客戶信任度

Mohammadpour et al. (2012)




提升生產品質
提升生產效率

Chua and Banerjee (2013)



在組織與顧客間提供雙贏的局面

Wu et al. (2013)



提高企業模式創新的價值

顧客知識管理把顧客有關的資訊透過顧客知識的獲取、移轉、實施與維持為
企業提供實質的利益。企業擺脫掉過去將顧客視為被動的產品或服務接受者的觀
念，轉而賦權給顧客，讓顧客成為公司知識夥伴的一種策略性程序，而此程序中

包含了獲取、分享與擴展存於顧客的知識，透過適當的運作，能讓公司與顧客雙
方得利。
顧客知識管理將焦點擺在由顧客而來的知識更甚於有關顧客的知識。換言之，
聰明的公司瞭解到公司的顧客可能遠超過他們所想像的有知識多了，並且會透過
不斷地與顧客互動來直接獲取顧客的知識，利用與顧客接觸時取得顧客知識。一
組織裡的員工可能是一個豐富的知識庫，因此管理者會試著將員工從一個知識的
儲存庫轉變成一個知識的分享者，讓知識成為公司創造價值的資產。

7. 結論
商業環境的競爭日趨增加，為能夠讓企業可以更快速回應顧客的建議與抱怨，
企業必須擁有更多管道，迅速地瞭解顧客的需求。為此，良善的顧客知識管理系
統實為一項重要的角色，以達到顧客知識的獲取及整合。
經由顧客知識管理系統的建置，相關結論彙整如下：


加速企業回應能力：經由本研究所建置之顧客知識管理系統，可強化企業對
於顧客提供的資訊之進階處理，讓企業更快速瞭解現有的產品或服務是否滿
足現有市場消費者的需求，進而得到產品或服務的改善建議，加速企業對於
市場的回應能力。



降低企業相關營運成本：對於顧客所提供的資訊之處理，實為一項重要的企
業核心競爭力，可以加速且精準地獲得顧客資訊，減少了大量市場調查等行
銷成本，增加公司營運獲利。
透過分析及探討顧客知識管理(CKM)系統帶來的顧客知識，來發展企業營運

績效 (顯性及隱性) 之衡量指標，依據 Kaplan and Norton 策略地圖的四個構面：
財務、顧客、內部流程、成長與學習四大構面來衡量一個組織的績效。並有效協
助企業在策略思考時作為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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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地圖研究之問卷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中撥空填寫本份問卷，本份問卷主要目的是為了解策略地圖對
行動裝置產業所產生之影響。依據Kaplan and Norton 策略地圖的四個構面：財
務、顧客、內部流程、成長與學習四大構面來衡量一個組織的績效，本衡量目標
及衡量指標是根據各文獻資料所擬定的，是否能有效協助貴公司在策略思考時作
為參考依據，並請貴公司根據貴公司在策略思考的實際狀況及當前的願景目標的
前題下給予各項指標的重要性作評分，你認為當下策略思考時，最重要者為 10
分，最不重要者為 0 分。您所提供的資料對本研究非常重要，請您依據真實情
況與看法填答，如有目標項目和衡量指標是本問卷所疏漏也請以補述方式提供本
研究加入研究。本問卷所得資料僅作研究分析之用，資料絕對保密，不會個別披
露，敬請安心填答。對於您的熱心協助，謹致上最誠心的謝忱！研究完成後也會
呈送一份本研究結果提供貴公司參考。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李 有 仁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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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慈 君
黃 曉 菁
敬上

財務構面
策略議題

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生產力提升

加強成本控管

降低營運成本
固定成本的穩定性

提升資產運用效率

應收帳款週轉率
預估與實際收益比較分析

提升員工附加價值

產品開發的投資報酬率

提升顧客忠誠度

產品符合顧客預期
提升顧客消費者剩餘

創造營收成長

提升市場佔有率

提升市場佔有率

加強營運效率

穩定成長
增加銷售率
降低退貨率

品牌認同

提升品牌認同度

開拓新市場

開拓新的產品市場
創造新型態產品

評分

顧客構面
策略議題

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創新產品

資訊掌握度

產品的時效性
顧客產品滿意度調查

市場需求趨勢

市場趨勢調查
產品符合市場需求趨勢

顧客價值

新產品創新

提升創新的程度

生產優良

滿足顧客對品質要求的程度

價格合理

價格合理性
廣告真實性

顧客服務
顧客關係

顧客滿意度

降低維修次數

滿足顧客需求

滿足顧客對功能的需求

提升產品品質

降低顧客抱怨次數
提升顧客滿意度

品牌形象

迅速提供新產品

目標市場調查

提供產品市場區隔

與各同質產品性能作區格及
新功能

提升品牌認知

銷售增加的百分比

評分

內部流程構面
策略議題

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營運管理

精準交貨

有效整合資源規劃
達到 Just In Time

品質控管

提升產品效能
降低維修率

顧客管理

降低持有成本

存貨週轉率

銷售成功率提升

增加員工獲表揚及獎勵機會

增加與顧客關係

提升顧客對產品的信賴度
增加客戶服務效率

創新管理

快速回復顧客需求

及時回應顧客

市場分析

市場調查及市場發展趨勢
研究報告分析

快速應變能力

縮短開發週期

創意的開發與管理

智財權再利用
加強創新流程管理

社會責任

形象建立與溝通

提升市場佔有率

專利保護

專利申請

評分

學習與成長構面
策略議題

策略目標

衡量項目指標

人力資本

研發能力提高

策略性加強技術訓練程度
鼓勵員工研究發展

個人能力成長

培養員工第二專長
提升員工技能的水準

個人附加價值提升

訓練之標準化

提升員工生產力

員工個人產值

工作效率與品質增加

員工內部訓練
理論與實務整合程度

有效地風險管理

提升風險管理知識
有效定義風險指標

資訊資本

增進技術之領先

技術之品質
新技術使用程度

組織資本

加強策略與目標知識

有效的領導統御

提升資訊傳達速度

熟練資訊作業系統

增加資訊科技能力

外部資訊科技培訓

資源整合及再利用

部門間資源的利用度

輔助流程改善

改善行政流程

增強訓練與個人成長

生涯規劃

增進共同目標

團隊精神的發揮

強化組織溝通

相同目標之溝通

提升優質工作環境

企業文化及辦公室氣氛

新產品管理及訓練

研發的追蹤與評估分析

企業文化認同

團隊精神分析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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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訪問西安交通大學並出席第 12 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Business 之年會以發
表論文及出席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Electronic Business 理事會。
二、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於 10 月 10 日早上 10:20 am 搭乘長榮航空 BR 867 班機至香港轉中國東方航空 MU204
班機赴中國西安，於當日下午 5:30 pm 抵達西安咸陽國際機場，會後於 10 月 15 日早上 11:10 am
搭乘中國東方航空 MU203 班機至香港轉長榮航空 BR 870 於當日下午 5:10 pm 抵台。本屆年會
ICEB 2012 共有超過 60 篇文章投稿，約有 34 篇文章收錄於議程之中，相關議題包括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Data Mining, e-Commer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Mobile Commerce,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trategy,
Virtual Community, Uncertain System 等。本人此次參與 ICEB 2012 年會，除了與相關領域學者
進行學術交流與意見交換之外，包括 10 月 12 日主持理事會與 10 月 13 日主持會員大會。此外，
本人亦於 10 月 14 日 14:30-16:00 p.m.之場次中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篇名為” The effect of
affinity design on review helpfulnes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online passenger review in the airline
industry”，在場獲得許多學者熱烈迴響，獲益匪淺。
三、心得與建議
國際電子商務年會為國際電子商務協會(ICEB)所舉辦之世界性電子商務研討會，至今已第
12 屆。此會議每年除了邀請重量級人士擔任 Keynote speaker 之外，亦收錄當代新興電子商務相
關議題之論文。參與此研討會除了可與各國電子商務專家交換意見，更有機會讓發表的論文推
薦至頂級電子商務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JEC) 審查，故非常適合國
內資管學者積極參與。本次會議為期 3 天，總共舉辦了 11 個場次(sessions)，發表超過 34 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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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論文。各場次皆有許多聽眾提問及熱烈討論，參與者皆有非常正面之反應，實為一次富有意
義與收穫之高品質會議。台灣學者日後應踴躍參加。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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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ffinity Design on Review Helpfulnes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Online Passenger Review in the Airlin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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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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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reviews have drawn the attention of

1. Introduction

the MIS community.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Online reviews have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e MIS

by an e-tailing group, 63% of consumers repeatedly

community (Mudambi et al. 2010). According to a

collect product information online before making

survey conducted by a consulting group (e-tailing

purchases. Half of them spend at least 10 minutes

group 2011), 63% of consumers repeatedly collect

searching for product information. Similarity, airline

product information online before making purchases.

passengers should read reviews before booking tickets,

Half of them spend at least 10 minutes searching for

because the outcome of taking a plane with an un-

product information. However, we have little infor-

known airline cannot be anticipated by inexperienced

mation about why consumers interact with these re-

passengers. However, we have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views differently. Long searches are especially likely

why passengers interact with these reviews differently.

for popular products, where consumers often face

Long searches are especially likely for popular air

information overload. Consumers may also give more

routes or airlines, where passengers often face infor-

weight to negative reviews (Chevalier and Mayzlin

mation overload. Passengers may also give more

2006) and reviews written by someone with strong

weight to negative reviews and reviews written by

social tie or similar background with them (Brown and

someone with strong social tie or similar background

Reingen 1987). In addition, they may give the most

with them. In addition, they may give the most weight

weight to the reviews they read first (Pennington

to the reviews they read first. Thus, we want to know

2000).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a) does the order in which reviews are read matter and

implicitly indicate that reviewers’ background (ho-

(b) does the reviewer’s background matter? If they do

mophily), arrangement of review scores (valence) and

matter, how? The current study designs an experi-

review orders (frame) can affect consumers’ buying

mental flying review website, using the concepts of

decisions. If we can prove this causation, firms can

“consumer affinity” and “review arrangement”. We

design more effective review systems to facilitate

aim to explore the best way for passengers under-

consumers’ decision making and to improve profita-

stand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irline, saving their

bility. Thus, we want to know (a) does the order in

cognitive efforts to process reviews, and provoking

which reviews are read matter and (b) does the re-

their receptions of social presence.

viewer’s background matter? If they do matter, how?

Keywords: Online review, consumer affinity, review

For example, Amazon.com’s favorable and critical

arrangements, airline passenger

reviews at the top of each product review page are
known to be particularly helpful to consumers as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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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no knowledge of products at all, but other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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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hich reviews facilitate a sense of understanding

of review presentation need more study.

and intimacy between the consumer and the reviewer.

2. Theoretical background

Whereas social presence is one party’s awareness of

2.1 Review Format

the other party in th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iew format have a

(Sallnas and Sjostrom 2000), para-social presence is

major effect on both the attitude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consumer’s affinity with the reviewer, which is

the reader (Enis and Roering 1980, Kang and Herr

created by awareness of the reviewer’s identity.

2006). They can be textual comments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or ratings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2.3 Review arrangement
According

Another important attribute that current websites tend

to

the

theory

of

conformity

to ignore is homophily (Rogers and Bhowmik 1970),

(Burnkrant and Cousineau 1975), individuals in a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conveyers of the information

group tend to comply with the group’s norms. In

are similar to the recipients of the information with

consumer research, conformity is defined as the ex-

respect to both demographic attributes (e.g., age,

tent to which a consumer’s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the

gender, and occup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behavior of the majority of the other relevant parties

(e.g., experience, values, lifestyle, and beliefs). The

(Lascu and Zinkhan 1999). We postulate that con-

importance of homophily in dyadic communication is

sumers who read the reviews a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widely accepted in sociology (Dorothy 1985). When

by the favorability of those reviews. The effect of this

consumers read online reviews written by other con-

influence is termed “review valence.” Framing refers

sumers, they create a basic dyadic communication. As

to the order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in a regular social network, these online reviewers

(Crowley and Hoyer 1994). Generally speaking, per-

and readers rely to some extent on geographical and

suasive information can be framed in two orders:

temporal propinquity. Hence, it is reasonable to posit

positive information followed by negative informa-

that online consumers tend to believe those reviewers

tion (positive framing) or vice versa (negative fram-

who are psychologically and demographically similar

ing).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primacy effect (the in-

to themselves.

formation received first having the greatest impact) or
the recency effect is predominant (Pennington 2000).

2.2 Review helpfulness
We distinguished three measures of consumers’

3. Hypothese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absorbing and evaluating a

Figure 1 below depicts our research model. The model

review:

ef-

postulates that review formats affect helpfulness. The

fort-saving, and para-social presence. Product under-

association between review formats and helpfulness is

standing is defined as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the

affected by the review arrangement. The following

extent to which reviews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addresses the hypothesis development.

product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products sold on the website (Jiang and Benbasat
2007). Cognitive effort-saving refers to the psycho-

3.1 The effect of review formats of review helpful-

logical costs of processing the reviews (Wang and

ness

Benbasat 2009). Similar to Kumar and Benbasat

Sellers hope that online reviews create value

(2002), we define para-social presence as the extent

(helpfulness) for consumers and hence increas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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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s (Yang and Peterson 2004). Rogers and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Bhowmik (1970) suggested that consumers tend to

H1a. Review presentations lead to greater product

feel pleasure when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who are

understanding by consumers if they have a ho-

similar to them in certain respects, such as social sta-

mophily format than if they have a value format.

tu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ikewise, Lef-

H1b. Review presentations lead to more cognitive

koff-Hagius and Mason (1993) maintained that ho-

effort-saving by consumers if they have a ho-

mophily reveals how the use and ownership of a

mophily format than if they have a value format.

product link consumers with a desired group, role, or

H1c. Review presentations lead to greater para-social

self-image. What would be the consequence of in-

presence between consumers and the reviewer if

cluding homophily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textual

the presentations have a homophily format than

comments and ratings in online reviews? We propose

if they have a value format.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Moderators
(1) Review valence
(2) Review framing

Dependent
variables
Product understanding

Reviews without homophily design

Cognitive effort
saving
Reviews with homophily design

Social presence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3.2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review valence and

When there is information overload, websites often

framing

utilize valence or framing to make their reviews more

Format may combine with other (moderating)

helpful. Standifird (2001) and Yao et al. (2009) found

factors to affect the helpfulness of online reviews. For

that consumers were influenced more heavily by

example, Henning-Thurau and Walsh (2003) main-

predominantly negative reviews than by predomi-

tained that consumers tend to adjust their purchasing

nantly positive ones. Consumers tend to weigh nega-

decisions after they read reviews dominated by posi-

tive stimuli more heavily than positive stimuli to

tive or negative ratings. Other researchers reached

avoid mistakes and reduce regret (Mitchell and

similar conclusions from their studies (Huang et al.

McGoldrick 1996, Standifird 2001). Thus, we pro-

2009, Park and Han 2008). Consumers may also use

pose these hypotheses:

how reviews are framed to adjust their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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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b.

H2c.

H3a.

H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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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iority of the homophily format over

finishing too quickly (not taking the survey seriously)

the value format in terms of product under-

or participating in the experiment twice (tracked by IP

standing will be greater when the reviews are

addresses) – will be excluded from the formal ana-

predominantly negative.

lyse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homophily format over

Each of the two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con-

the value format in terms of cognitive ef-

tains 10 reviews, as suggest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fort-saving will be greater when the reviews

focus group interview. The reviews are short and of a

are predominantly negative.

fixed-length (three lines) to avoid possible bias from

The superiority of the homophily format over

length variability (Chevalier and Mayzlin 2006). To

the value format in terms of para-social

provide ecological validity (Viswanathan 2005), all

presence will be greater when the reviews are

materials on the experimental website are taken from

predominantly negative.

a real shopping website. Positive valence is defin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homophily format over

as 6 reviews having a positive rating of 4 or 5, 1 hav-

the value format in terms of product under-

ing a neutral rating of 3, and 3 having a negative rat-

standing will be greater when the reviews are

ing of 1 or 2. Negative valence is defined as 6 re-

negatively framed.

views having a negative rating, 1 a neutral rating,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homophily format over

3 a positive rating. To test for the framing effect, the

the value format in terms of cognitive ef-

order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views is counter-

fort-saving will be greater when the reviews

balanced across participants (see Table 1).

are negatively framed.
H3c.

The superiority of the homophily format over

4.2 Experimental procedure

the value format in terms of para-social

The participant recruitment will be announced

presence will be greater when the reviews are

on three popular websites in Taiwan: PTT (a BBS

negatively framed.

forum), Facebook, and Plurk. The advertisement introduces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and asked

4. Research method

participants to click on a hyperlink that bring up the

4.1 Experimental design

experimental shopping website. Participants are in-

To test research hypotheses, we plan to conduct an

formed that their task will be to evaluate the product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will be a 2 (re-

and make a purchase decision. Before the experiment,

view format: value or homophily) × 2 (review valence:

the participants are requested to complete a demo-

positive or negative) × 2 (review framing: positive or

graphic questionnaire. To control for the confounding

negative) full factorial. Potential participants are ran-

effect of prior knowledge of the product (e.g., partic-

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e eight experimental

ipants may have been familiar with an older model of

treatments. To avoid potential biases from the online

the same camera) and thus improve internal validity,

environment that can compromise research validity,

we include a question on prior product knowledge.

several screenings are employed to define eligible

Participants a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

participants. For example, participants who are in-

tal treatments. To ensure that 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volved in the task for an unreasonable amount of time

treatment, they are requested to provide the answers

– taking too long (reflecting a lack of concentration),

t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review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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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views, and the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effort-saving, and perceived

review order. They cannot go to the next page until

social presence. All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are

they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correctly. After they

measured using 7-point Likert scales, where 1 is

read the reviews, the participants are presented with a

“strongly disagree” and 7 is “strongly agree.”

post-experiment questionnaire evaluating product
Table 1. Deployment of reviews in each experimental treatment
Value homophily
Positively dominated

Value-status homophily

Negatively dominated

Positively dominated

Negatively dominated

Positively

Negatively

Positively

Negatively

Positively

Negatively

Positively

Negatively

framed

framed

framed

framed

framed

framed

framed

fram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e: ＋ positive review － negative review × neutral review

5. Expected contributions
In tourism, consumers consult online reviews before

Based on the experiment, the current study expects to

making travel plans (Vermeulen and Seegers 2009)

identify the best way in which passengers can effor-

and the world’s biggest hotel companies (e.g., Four

tlessly gain insight in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irline

Seasons, Hilton, Holiday Inn) offer online reviews of

serv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ransform their senses of

their hotels to their own websites (DeLollis 2012). The

homophily into social presences (Short et al., 1976).

momentum of online reviews introduces the opportu-

That is, whether the reviews with homophily have

nity to tourism industries (e.g., airline, hotel, travel

higher impact on passengers’ cognitive process of

agency, etc.) interacting with travelers. To date, there

review helpfulness than the ones without homophily

are many airline review websites created by either the

will be identifie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e.g., Skytrax) or the organ-

association between review homophily and review

izations commercially cooperated with several airlines

helpfulness will contingent upon the review arrange-

(e.g., AirwayReview.com). Instead of review objec-

ments are also disclosed. In addition, the aggregated

tivity, the point here should be whether the passengers

ratings of review helpfulness commonly adopted in

can read the reviews they really look for.

practices may not clearly indicate in what aspe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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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are helpful (e.g., helpful in product under-

2.0: Customer Trust and Online Shopping,

standing, cognitive effort saving, or perceived social

Available

interaction). Our prospective findings have potentials

www.e-tailing.com/content/?p=1310. Last ac-

to assist consumers confirming the helpfulness of a

cessed July 21, 2012.

review without reading through the details of tha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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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目的
出席第 42 屆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DSI) Annual Meeting 之年會以發表論文及出席 DSI 三
種委員會：Development Committee for Excellence in the Decision Sciences，Strategic Plann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Asia Pacific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Officer Meeting。會後並訪問
加州理工州立大學(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二、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於台灣時間 101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9:50 m 搭乘長榮航空 BR 018 班機赴美，於當天下午
14:40 抵達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再搭乘 Super Shuttle 至會議現場之旅館住宿。11 月 20 日下午 15:00
會議結束後，租車開往 San Luis Obispo 之 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訪問以洽談 102 年
第二學期本人休假擔任訪問學者事宜以及未來合作之研究計畫。最後於美國當地時間 101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5 點 30 分，租車開往舊金山國際機場，以搭乘 27 日凌晨 12 點 05 分長榮航空 BR 017 班
機飛回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並於台灣時間 10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6 點 15 分左右抵達台灣。
2012 DSI Annual Meeting 為決策科學領域之國際性研討會，此會議已舉辦過 42 屆，相關領域
之學者皆於每年投稿並齊聚於此研討會，是決策科學學會（Decision Science Institute）重要的會議
之一。此會議議題涵蓋多元，包括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資訊科技、決策制定、創新服務發展等
領域。過去每屆會議都吸引了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參與，被視為一場旗艦型重量級國際會議，實為提
供與會人士一個良好的國際學術舞台，並充分給予參與者一個良好的國際能見度。本次會議為期四
天，舉辦超過 350 場不同的會議場次，包括 3 場 Plenary Talks、80 多場 Featured Sessions、300 多
場 Paper Sessions，共計 1400 多學者參加。

三、與會心得與建議
本人於 101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0 日參加 DSI 2012 研討會，會議期間積極參與決策科學學會所
舉辦之各項活動，包括各篇 keynote speeches、學術文章的報告以及歡迎晚宴。其中一場 keynote
speech 包括了國際著名學者 Jack Meredith 關於「The Myth of Top Down Decision Making: Distributed
Problem Solving at Toyota」的一場演講。此演講場次為 10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0 點於 Yerba Buena
Ballroom 舉行。演講內容提及企業團隊在面臨一些常見問題時，應該要運用何種方式解決問題，
並以 TOYOTA 公司的 Hoshin Kanri 為例。Hoshin Kanri 是在說明利用企業不同層級的領導者，教
導其相關問題解決的準則，並藉由可解釋性的流程，帶領執行團隊導向一個較清楚目標的任務，進
而促進執行團隊完成任務。此外，此次會議除了參與論文發表之外，本人亦於 101 年 11 月 17 日下
午 7 點參與歡迎晚宴，此次會議除了參與論文發表之外，更希望能夠與會場上於宴會中遇到認識相
關領域的同儕以及教授，交換了許多心得，受益良多。
在論文發表部分，本人於會議期間發表一篇學術論文，名為 Prediction Market System Usage and
Performance: An Extension of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本篇文章嘗試利用計畫行為理論瞭解使用
者在預測市場系統的使用行為以及何種動機因子影響使用者使用預測市場系統。於發表會議中，同
場次之參與者提出許多良好的建議以及想法，經過和他們的交流與討論後，得到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以及未來可發展的研究方向，希望藉此建議將研究繼續往下延伸發展，於未來撰寫成期刊論文，發
表於國際性的期刊中。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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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diction markets have been adopted to forecast events and manage risks related to the
events in different projects.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e first epidemic prediction markets
(EPM) system established in Taiwan, which shows favorable accuracy of the EPM in
predic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comparing with expected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same
period.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as well as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prediction markets to attract initial and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public welfare and hedonic motivations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driving members’
init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PM. Finally, based up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finds that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of participants in the EPM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and actual participation, while peer influence has little
positive impact.
Keywords: technology adoption, epidemic prediction markets, market scoring rule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TRODUCTION
Prediction market is a forecasting mechanism capable of processing the dynamic aggregation
of dispersed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participants (Forsythe et al., 1992). By definition, a
prediction market is a market where the participants are allowed to trade “future event
contracts” based on their judgment of contract price trends as well as event result predictions.
Contract prices may be used as references to evaluate the chances of occurring of specific
events, as well as how they will occur. 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prediction markets have
been proven empirically to be remarkably accurate in forecasting future events (Wolfers &
Zitzewitz, 2006; Manski, 2006). Prediction markets have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advantageous in prediction accuracy over traditional methods of prediction. First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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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structure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which induces participants to provide real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Second is the continuous updat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predicted events.
Traditionally, expert deliberations or surveys could be conducted from time to time, yet it is
impossible to provide continuously-updated information and reach consensus constantly. In
contrast, by prediction markets, participants conduct trade online to provide real-time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prediction markets have been adopted recently as a research method
to forecast events (or trends) and manage risks related to the events in different projects,
institutions, societies, or countries. Nevertheless, very few papers have discussed what
characteristics make a prediction market system effective, what basic elements and quality of
a prediction market system motivate participants to actively trade in the prediction markets,
what drives participants to continue prediction market usage. These question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attract more participants to prediction markets.
LITERATURE REVIEW
Prediction Markets
In terms of decision-making, Berg and Rietz (2003) and Sprenger, Bolster, and
Venkateswaran (2007) argue that prediction markets with expectations about the likelihood of
events conditional on other events occurring could be used for decision support and provide a
more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aggregating information than group deliberations. Hahn and
Tetlock (2005) concur that prediction markets can be an efficient way to implement
well-informed policy decision. In terms of health policy risks management, Polgreen, Nelson,
and Neumann (2006, 2007) establish the first prediction market for tracking and forecasting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sever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avian influenza.
Originally, the market was called Iowa Influenza Market; it was re-named to Iowa Health
Prediction Market (http://fluprediction.uiowa.edu). Data from a pilot study in the state of
Iowa suggest that these markets can accurately predict statewide seasonal influenza activities
2-4 weeks in advance. Despite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prediction markets,
Polgreen, Nelson, and Neumann (2007) briefly elaborate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prediction
markets without further examination of system features or different scenarios of system
designs. Obviously, prediction markets have a good record of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have
been applied to many areas, either public or private domain. But few papers have analyzed
how to design an effective system of prediction markets with an appropriate incentive
structure for participants. If a system of prediction markets could not attract sufficient
participants to engage trading in the market, it is in vain to apprais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prediction markets.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introduce the hypothesis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theories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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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Seddon (1997) and DeLone and McLean (1992, 2003) models in the IS field,
user satisfaction as impacted by beliefs about the IS quality, including the service quality,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system quality.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jzen, 1991) where attitude about using the system are impacted
by beliefs about the system. Prior studies in the marketing and IS fields also reveal that
service quality,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system quality after actual system use are the
antecedents of overall customers/users satisfaction (Spreng et al., 1996; Cronin et al., 2000;
Hellier et al., 2003; Lewis and Soureli, 2006). Thus, we hypothesize:
H1a: Service quality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satisfaction.
H1b: Information quality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satisfaction.
H1c: System quality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Satisfaction and Intention
DeLone and McLean (1992) indicated that “successful interaction by managem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system can be measured in terms of use satisfaction” and that “user satisfaction
as (a success measure is) especially appropriate when a specific information system was
involved” (p.68).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information and system quality represents
“object-based attitudes that serve as external variables shaping behavioral beliefs” (Wixom &
Todd, 2005). In other words, level of satisfaction subsequently may have the influence on
beliefs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using the object. Researches indicated that overall us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ystem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reuse the
same system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reliable predictor of continuance intention (LaBarbera
& Mazursky, 1983; Cronin et al, 2000). Furthermore, other researchers found e-satisfaction
exhibits a positive impact on e-loyalty (Anderson & Srinivasan, 2003; Yang & Peterson,
2004).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hypothesize:
H2: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Peer Influence and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TPB, subjective norm means “the person’s perception that most people who
are important to him think he should or should not perform the behavior in question”
(Fishbein & Ajzen, 1975, p. 302). It is because people may act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what referent others think he or she should or should not do. Prior researche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ive norm and behavior intention toward the
system use (Karahanna et al., 1999; Taylor & Todd, 1995; Kwon & Onwuegbuzie, 2005).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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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the users of the EPM system are medical affairs professionals. Their attitude
toward the EPM system use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 colleagues or friends who are in the
same professional field. Therefore, we hypothesize
H3: Subjective norm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Intention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 refers to a person’s perception of ability to carry out a
behavior with the given resources (Ajzen, 1991). It means that PBC denotes a subjective level
of control over the performance of a behavior. Therefore, PBC is the user’s perception of
control over using the EPM system. The higher the perception that one thinks he or she can
have the ability to use the EPM system, the higher the intention the one has toward the EPM
system usage. A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use intention (Taylor & Todd, 1995; Pavlou & Fygenson,
2006). Consequently we hypothesize:
H4: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ntinuance inten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is the belief “in one’s capabilities to organize and execute the courses of action
required to produce given attainments” (Bandura, 1997, p.3). This concept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self-evaluation regarding the effort and persistence put forth when facing with
obstacles, and finally, the mastery of the behavior. Such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 would
influence decisions about what behaviors to undertake. In this study, we consider it as
“individual assessment of a person’s ability to use the computer and Internet.” If a person has
a belief that he or she can operate the computer or Internet, it implies that the person is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he or she can have the capabilities to use the EPM system. Evidence show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avlou & Fygenson, 2006; Taylor & Todd, 1995), thus we hypothesize:
H5: Computer self-efficacy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The Relationship of Familiarity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Familiarity stand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ten based on prior interaction, experience, or
learning of what, why, where and when others do what they do (Luhmann, 1988). It deal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interaction with the objects or people and would reduce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objects. In our research context, familiarity is based on
comprehension of the EPM system due to prior related experience. If a person is familia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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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PM, he or she may have the related knowledge about the EPM. It would reduce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EPM and enforce someone’s self-judgment about whether he or she has
the ability to use the EPM system. Therefore, we hypothesize:
H6: Familiarity with the EPM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METHODOLOGY
Sample
This paper designed and built the epidemic prediction markets (EPM) system sponsored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of Taiwan. From March to October 2010, 630 medical
affairs professionals registered with this market. Members of this EPM system were
encouraged to predict three epidemics with five indicators, including severe complicated
influenza case, confirmed cases of Dengue fever, confirmed cases of Enteroviruses infection,
ratio of Enteroviruses infection cases, and ratio of Influenza-like illness cases.
In total, 630 registered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ystem by invitation of CDC and
investigators. However, the actual number of traders was 126.
Participants were encouraged to predict the three epidemics with five indicators seven weeks
in advance and in seven areas in Taiwan. If every week’s prediction is an event sample, there
are 7,945 samples in total. Participants with accurate prediction would gain positive credits,
and vice versa. Prediction performance was measured by four indicators: cumulative credits,
average credits per prediction, number of winning cases and ratio of winning cases among
total cases.
Measures
All measurement items were drawn from the extant studies, and a refinement was conducted
by two professors, one post-doctor, and one PhD. Student, checking the wording and meaning
of each item with corresponding construct. We used the system log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each user’s system usage in the trading period, including the number and the volume of
trading in the trading period respectively. Unless the items of system usage retrieved from
system log, each item in our questionnaire was measured by a 6-point, Likert-type scale,
ranging from 1 (strong disagree) to 6 (strong agree). Indeed, we designed two editions of
questionnaire fo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articipants, including long edition and short edition
of questionnaire. Long edition of questionnaire included all items, whereas the short edition
included the items of motivation constructs, namely, peer influence, Unitarian, enjoyment,
and self-efficacy. More details of survey procedure would b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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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Procedure
After the trading period, researchers checked the trading records of each member from the
EPM system to confirm whether user made the trading in the EPM system. Research
questionnaire would be designed to survey two kinds of the participants, one was participants
who actual make trades in the trading period and the others were no trading record in the
EPM system. By confirming the trading record of each member in the EPM system, there
were 126 members actually engaged in trading through the EPM system designed by this
research. And 404 members did not make any trading in that period. With the two kinds of
questionnaire, long edition of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126 participants who
actually made trading in the trading period, and remaining was invited to fill out the short
edition questionnaire. Members in the EPM system were invited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
through click on the Web URL link provided in the invitation email message, which linked to
an online survey instrument.
RESULTS
Finally, 126 members actually engaged in trading in this EPM system. Comparing
predictions of infectious disease by the EPM and expected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same period, this project finds that the winning ratio for the epidemic market prediction is
rising gradually along with approaching target weeks of prediction. Overall,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epidemic prediction markets was excellent. Particularly, the winning ratio
for the EPM has been more than 50% for 6 weeks before the target weeks and afterwards.
Out of 126 participants distributed by long edition questionnaire, 51 responses were obtained,
4 were excluded from this research due to excessive missing values, and remaining were 47.
Whereas the short edition questionnaire was collected 91 responses, and complete sample
was 81. For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two types of questionnaire, we compared two kinds of
participants with motivations, including the items of peer influence, Unitarian, enjoyment,
and self-efficacy. We sets up a dummy variable taking the value with 1 and 0, and the value
equals to 1 with the participants who had made trading in the trading period with long edi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value equals to 0 with the registered member who did not trade. Then,
we conducted the T-test to compare means difference within the two groups. All the
relationships are significant.
In the next phase, we used partial least square (PLS) to analyze our collected data. PLS
employs a component-based approach for estimate purpose (e.g., Lohmoller, 1989). Chi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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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3) indicated that PLS places minimal restrictions on measurement scale, sample size,
and residual distributions.
The Measurement Validation and Structural Model
Measure validation was calculated by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scores by the composite scores
(Werts et al., 1974) which are acceptable since they exceed 0.7. And the methods to validate
the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were according to Chin (1998). Results show that
all measures have adequate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Further, we used the PLS to
analyze our hypothesis of research model, most of PLS path coefficients are positive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 impacts of peer influence on continuous and service quality on
satisfaction are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the continuance intention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As DeLone and McLean (2003) suggest, positive experience with
“use” would increase the “user satisfaction”, and then “user satisfaction” would increase “the
intention to use”, then “use.” The close-loop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ose factors occur
specially in the post-use condition.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upports this evidence.
Regarding the quality of EPM system,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system quality are the
essential factors that user may pay more attention to.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diction market,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website is not an important factor of user’s
satisfaction.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vided an example of prediction market based on the
market scoring rules mechanism. With the limited participation in this study (actually 126
participants), this mechanism overcame the obstacle and generated high volume of activities
for the prediction market. For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field,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set of
accessible beliefs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cluding the system
quality, information quality, familiarity, and computer self-efficacy. It could be applied to
other prediction applications and other disease trends.
REFERENCES
Ahn, T. R. & Han, I. (2007). The impact of Web quality and playfulness on user acceptance
of online retailing.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44(3), 263-275.
Other reference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 62507 -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31
計畫名稱: 以服務主導邏輯為基礎探討顧客知識管理：模式發展、系統建置與績效評估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 李有仁
計畫編號: 99-2410-H-004-157-MY3

學門領域: 資訊管理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李有仁
計畫編號：99-2410-H-004-157-MY3
計畫名稱：以服務主導邏輯為基礎探討顧客知識管理：模式發展、系統建置與績效評估
量化
備註（質 化 說
明：如 數 個 計 畫
本計畫實
實際已達成 預期總達成 際貢獻百 單位 共 同 成 果、成 果
成果項目
列為該期刊之
數（被接受 數(含實際已
分比
達成數)
封 面 故 事 ...
或已發表）
等）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論文著作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國內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參與計畫人力 博士生
（本國籍）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0
0
0
0

0
0
0
0

100%
100%
100%
100%

2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研討會論文
1
專書
0
申請中件數
0
已獲得件數
0

2
0
1
0
0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0
0
0
0

0
0
0
0

100%
100%
10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論文著作

專利
國外
技術移轉

碩士生
參與計畫人力 博士生
（外國籍）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人次

篇
章/本
件

1.
Li,
E.Y.,
Chen,
L.W.,
Shen,
C.L.,
and
Liu,
C.C.
(2011) ’’’’Measur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Service Businesses:
A Resource-Based View,’’’’ Proceedings of 2011 Annual SRII Global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Conference (SRII 2011), San Jose, California, USA, March 30 - April 2,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pp. 222-231.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2. Li, E.Y.* and Parker, M. (2013) ’’’’Citation Patterns in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Journals: Margins and Centres,’’’’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Organization (U.S.A.), Vol. 20, No. 2, March, pp. 299-322. (SSCI)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3. Hsiao, C.C., Yen, H.J.R., Li, E.Y.* (2012) ’’’’Exploring Consumer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Value of Multi-Channel Shopping: A Perspective of Means-End
Theory,’’’’ Internet Research (U.K.), Vol. 22, No. 3, pp. 318-339.
列。)
(SCI/SSCI)
成果項目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課程/模組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教材
舉辦之活動/競賽
研討會/工作坊
電子報、網站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量化

0
0
0
0
0
0
0
0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根據本研究計畫成果，相關學術成就與相關應用價值簡述如下：
1.加速企業回應能力：經由本研究所建置之顧客知識管理系統，可強化企業對於顧客提供
的資訊之進階處理，讓企業更快速瞭解現有的產品或服務是否滿足現有市場消費者的需
求，進而得到產品或服務的改善建議，加速企業對於市場的回應能力。
2.降低企業相關營運成本：對於顧客所提供的資訊之處理，實為一項重要的企業核心競爭
力，可以加速且精準地獲得顧客資訊，減少了大量市場調查等行銷成本，增加公司營運獲
利。
透過分析及探討顧客知識管理(CKM)系統帶來的顧客知識，來發展企業營運績效 (顯性
及隱性) 之衡量指標，依據 Kaplan and Norton 策略地圖的四個構面：財務、顧客、內部
流程、成長與學習四大構面來衡量一個組織的績效。並有效協助企業在策略思考時作為參
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