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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壽險顧問被視為「知識工作者J '其所提供的

專業服務，有時很難用言語來表達清楚。而壽

險顧問在銷售流程中的技術，除了專業性的知

識養成外，另一部份則必須透過個人長時間之

銷售經驗累積、與社群交流E動及由資深人員

經驗傳承中習得。本研究歸納出書險顧問銷售

知識之四種面向:銷售適應、關係能力、情緒

智力及專業知識，銷售流程步驟是不斷交E進

行的，並透過方格技術的分析發現每位壽險顧

問對銷售元素認知之解釋及意義都不同，彼此

之間必然存在著銷售技術的認知差異，這些陳

述的理解則可透過方格資料萃取之構念而瞭

解。專家的隱性知識的學習是建構在不斷地E

動實踐上，故必須大量的巨動及長時間銷售經

驗累積，本研究建讀想要進入銷售領域的書險

從業人員，應先培養對民銷售知識的四個層面

之認知、熟悉每個階段的銷售技巧，因壽險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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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構愈有助民進一步了解銷售流程當中可

能會應用的隱性知譜，且能夠讓新進人員更容

易瞭解其意義及作法，可以有效掌握銷售流程

技術、以利非專家可較迅速進入膏險顧問銷售

的專業領域。

<Abstract>

Life planner is seen as “knowledge worker",

which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re

difficult to express explicitly. For technical

aspect of selling process, in addition to life

plann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learn

and accumulate the experience have to via

personal long-period selling experience,

community and exchange interaction, and

senior's inherit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focus on tacit knowledge of life

planner in selling process research via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The result shows

there was cognition difference existed

inevitable among each of the life planners,

there are four dimensions: Sale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capac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we can find

out the reason and constructs extracted from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In fact, all the life

planners have their personal cognition of sale

techniques; moreover, th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sale elements

cognitions are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ts

and non-experts.

This research give some advice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become a life planner, to

well know about these four dimensions and

familiar with the techniques in each step are

necessa叩. Overall, the concept of life

planner can be helpful to well know the tacit

knowledge which might be used during

personal selling process. Furthermore, it can

also make the fresh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method,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 technique of selling process and get

involved in life planner's professional domain

e何ectively.

前言

知識經濟的時代，財富的來海基礎將建立於知

識，富有知識的人，將成為知識社會的重要資海之

一。壽險顧問被視為「知識工作者 J (Janz, Colquitt

& Noe, 1997)' 其所提供的專業服器，有時很難用言

語來表達清楚，且每一個銷售流程都有特定的銷售

技術，都需具有連續性動作的反應能力。這種反應

能力包含每一銷售步驟轉變的流暢度，這是需要正

確的觀念、方法與實發經驗累積才能完成(Dubinsky

& Rudelil蹈， 1980 )。在銷售流程中，銷售人員可以選

擇他們所需要的銷售技術，所以在許多的文獻研究

中都提到銷售流程的必要性。

近年來，隱性知識相關研究與評估逐漸受到關

注，尤其是在組織行為領域中，被視為對經濟與組

織競爭力的重要性逐漸增加(Fern誨， Weller, Green &

Newcombe, 2003) 0 Polanyi ( 1967) 將知識分為顯性

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 與隱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顯性知識是可以形式化、可以制度化，

例如可透過編碼、語言、文字等不同形式傳連知識;

而隱性知識是專屬於個人，且和特定情境相關，難

以形式化，故隱性知識具有難以模仿和不易傳達的

特點。目前國內隱性知識應用相關研究主題，包含

水產研究人員隱性知識分享(陳佳香、陳昭珍，

2007)、紀錄片隱性知識萃取研究(張哲瑋、阮明椒，

2008 ;阮明淑， 2008 ;阮明淑、張哲瑋﹒ 2009) 、專

利寫作隱性知識研究(陳謙益、阮明淑， 2010) 等。

另研究者投入壽險產業已有十餘年經驗，除了本

身具備之專業知識外，必須補充更多的相關性知

識，以供服發客戶生活上更多其他服發需求;除個

人累積專業性知識外，另一部份則是必須透過個人

銷售經驗之養成、社群交流E動及資深人員經驗傳

承等不同形式中學習，因而突顯壽隙顧問隱性知識

研究之重要性。在知識擷取系統中，亦有相關研究

採取個人建構理論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發展

出「方格技術 J (林順傑， 2006) 。方格技術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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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被設計用來捕捉個人意義的向度與結構，是

一種以自己的術語表連自己經驗的意義方式，將有

助於了解人們對於特定主題之看法。依據上述研究

背景及動機，本研究以方格技術萃取壽險顧問之隱

性知識，並以壽險顧問銷售流程觀點歸納其隱性知

識，進而比較專家與非專家之銷售知識之差異，本

實證研究結果可作為個案公司或同業機構訓練新進

成員之參考利用，在方格技術應用於隱性知識之實

證研究亦有所貢獻。

文獻探討

冒險顧問之銷售流程與銷售知識

銷售流程 (Personal Selling Process) 是銷售人員

在銷售時的一個連續過程 (Dubins旬， 1980 ; Dwyer,

Hill, & Martin, 2000; Hite & Bellizzi, 1985) ，每一個

過程都有其特定的銷售技術及具備連續性動作的反

應能力，且銷售流程可被應用於任何一種銷售上，

如產品、服務、消費品或工業產品。銷售流程有助

於銷售人員對壽險銷售有系統性地瞭解，並可針對

不同階段發展出適當的銷售技術，銷售人員可依照

不同的銷售情況使用不同的銷售技術。不同學者對

銷售流程之劃分有不同見解，如Dubinsky and

Rudelius (1980) 提出七個階段之銷售流程，如尋求

潛在客戶( Locating and Prospecting for Customers) 、

接觸前準備 (The Preapproach) 、接觸( The

Approach) 、銷售說明 (The Sales Presentation) 、

處理抗拒 (Handling Objections /Sales Resistance) 、

成交 (The Close) 及售後服務 (Post - Sale Follow 

Up) ; Futrell ( 2004)將銷售流程分為 10 個步驟，

如尋找潛在客戶( Prospecting )、接觸前準備

( Preapproach - Planning) 、接觸 (Approach) 、銷售

說明( Presentation)、第一次嘗試成交( Trial Close) 、

提出拒絕問題 (Determine Objections) 、處理異議

(Meet Objections)、第二次嘗試成交(Trial Close) 、

成交 (Close) 及售後服務 (Follow - Up) ; Szymanski

( 1988) 將銷售流程分為四個階段，如尋求潛在客

戶( Prospecting) 、銷售拜訪 (Sales Call) 、銷售說

明( Sales Presentation) 及成交( Closing) ; Drollinger

and Comer (1999) 將銷售流程階段簡化為二個階

段，即交易階段 (Transactional Phase) 與交易後階

段( Post-Transactional Phase) 。簡化後的銷售流程可

加快銷售人員成交所需時間，但也失去處理複雜問

題的機制。

不同銷售流程各有不同銷售技術， Dubinsky and

Rudelius (1980) 從七個銷售流程階段中衍生出 82

項銷售技術; Dwyer (2000) 延續 Dubinsky and

Rudelius 研究中所列之 82 項銷售技術進一步修訂為

51 項銷售技術;李靜琪 (2002) 以 Dwyer (2000)

所列之 51 項銷售技術為基鹽，修訂為適用於畫灣地

區保險從業人員所需之43 項銷售技術。本研究以

Dubinsky (1980) 之七個銷售流程階段，分述不同

情況所需之銷售技術(見圖 1) : (一) r 尋求潛在客

戶 J '銷售人員要尋找並確認可能購買且有購買能

力的客戶，透過一些管道獲取姓名、地址及電話等

基本資料，藉此銷售人員可以掌握目標客戶，進而

展開聯繫動作; (二) r 接觸前準備 J '銷售人員

準備一些給客戶的資訊，以各種方式預先傳還給客

戶，讓客戶開始產生信任興興趣，有助於銷售人員

舖陳好話題，避免錯誤話題的產生; (三) r接觸 J '

銷售人員運用各種方式讓客戶能夠充足認識，建立

良好的信任關係後，才能對客戶進行後續商品銷

售，有利於銷售人員開始進行商品銷售的關鍵階

段; (四) r 銷售展示 J '即銷售活動的核心，當

銷售人員解釋商品內容，為客戶量身訂製'喚醒客

戶的需求，產生購買的意願; (五)若客戶提出一

些意見或反對問題時，銷售人員必須使用「處理抗

拒」技巧來回應客戶，運用一些策略(如限時降價

或建立商品信心等方式)回應客戶問題; (六)待

完成客戶的拒絕問題，銷售人員以暗示或明示方

式，推使客戶完成「成交」的動作; (七)成交之

後，銷售人員進行「售後服務 J '減少客戶之接膚，

同時藉由售後服務的機會進行重複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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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尋求潛在客戶( Locating and Prospecting for Customers)
1.外部資源 (External Sources)
2. 內部資頓 (Internal So叮'ces)

3. 個人的人脈 (Personal Contact)
4. 各項技巧(Miscellaneous)

可b

第二階段:接觸前準備(The Preapproach)
1.訪設法 (Interview Approaches)
2. 資訊來源 (Information Sources)

可V

第三階段:接觸(The Approach)
1.非產品關係接觸法 (Non-ProductRelated Approach)
2. 引起興趣接觸法 (Peaking Interest Approach)
3. 直接接觸客戶法(Consumer-Directed Approach)
4. 產品相關接觸法 (Product-RelatedApproach)

可V

第四階段:銷售說明The Sales Presentation)
1.視覺呈現技巧 (Visual Display Techniques)
2. 銷售說明額型(Sales Presentation Types)
3. 非視覺的說明技巧 (Non-VisualClarification Techniques)

可V

第五階段:處理抗拒 (Handling Objections /Sales Resistance)
1.引起衝突技巧 (Create Strife Techniques)
2. 補償抗拒技巧(Offset Objection Techniques)
3. 澄清拒絕技巧(Clarification Objection Techniques)
4. 其他各項技巧(Miscellaneous)

司，

第六階段:成交 (The Close)
1.交易說明(Clarification Closes)
2. 心理導向交易(Psychologically . Oriented Closes)
3. 直接交易(Straightforward Closes)
4. 讓步交易(concession Closes)

司，

第七階段:售後服葫 (Post - Sale Follow - Up)
1.客服活動力(Customer Service Activities)
2. 顧客滿意導向活動(Customer Satisfaction-Oriented Activities)
3. 顧客推薦活動(Customer Referral Activities)

圖 1 銷售梳程及銷售按術

資料來聽: "A factor analytic study ofthe personal selling process." by Dubins旬" A. J.,1980, Journal ofPersonal

Selling and Sales Management, 1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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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顧問為使銷售順利，業輯人員必須發展比過

去更親近且長期的客戶關係。 Andris， Barton, Jones

and Steven (2005) 指出客戶預期業務人員具備知識

性、答覆迅速、增值產品提供及解決問題方法等。

因此，壽險顧問應加強知識、技巧及能力培養

(Knowledge, Skills & Abilities' 簡稱 KSAs) ，其會

直接關係到銷售的效益 (Dubinsky， 1996) 0 William,

Gr唔， Jagd旬， Rosann and Harish (2005) 將 KSAs 區

分為三類: (一)任務相關之 KASs: 指組織提供最

基本銷售的知識、技巧及能力，包含產品、市場與

公司資訊、銷售技巧、闢係建立、時間管理、認知

能力(分析能力、創造能力)及情緒能力;(二)成

長相關之 KSAs: 指業發人員必須不斷地成長及擴

表 1 銷信姐議分類

張任務相關之 KS郎，成為自我銷售的項目，包含解

決問題的知識、適應性及巧妙應付的技巧、學習導

向的能力; (三)綜合之 KSAs: 綜合任務及成長之

KS郎，幫助個人形成、認知與操作之 KS郎，包含

自我發展與管理的技巧、自我調整的能力。

本研究依據組織文化的四種頡型 (Cameron &
Freeman, 1991 ;Quinn, 1988)、籌險顧問訓練及 KSAs

等觀點，將書等險顧間的銷售知識分為:內部知識的

「專業知識」、「情緒智力 J ;及外部知識的「銷售適

應」、「闢係能力」。上述四類銷售知識可進一步區分

為認知面知識與情厲面知識，專業知識與銷售適應

為認知面知識，關係能力與情緒智力為情厭面知識

(見下表 1 ) :

姐識橋面 銷售姐識 說明

情厲面: 關係能力 是指「壽險顧問具有確認、建立、維持以及加強客戶關係的能力 J (Gronroos, 1990) •
壽險顧問 屬於外部情厲面的知識。關係行銷的過程來自於客戶關係管理的觀點，如確認主要客

不易掌控 戶，發展及維持良好的關係 (Lambe， Spekman & Hunt, 2002 )。

且易變化 情緒智力 是指「壽險顧問具有處理自我情緒的能力 J (Salovey & Mayer, 1990) ，屬於內部情嵐
的知識。 面的知識。情緒智力包含四個構面:正確的知覺、評估和表達情緒;接近並產生有助

於思考的風覺;了解情緒和情緒相關知識;反省性調節情緒進而促進情緒和理智的成

長。

認知面: 銷售適應 是指「壽險顧問透過客戶互動，得知客戶的資訊，整理與修正自我的銷售方式iWei眩，

壽險顧問 1981 ) ，屬於外部認知面的知識。銷售適應的知識包含著宣告與程序的部分 (Weitz，

較能控制 Suian & S吋an， 1986) 。

且較穩定 專業知識 是指「壽險顧問真有產品功能、產品類別、相關商品資訊(法規)等專業知識 iLupton，

的知識。 Weiss & Peterson, 1999) ，囑於內部認知面的知識。

隱性知議萃取相關研究

知識來自人們的思想，知識是一種流動性質的綜

合體，其中包含結構化的經驗、價值及經過文字化

的資訊;此外也包含專家獨特見解，為新經驗的評

估、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Davenport & Prusak,

2004) 。知識有顯性與隱性兩種知識形式上的 E動，

顯性知識有規則、有系統、文字數字表連(電腦、

化學) ;隱性知識分技術性構面(難以具體說明，例

如工藝及技巧)、認知構面(心智模式、信仰及知覺

力) (Nonaka & Takeuchi, 1997) 。

在進行分類之前，需要先釐清的問題是:隱性知識

的定義為何?目前各研究對隱性知識的定義不盡相

同(Gourlay, 2002)。然而隱性知識可視為一種個人層

面的現象，因為隱性知識的概念與技巧學習、專門

技術有所關聯 (Polanyi ， 1967) 。隱性知識是一種個

人特色，在特定環境下產生 (Von & Roos, 1995) ,

且隱性知識有累積的能力，這也反映出個人和團隊

有能力吸收新知並且將其增加至現有知識( Grant,

1996) 。張哲瑋與阮明淑 (2008 )歸納各學者對於隱

性知識相關定義的共通特性，包含隱性知識是諒自於

個人的，需要結合情境、脈絡;具有目標性的，包括

人們心理狀態、價值觀、信念等;不易編碼，難以表

達、傳播、溝通與分享;而且往往在不自覺、無意

識情況下表現出來;通常藉由非正式方法擷取;是

在長時間的實踐過程所累積的經驗性知識。棍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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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特性隱性知識是非常困難表連其抽象層面，需要透

過間接方式或實驗性方式來嘗試擷取及學習。

在知識萃取研究中，隱性知識逐漸變成一個重要

的議題，部分的知識萃取系統，採取個人建構理論

(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發展出來的方格技術，

擷取一個限定頡域間，分辨並區分不同物件的靜態

知識(林順傑， 2006) 。常用的知識萃取技術目前有

概念分析、非結構式訪談、結構式訪談、工作分析、

處理軌跡及原型、模擬自動化輔助工具分析、群體

專家的擷取技術'如腦力激盪、決策共識等(曾錦

達， 2002)。目前隱性知識萃取相關研究各學者提出

不同的方法(見下表2) 。如何利用半結構多人訪談

方式，透過 If-Then-Because的分析原理進行編碼、

分析、歸類方式來探討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之隱性知

識(阮明淑、張哲瑋 .2009) ，並運用語言模式來分

析 If-Then-Because的編碼同時呈現知識萃取結果，

有利於辨識受訪者隱性知識使用的情境，進而利於

隱性知識之萃取，便於使用者確實理解隱性知識(阮

明淑 ·2008) 。在隱性知識移轉過程中，運用說故事

的方式能有效移轉知識(曾錚、阮明淑，2006 ;阮

表 2 隱性知識萃取相關文獻聾理

明椒， 2007) ;亦有學者透過情境判斷量表評估實用

知識，藉由模擬工作情境相關問題為刺激物，從受

試者對選項的反應來評斷其潛藏的隱性知識，其評

分方法則是將受試者的選擇與該頡域成功專家實際

反應兩相比較，受試者的選擇反應與專家的選擇越

一致，則其實用知識越佳( Sternberg et 泣， 2000) 。

另外，在學習階段以人工語法(Artificial Grammar )

學習式探索規則外顯，或簡單記憶隱性模式學習一

組字元，而在測驗階段將對大量字元串進行是否合

乎人工語法的判斷，結果發現隨著測試外顯知識所

用規則能力的提升，他們也內隱地發展了更為豐富

和複雜的規則知識 (Reber， 1967) 。而在團隊中的隱

性知識萃取研究中，運用方格技術評估團隊隱性知

識，進而發展出一套團體隱性知識評估方式 (Team

Tacit Knowledge Measure) 且其結果證實有效

(Sharon & Ro旬， 2009) 。基於上述研究可知，隱性

知識的移轉或萃取方式，在個人或組織上，影響成

功移轉隱性知識關鍵因素，藉由不同的移轉、萃取

與編碼方式，協助生手有效的理解與學習專家的隱

性知識。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資料來源

教學領域 人工語法學習 隨著測試外顯知識所用規則能力的提升，其發展了 Reber
更為豐富和複雜的規則知識。 ( 1967)

業務人員 情境判斷測驗 成功智力就是用以連成人生主要目標的智力，導致Sternberg et al.
個體以目標為導向並採取相應的行動。 (2000)

保險從業人員 說故事為基酷的方式 說故事應可作為保險組織進行知識移轉的資訊傳播曾錚、阮明淑

工具。 (2006)
大學社群 說故事為基礎的方式 在學校中所流傳的共同故事以創辦人的故事居多，阮明淑

顯示其對於學校整體的影響很大，並且對於學校整 (2007)
體風氣與文化有其關鍵的影響。

獨立紀錄片工 If-Then-Because 分析 透過 If-Then-Because的隱性知識編碼方式發現其結 張哲瑋

作者 原理 構性的呈現有助於隱性知識的辨識。 阮明淑

(2008)
獨立紀錄片工 If-Then-Because 分析 利用模式語自結合 If-Then-Because方式編碼同時呈 阮明淑

作者 原理 現知識萃取結果，有利於辨識受訪者隱性知識使用 (2009)
語雷模式 的情境，進而利於隱性知識之萃取，而結果以系統

化呈現表達整體知識架構及使用情境，也便於讀者

確實理解曙性知識，新手得以迅速掌握技巧。

軟體設計工程 方格技術 研究指出，方格技術可以用來評估任何嶺域中團隊Sharon and Rory
師 層面的隱性知識，而不是僅限於軟體開發業，這樣 (2009)

就有可能擴大發現與比較團隊層面隱性知識之間的

異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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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技術概念及實施運用

個人建構理論是 1950 年代，由 George Kelly 在其

臨床心理學研究中所發展出來的。然而，如今個人

建構理論與相關方格技術更常被用於瞭解和利害關

係人有關的特定主題。個人建構理論有助於敢發個

人知識並且進入個人內在世界，因此在明確表達的

層面上可以接近隱性知識 (Stewart & Stewa肘，

1981 ; Sharon & Ro旬， 2009) 。

就傳統字義來說，方格技術不同於結構式訪談，

其企圖將人們組織自己世界的相關構念加以明確，

用以了解及詮釋我們周圍環境的方式、對自己與他

人的理解，是透過一種內隱理論引導而來，源自於

自身經驗所得的結論。方格技術可為人們對事件或

現象產生附加的意義，以定義出的主觀真實，藉此

方式與環境E動，也就是說不同的觀看角度，與其

他個體的差異，可以界定出獨特的人格(Hassenzahl

& Trautmann, 2001) 。方格技術不僅結合認知理論和

心理學，並利用受訪者自己的構念組織，尋求受訪

者對研究主題的認知，它能產生出具有一定信度與

效度的資料。其受歡迎是有能力判定構念間的關

係、簡單好用、而且不會含有研究者偏見，同時考

慮到觀念的精確定義及觀念之間的關係( Boyle,

2005)。方格技術的基本方格是元素(欄)及構念

表 3 方格按術實施步曬

(列) ，元索是調查焦點集中的對象，而構念則是參

與者或面談者所持對於元素之想法。元素顯示出研

究者對學習更多事物有興趣，構念界定出參與者對

這些事的觀點。 Kelly 主張人們傾向以相似點與相異

點去評價，所以持續兩極化地描述構念，讓人們能

在界定元素在基體方式中發現差異，且個體會基於

他們本身的經驗而有不同之構念 (Helen ， Edwards,

Sharon & Michelle, 2009 )。

如何實施方格技術?透過找出一組元素，來自研

究範團中的一組觀察資料，根據某些準則予以評價

而被稱為構念。這些元素或構念可能是從受試對象

引出來，或是由實驗者提供，這要依據研究的目的

來決定。不論實施方法為何，基本上會產生一個形

式為 n列 m行之方格，根據五或七等量表，記錯受

試者就 n個構念對 m個元素的評分。方格技術的實

施方式會根據研究的主題與研究對象的不同，使用

不同元素選擇及構念擷取，而且在構念分析方面，

則會因研究設計而改變。下表 3 是本研究歸納各研

究在方格技術實施流程中的步驟(陳毆亮， 2008 ;

Boyle, 2005 ; Helen, Edwards, Sharon & Michelle,

2009) ，每個步驛中，皆有不同方法可以運用，可依

照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對象不同而選擇運用

的方法。

願序 步轉 方法 使用說明

l
素兀選

研究者將提供一些項目供參與者挑選，例如，可能會要求參與者定

引出元素 義一組描繪出程式設計師的困境，此方法能確保元素對個人而言是

擇 (Elicitation of Elements) 有意義的。然而這樣方法會影響直接比較方格的品質，且減少某些

形式的量化統計分析之機會。

研究者必讀挑選可代表某主題的一系列兀素，可能是程序的、敘述

給定元素 的及目標導向的，或是某些額外資訊，如圖片，給參與者看，通常

( Supply the Elements) 會使用卡片方式來進行。如此一來參與者在方格法面談時，會集中

注意於僅僅引出構念而已。

討論引出 研究者與參與者以討論焦點話題方式，描繪出與元素環環相扣的清

( Elicit by Discussion) 單。

2 念1萬 參與者被要求選擇成對的元素，並且分辨它們在某方面是相同或不

選
二元素 (Dyadic)

同。如果被判定為不同，參與者必須解釋是哪方面，也是以一個詞

擇 彙來說明，而且也要說出相對的詞彙。反之，若被判定為相同，就

會要求挑選第三個不同的元素，然後再用簡單的詞彙來解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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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序 步聽 方法 使用說明

參與者必須要比較學習對象 A與 B 和 C' 然後陳述他們在哪些方面

三元素 (Triadic)
不同之處。例如挑出兩位最像的老師，然後解釋原因，並說出他們

和第三個老師有何不同。所產生的結果將是相互對照的屬性。這個

步驟應該要重樓，直到沒有其他新的構念出現為止。

階梯法的做法是，詢問受測者被引出的構念「為什麼這個東西分在

階梯法( Laddering )
這個 (Why) ? J .以取得更上位的構念。或問「如何 (How) 、

有哪些 (What) J .來引出更下位的構念。可結合其他的方法一併

使用。

給定構念 由研究者透過某種方法建立一組構念，此構念也可由特定的受訪者

( Supply Constructs) 中引出的。讓所有受測者使用相同的構念進行評測。

3 評分
李克特量表

用一個矩陣的方式，通常採用一個簡單的五分或七等分量表。一個

構念始終有兩極，也就是兩個相對的成對屬性。這些極代表的是對

(Likert Scale)
比，而未必是實際敵對，但是兩者都以同種的李克特量表來表示。

二分法 根據正向極來決定是或否。

參與者被要求參照一個已知的構念來把每個一元素排序。如果方格

順序法 中有七個元素，則某構念該行的數值，就是由一到七的數字，參與

者需要依照元素在該構念的強度加以排序。

4 分析 頻率計算
計算特定元素或構念被提到的次數。

(Frequency Counts)

內容分析 挑選出兀素或構念所歸屬的一系列分韻，然後把元素或構念分入各

( Content Analysis) 頭別中。

視覺到里焦(Visual Focusing) 利用打勾或打叉的系統而不用量表。

聚焦分析 (Focus Grid Analysis) :將相似結果的構念與元素，重新

統計分析
排列構念與元素的順序，使構念與元素能呈現出某種傾向。因此相

(Statistical Analysis)
似性高的構念或元素會被集中在相同一邊。

主成份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將個案的評比方格

予以主成份分析，以三度空間表徵個案的構念系統。

分析兩個具有同元素與同構念之兩個方格所代表的構念系統中，屬

交換方格比較 (Exchange) 於同詞同義(Consensus) 與同詞異義(Conflict) 的部分。因此，可

用以比較不同個案的構念系統或個案在不同情境下的構念系統。

直接比較(Compare)
針對同兀素、不同構念的分析，可以瞭解在不同的構念系統中，異

詞同義(Correspondence) 與異詞異義(Contrast) 的情形。

多方格分析(Socionet) 應用於多方格構念系統的分析。可以得到方格間的社會網路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7iiirriiittftL

在特定頡域中使用方格技術之相關文獻中，其目

的是深入理解此方法使用之例證，瞭解方格技衛應

用之頡域與方式。 Zuber-Skerritt ( 1987)研究教師與

學生在教育研究的個人構念; Peters ( 1994)利用方

格技術'捕捉經理們的主觀想法與觀點; Hunter

( 1997) 以資訊系統分析師為例，運用方格技術找

出哪些特質組合，可以詮釋一個優秀的系統分析

師; Hassenzahl and T甘autmann (2001) 研究使用者

對網站設計特色之個人構念; Tan and Hunter (2002 )

主張方格技術的應用對於團體之間相互理解品質，

可以提供深度的理解;陳敢亮 (2008 )以方格技術

探討書後索引編制行為，藉以引出索引編製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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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構面及選詞行為的心智策略; Helen, Edwards,

Sharon and Michelle (2009) 運用個人構念理論與方

格技術挖掘軟體工程師之隱性知識及其屬性。

依據上述研究，可推知方格技術有助於了解體性

知識且應用頡域非常廣泛。本研究為求研究結果的

客觀及一致性，以方格技術為本個案研究的分析工

具，配合元素及構念引出方式、方格評估方式及分

析方式，作為研究工具。

表 4 受訪者基本資料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對象

由於方格技術實施十分耗時，所以通常多為小樣

本調查研究，礙於研究對象與時間限制，無法採取

大量研究樣本，故本研究以滾雪球抽樣尋求個案公

司營業盧具有從業銷售資格之人員九位進行訪談

(見下表 4) 。本研究依據個案所屬的行業颺性劃分

專家與非專家:專家係指具備實際銷售行為、襄理

階級以上、資歷六年以上且具有單位訓練講師資

格;非專家則指具備實際銷售行為、主任階級以上、

資歷三年以下之相關人員。

頭別 f~喝 職稱 性別 年齡 年資 學歷 受訪時間

SAM-1 資深通訊處經理 男 51 26 年 大學 4 小時 10 分

SAM-2 資深通訊處經理 女 50 20 年 大學 l 小時 24 分

專家
SUM 資深區經理 女 48 14 年 大專 1 小時 4 分

U弘1-1 區經理 男 41 12 年 大學 3 小時 58 分

UM-2 區經理 男 46 22 年 大專 3 小時 36 分

UM-3 區經理 男 53 18 年 大學 3 小時 11 分

SAS 展業襄理 男 29 3 年 大學 l 小時 50 分

非專家 AS 展業主任 女 41 1 年 6 個月 大專 3 小時 32 分

ASB 展業主任 B 女 41 3 年 大專 2 小時 32 分

研究實施與分析工具

根據 Helen ， Edwards, Sharon and Michelle (2009)

所提出方格技術的流程(見圖2) ，並依據Dubinsky

( 1980) 七個階段的銷售流程元素依序提問。第一

次訪說引出之構念進行階梯法( Laddering) ，以

rWhy J問句取得更上位的構念;以rHowJ及rWhatJ

問句，引出更下位的構念以產生更集中的構念，並

填入方格中。受訪者閱讀後，根據語意判斷論述語

句與概念之間的「同意程度J '以五等量表方式，請

受訪者運題勾選，所給予分數越高表示越相關。

在方格技術分析方面，本研究主要利用竅焦分

析、主成份分析、直接比較及交換比較等方式。先

找出矩陣中最相關的連結，建構出階層群組並找出

群集關係，瞭解各元素與構念分佈;按著研究者將

個案評比方格予以主成份分析，以二度空間表徵個

案的構念系統;再將專家評比方格進行比較，以專

家構念為基礎與非專家比較;再使用交換方格程

序，將專家方格中的評比去除，比較兩者是否以相

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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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介紹

念構

妒
忌法梯階用使

Y

構念填入方格

Y

史上
評比每一個構念

圖 2 方格控術實施就程

資料來源:“The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Its place in empirical so食ware engineering research." by Helen, et aI.,

2009, Information and So}仰'are Technology, 51 (4),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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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專家銷售流程隱性知識的種類

一、第一階段(尋找書戶階段)

專家群的銷售元素主要分成 8 個群集(如直衝招

攬、個人觀察、檢查記錄及廣告諮詢等) .構念可分

成 33 個群集:例如在「個人觀察」及「培養受囑目

的客戶」元素使用上，對象一定是熟悉的客戶才會

更有效果。以銷售流程彙整專家在銷售流程的元

素，其所隱含的隱性知識屬於銷售知識的哪一個部

分。在此階段可以看出，專家在銷售知識部分較偏

重於關係能力的應用，顯示在客戶關係維持古很大

的關鍵因素，因為這樣的能力可能會為壽險顧問帶

來更多的客戶，也在續效上相對會提升。這些群集

外構念中，如「培養受囑目的客戶」、「轉介法」、「引

介法」、「非競爭性業務員」及「個人觀察」等構念，

專家給予評分較高(數值 5) .推論代表在使用這些

元素時要注意的竅門或應具備的能力。

二、第二階段(接觸前準備階段)

專家群的銷售元素主要分成 4 個群集(如顧客的

推薦信、現有顧客、電話預約、寄發個人信件給準

客戶等) .構念可區分 24 個群集:例如，在「寄發

個人信件給準客戶」元素的使用就較為耗時且低效

率，所以在使用此元素時，應設定為中長期準備階

段。在此階段，專家在銷售知識部分較偏重於關係

能力、專業知識、銷售適應的知識應用，顯示在這

階段要使用的銷售知識只有情緒智力沒有顯示其重

要性，而其它銷售知識必須平均運用，才能順利接

觸到客戶。這些群集外構念中，如「其他媒介」、「準

客戶」及「顧客的推薦倌」等構念，專家給予評分

較高(數值 5) .代表在使用這些元素時要注意的竅

門或應具備的能力。

三、第三階段(接觸)

專家群的銷售元素主要分成 7 個群集(如額外獎賞

法、讚美、轉介法及好奇心等) .構念主要分成 23 個

群集:例如. r轉介法」元素的使用必須透過與客戶

交談間才會使用到，而且壽險顧問在表達的方式還是

需要一些準備技巧才能發揮其效果。在這階段可以看

出在接觸客戶的階段，專家在銷售知識部分較偏重於

關係能力的應用，顯示在與客戶一開始面對面接觸

時，必讀透過關係能力來建立與客戶之間的信任廠及

安全廠，這樣的關係建立有利於下一步的商品銷售進

行。這些群集外構念中. r轉介法」、「額外獎賞法」、

「訴諸產品」、「非競爭性業務員」及「個人觀察」等

構念，專家評分較高(數值 5) .推論代表在使用這

些元素時要注意的竅門、具有什麼樣的功效、什麼樣

時機可以使用或應具備的能力。

四、第四階段(銷售說明)

專家群的銷售元素主要分成 5 個群集(如詢問準

客戶以確認購買意願、幫助準客戶想像產品、示範、

零售展示說明等).構念主要分成 19 個群集:例如，

在「詢問準客戶以確認購買意願」元素的使用，壽

險顧問透過與客戶溝通及互動，才能掌握客戶確切

的想法及購買意願。在這階段可以看出，專家在銷

售知識部分較偏重於專業知識的知識應用，顯示在

這階段壽險顧問在商品相關專業知識古極重要的角

色，並能突顯出商品銷售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這

些群集外構念中，如「幫助準客戶想像產品」及「利

用表讀技巧/戲劇化效果」等構念，專家評分較高

(數值 5) .推論代表在使用這些元素時具有銷售上

有豐富視覺及聽覺的功效有關。

五、第五階段(處理抗拒)

專家群的銷售元素主要分成 8 個群集(如「是的，

但是」法、對比法、先例法及拒絕法等) .構念主要

分成 34 個群集:例如，在「拒絕法」元素的使用，

無法確切表示客戶所提出的反對問題是不成立，由

此可知以沈默徵笑方式，跳開問題時，會造成客戶

提出問題尚未解決的狀況。在這階段可以看出，專

家在銷售知識部分較偏重於關係能力及專業知識的

應用，顯示在處理客戶拒絕購買商品時，必須考量

到客戶厲受及壽障顧問在商品專業部分能否消誠客

戶疑慮，若無法掌握這兩項銷售知識，在商品成交

過程中，會產生重重的拒絕問題。此外，這些群集

外構念中，如「幽默」及「拒絕法」、 rr是的，但是』

法」、「補償法」等構念，專家評分較高(數值 5 與

4)' 代表在使用這些元素時具有什麼樣的功效及使

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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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階段(成交)

專家群的銷售元素主要分成 10 個群集(如「現在

就買」成交法、反饋成交、示範成交及假設成交等) ,

構念主要分成 28 個群集:例如，在「比較成交」元

素的使用，代表壽險顧問在對客戶需求分析上尚未

很清楚下可以使用;反之，在「情緒化成交法」元

素，可以在清楚掌握客戶需求下使用。在這階段可

以看出，專家在銷售知識部分較偏重於關係能力及

專業知識的知識應用，顯示客戶重視的壽險顧問是

否具備這兩項關鍵知識，影響著是否顧意與昌等險顧

問購買所推薦的商品。在群集外構念中，如「比較

成交」、 rr現在就買』成交法」、「情緒化成交法」、

「直接交易」等構念，專家評分較高(數值 5 與 4) ,

推論代表在使用這些元素時有應掌握時機使用銷

售技術。

表 5 專家群在銷售流程的明顯特殊構念

七、第七階段(售後服務)

專家群的銷售元素主要分成 8 個群集(如讓顧客

介紹客戶、追蹤、處理抱怨及顧客教學等) ，構念主

要分成 15 個群集:例如，在「充當顧問」元素的使

用，專家視為轉險顧問最基本的能力，而且這項能

力是一定要具備的。在這階段可以看出，專家在銷

售知識部分較偏重於關係能力及專業知識的知識應

用，顯示要維持顧客良好關係及維持顧客忠誠度，

並要求客戶轉介紹，這兩項銷售知識古很重要的能

力。在群集外構念中，如「處理抱怨」及「安撫顧

客」構念，專家評分較高(數值 4)' 推論代表在客

戶發生抱怨或壽險顧問服務欠佳狀況下才會使用兩

個元素。

本研究將上述專家群在銷售流程隱性知識中，七

個階段裡的各個特殊構念與使用意義，彙整如下

表。藉由表 5 '我們可理解專家在銷售流程中的每

個階段，所隱含的銷售知識。

據本 銷售階揖 明頓特殊構念 銷售知輯頓別

專家群 l 尋找潛在客戶 對象是一定是認識的人 關係能力

業務員是主動 銷售適應

產生續效的比較平穗 銷售適應

需要透過很長的時間，去累積那個信任 情緒智力

續效上較有明顯 銷售適應

效果是比較直接 關係能力

中間有一個潤滑劑 關係能力

客戶已經有確認過了 關係能力

很明確就是知道我的目標 銷售適應

依靠群體 關係能力

比較偏重跟轉介者的關係 關係能力

透過一個中間人 關係能力

在開發的階段 關係能力

每天不斷的在做 專業知識

具有判別能力 專業知識

厲覺好像是比較陌生的客戶 關係能力

成交機會更大 銷售適應

多了一個關係比較密切 關係能力

客戶對公司相當程度的認同跟了解 關係能力

團體活動的部分 關係能力

比較熟悉的一個環境裡面 關係能力

2 接觸前準備 成果是我們能夠掌控的部分 銷售適應

客戶比較認同我們 關係能力

面對面的溝通 關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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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銷售階鹿 明頓特殊構念 銷售姐議穎別

花的時間比較少 銷售適應

機率也比較大 銷售適應

技巧成熟 專業知識

路過拜訪 關係能力

比較有效的作法 專業知識

沒有辦法提供更深入的資料 專業知識

聯繫的管道是直接 關係能力

效果是很好 關係能力

先給客戶資料 專業知識

3 接觸 需要一些功力 專業知識

父談的方式得來的 關係能力

讓客戶知道下一步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關係能力

晚期的業務員 銷售適應

先從人的注意，再到問題的注意 銷售適應

比較能夠親近客戶 關係能力

有拉近關係 關係能力

有炒熱氣氛 闢係能力

有獨一無一 專業知識

附加的厭覺 情緒智力

找一個話題 關係能力

精神層面的肯定 情緒智力

可以比較做詳細一點精準的判斷 專業知識

4 銷售說明 偏重在內容的多與寡 專業知識

提升產品的層次 專業知識

如何描述一個可能客戶看不到的或還沒有用到的 專業知識

讓銷售更生動、更活澄 情緒智力

說保險小故事 情緒智力

顯現出我們的專業 專業知識

確認客戶清楚或不清楚 專業知識

可證實我們講話的可信度 專業知識

利用肢體語言 情緒智力

順便教育客戶 專業知識

層於引導客戶的一些想法跟決定 專業知識

加強銷售 專業知識

5 處理抗拒 主動權比較在我們身上 專業知識

可表示客戶反對問題不成立 專業知識

風險很低 專業知識

客戶嵐受是很好 闢係能力

為了加強客戶在現在做決定的一個動力 專業知識

主控權在客戶 關係能力

屬於引導客戶的一些想法跟決定 關係能力

由客戶來主導消費行為 關係能力

會比較講故事 專業知識

客戶的戚覺不好 關係能力

比較重視客戶的厭受 關係能力

可能大家緩和氣氛 關係能力

比較客觀的在處理一些客戶認為不同的問題 專業知識

先讓氣氛不要那麼緊張 關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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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 銷售階段 明顯特殊情念 銷售知誠甄別

有嘗試著去改變客戶 闢係能力

可能對情緒去做的處理 關係能力

使用說故事 專業知識

本身客戶的問題 關係能力

避免衍生更多的問題 專業知識

消除客戶的疑慮 專業知識

6 成交 需求分析是有很清楚 專業知識

使用理賠案例 專業知識

停賣效應 情緒智力

主控權丟給客戶 關係能力

直接一翻兩瞪眼 專業知識

發現客戶購買保險理由 專業知識

保費調漲訊息、 專業知識

直接間付款方式 專業知識

主要是放在業藹員的內心 情緒智力

要下決，心會被加強 專業知識

客戶可能就會考慮，現在馬上要做決定 關係能力

成交的機會很大 專業知識

會有好的效果 專業知識

再去請客戶確認產品說明的特色重點 專業知識

客戶覺得不是被強迫 關係能力

有客戶情緒考量 關係能力

使用輸人不輸陣方式 情緒智力

7 售後服務 比較容易發生抱怨的問題 情緒智力

為了再銷售 銷售適應

就動作來看比較小段的時間 關係能力

讀客戶精神層面可以厲受得到還不錯 關係能力

互為因果的問題 專業知識

忠誠度會比較好 關係能力

定期追蹤 銷售適應

非專家銷售流程隱性知識的種類

根據本研究分析所得之非專家的七個階段聚焦分

析表徵'彙整出非專家群在銷售流程的明顯特殊之

構念與使用意義(見下表 6) 。這些群集外的構念，

可以知道非專家在每個階段都會有一些明顯特殊構

表 6 非專家群在銷售攝程的明頓特殊構念

念涉入，即可推論這些涉入的構念可能是非專家所

隱含的知識，雖然只能顯示局部的隱性知識，但藉

由聚焦分析的歸納、編碼及整理，可以發現非專家

擁有哪些的銷售知識。

據本 舖售階段 明顯特殊構念 銷售知融頓別

非專家群 尋找潛在客戶 頻率比較大 銷售適應

找出這個團體裡面的準客戶 銷售適應

私底下要做的功課 專業知識

2 接觸前準備 是需要設計的 專業知識

未知的東西 銷售適應

不是原本就認識的客戶 銷售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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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 銷售階段 明顯特殊構念 銷售翔輯輯朋

3 接觸 利用客戶從眾的J心理 情緒智力

要收集這個客戶的情報 銷售適應

目的就是在引人注意 關係能力

4 銷售說明 在做短時間說明用 專業知識

管他合不合，就是用固定的一套 專業知識

5 處理抗拒 客戶完全沒有信任嵐 闢係能力

一個態度表現 專業知識

較尊重客戶 關係能力

屬於鱷衝氣氛 關係能力

信任度晶 關係能力

比較迂迴的方式 情緒智力

事後的一個方式 關係能力

較專業的 專業知識

較高明的處理方式 專業知識

不完全憑客戶的意見 專業知識

6 成交 有猶豫的狀況 關係能力

客戶還在考慮 關係能力

很長的信任度 關係能力

有業葫員主導 專業知識

7 售後服務 客戶看到你會安心 關係能力

客戶主動來找你 關係能力

客戶J心裡沒有一些不安或不滿 關係能力

專家與非專家之銷售流程差異比較

專家與非專家對銷售流程論述的理解差異，則以

直接方格比較技術分析專家與非專家之間對元素與

構念之相似性及相關情形。各元素或構念依照共識

程度由高至低排列，依 Shaw and Gaines (1 989) 的

看法，相似度在 80%以上可視為是高度共識。語意

闢係相似度低於 80% .顯示專家與非專家對銷售流

程論述方式與語意關係的解讀有顯著差異。

第一階段銷售流程專家與非專家之間的直接方格

比較結果顯示「轉介法」此銷售元素之相似性最高，

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新的資料」及「已開發客戶」

的意思最為相似。第二階段銷售流程比較可知. r私

人拜訪/直衝拜訪」此銷售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

構念論述方式則是「偶發性」、「有一個仲介者」的

意思最為相似。第三階段銷售流程中顯示「訴諸產

品」、「震驚法」此組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

述方式則是上述之三構念的意思最為相似。第四階

段銷售流程中顯示「幫助準客戶想像產品」及「詢

問準客戶以確認購買意願」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

構念論述方式則是有兩個構念的意思最為相似，相

似度 97.2% 。第五階段銷售流程中顯示「對比法」

此組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不

一定成交」及「客戶的厭覺不好」的意思最為相似。

第六階段銷售流程中顯示「利用沈默」此組元素之

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表連意見、表

達行為一種方式」、「還沒有但成」及「在解決問題

的」的意思相似性高達 100% 。最後第七階段則是

以「顧客教學」此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

方式則是有兩個構念的意思最為相似，相似度

97.7% 。

專家與非專家之銷售知鸝差異比較

專家與非專家對銷售流程隱性知識的理解差異，

則以交換方格比較技術來分析專家與非專家間對元

素與構念之相似性及相關情形。本研究訪談對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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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三位非專家 (SAS 、 AS 、 ASH) .本研究試以

SAS 為例，分述其比較差異:第一階段銷售流程為

專家與 SAS喬驗顧問之間的交換方格比較結果顯示

「廣告諮詢」此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

式則是「比原顧客多了一層而已」的意思最為相似;

第二階段銷售流程中顯示「電話預約」此元素之相

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直接的關係」的

意思、最為相似;第三階段銷售流程中顯示「簡介法」

此組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談

到內容」的意思最為相似;第四階段銷售疏程中顯

示「零售展示法」及「使用比較」此組元素之相似

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加強銷售」的意思

最為相似;第五階段銷售流程中顯示「回力鏢法」

此組元素之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時

間拉到後頭去」的意思最為相似;第六階段銷售流

程中顯示「小決定成交法」及「情緒化成交法」元

素之相似性最高，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原因不知

道是真問題，還是假問題」的意思最為相似;最後

第七階段則是以「充當顧問」元素之相似性最高，

而構念論述方式則是「要服務做得好你才有可能」

的意思最為相似。

進一步分析顯示三位非專家訪談者之銷售流程第

一階段、第三~第七階段可知道非專家對於專家的

構念沒有太大差異;第二階段接觸前準備可知道非

專家對於專家的構念有明顯的高度共識 (66.4%)。對

應直接方格分析結果，在元素分析部分，專家與非

專家是非常相似的，特別不同之處是在構念分析

中，卻可以看到有部分的構念有所差異，可推知整

個銷售流程中，專家與非專家的銷售差異關鍵之處

是使用的構念是不一樣，即是隱含的內隱知識，尤

其是在銷售流程的「接觸前準備」階段更是明顯。

專家銷售知識 銷售流程

非專家銷售知識

銷售適應

關係能力

情緒智力

專業知識

l 尋找潛在客戶

2 接觸前準備

3 接觸

4 銷售展示

5 處理抗拒

6 成交

7 售後服藹

銷售適應

關係能力

情緒智力

專業知識

圖 3 專家與非專家的銷售知識與銷售流程之闢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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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訪談得知受訪者銷售流程的構念，並

藉由方格技術透過邏輯的編碼方式歸納受訪者隱性

知識的種額;彙整銷售流程與知識之相關文獻，可

透過專家所歸納的流程來瞭解銷售流程的各個重點

與細節。研究結果可發現，實務上的「知識」、「技

術」或「能力 J .如何在不同的狀況下，壽險顧問選

擇、採用如何銷售知識，進而有效順利進行銷售流

程，改善銷售效率與品質。這些由實務中所「結構

化」出來的實葫技術，又進一步的更深入了解其背

後隱含的知識及意義。根據專家與非專家的構念銷

售知識分額結果，將專家與非專家的銷售知識分佈

在銷售流程的情形進行歸納，顯示受訪者使用的銷

售知識，在不同階段的銷售流程具有不同隱性知識

涉入。由圖 3 可知，專家與非專家在銷售流程所應

用銷售知識，即知道專家在銷售知識面，善用的能

力是關係能力及專業知識;而非專家則是專業知

識。另外，在銷售流程階段裡，專家都會運用 2-3

個銷售知識，但是非專家在第四階段銷售展示及第

六階段成交的銷售卻只有使用一個銷售知識，顯示

專家與非專家在銷售知識應用上有所差異。

結論與建議

壽障公司定期培訓壽險顧間的目標之一是要讓壽

險顧問學習社會化所使用的語言，使壽險顧問與客

戶有效地溝通，順利銷售商品。本研究綜合專家與

非專家銷售顧間的構念分類，並藉由方格技術分

析，呈現專家與非專家隱性知識的語意關係'有助

於更了解銷售流程當中可能會應用的隱性知識，且

能夠讓新進人員更貼近瞭解其意義及作法，著重於

該知識的學習，進而內化為個人的隱性知識。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歸納研究結論，分述

如下:

一、書障顧問銷售流程步驟是不斷交E進行的，

在銷售流程中，每個階段知識、技巧及能力

的準備，關係是環環相扣;例如，拒絕處理

若沒有處理好，就不會有下一步成交，鑽回

到銷售階段原點。

二、在七個階段銷售流程中，藉著同儕或資深

人員之間的互動學習，經由做中學學習個

人對於各階段隱性銷售技巧的了解，並透

過大量訪談客戶或課程學習等E動，從中

獲取他人的經驗與知識，以作為自己的對

照或參考，最終轉變為個人在銷售上的創

新。對應 Sternberg 等人 (2000 )之知識觀

點，知識是在實關過程中所累積的經驗性

知識。

三、專家和非專家壽隙顧問在銷售流程上的事前

準備與想法有明顯的差異。另外，在銷售的

隱性知識豐富度上專家優於非專家，而非專

家對於專家的隱性知識認知差異較為明顯是

銷售流程的「接觸 J' 可知在這階段的專家的

隱性知識接觸處理技法是既多且專業。

四、透過方格技術分析可以發現每一位壽險顧問

在銷售技術都有自己之認知面，而且專家與

非專家在對銷售元素認知面的解釋、意義都

不同，這可以看出專家與非專家的差異點之

處，例如，銷售展示中的零售說明，專家對

於專家的銷售技法認為其目的是要能夠激發

客戶的觀念，而非專家是以為客戶暈身設計

需求為目的，因此，可以看出專家與非專家

在使用上的目的有所差異。

五、在銷售技術萃取出的構念，專家與非專家雖

然在銷售技術的構念有部分重疊，但解釋及

用法卻不同。例如，使用說故事的相似構念

出現最多次，但是會在「幽默」及「以準客

戶語言說話」的技術中出現;而且專家在銷

售第一階段、第三階段及第五階段也會使用

說故事方式，可以知道說故事是銷售技術中

極重要的能力之一。

未來研究建議，對於想要進入銷售額域的壽險從

業人員，本研究認為先培養對於銷售知識的四個層

面之認知、熟悉每個階段的銷售技法，且能夠靈活

運用，再者，專家的隱性知識的學習是建構在不斷

地互動實關上，故必須大量的E動及長時間銷售經

驗累積。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以壽險顧問為主

要調查對象，建議後讀研究可針對不同背景的壽險

顧間，每位壽障顧間的組織文化與專業有別，若能

以「組織文化」或「專業」作為研究觀點，增加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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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研究深度;或可探討不同職輯的專業人才，

在隱性知識的種頭上是否有不同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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