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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校所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論文題目：公部門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個案研究 

畢業時間：2011 年 6 月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研究生姓名：韓國峰                     指導教授：黃人傑 博士 

論文摘要： 

網際網路與全球化公共管理風潮的興起，帶動政府的改造，由往

昔以「統治」為主的治理型政府，走向為「以民為主，顧客導向」的

服務型政府。顧客關係管理(CRM)，是永續經營的一種價值定位與策

略，也是資訊科技(IT)的應用(即 e-CRM)，其基本理念與政府所需相契

合，各級政府若能以企業為師，效法企業已經成功運用的方法與工具，

改善自身的運作模式，應可提升施政的績效，貼近顧客需求以及提高

服務品質。 

總統府為國家權力中樞所在，極具政治象徵意義，自 1980 年代以

來，總統府歷經政治解嚴、二次政黨輪替及電子化政府的推動後，角

色業由單純的「管理者」，漸次轉變為「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者」，

其功能與組織結構均有必要因應調整。本研究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

分先就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相關理論進行文獻探討；第二部分為研究設

計及實施訪談；第三部分是研析外國政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案

例；第四部分則以我國總統府為個案，進行實證研究；第五部分提出

本研究之結論。 

本研究歸納發現，企業及地方政府所採用之 CRM 系統並不適合導

入總統府，總統府將以「協同型」及「分析型」CRM 系統為重點，並提

出導入 CRM 系統的預期效益與六項關鍵成功因素，盼望能作為個案機

關日後持續推動的方向與參考。 

【關鍵詞】：顧客、顧客關係管理、關係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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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 Case Study of Public Sector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 
Student：Han, Guo-Feng                     Advisor：Huang, Ren-Jie .Ph. D. 

Abstract： 

The rising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globalizing trend for public management brought 

the reform of a government that was transformed from what was known as the primary 

“dominion” to a “prioritizing the people, customer-oriented” service model.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is not only a sustainable operation with its 

values-positioned and strategy, but also a practice (e-CR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ts fundamental beliefs matc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should be upgraded to better fulfill the needs of its customers 

and raise the service quality to a condition th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may follow the 

enterprise and make use of its successful ways and tools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s the main power of  the country and signifies political 

meaning. Since 1980s, after it passed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two political party 

changes, and pushed for an emerging e-government system,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being purely “management" to provide  “customer- 

oriented service.”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its func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accordingly.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as follows: first, to research documents 

in regard to the relevant theory of the CRM; secondly, to research and plan with 

interviews; third, to analyze and introduce the foreign governments as a case study of 

the CRM; fourth, to prove the empirical study and tak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s an 

individual case; lastly, to make a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n closing , there is a finding in this study ; however , the private sectors and local  

government adopted the CRM system tha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he CRM system i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will focus on a “coordination model” and an 

“analysis model” which will raise 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and six successful factors of 

the CRM system.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system will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s to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ustomer ,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anagement , Relationship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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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綜觀二十世紀全球發展趨勢，傳統行銷與服務模式也面臨 e 時代

典範轉移的挑戰，網際網路提供了人類行銷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機

會，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以下簡稱 CRM)

是企業面對激烈的競爭與淘汰時，所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同樣地，

在網路行銷的趨勢下，「政府」也不能置身事外，CRM 已成為政府施政

績效的關鍵因素之一（陳佳惠，2007：1）。行政院於 2001 年召開行

政革新會議時，前總統陳水扁即強調「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满足

人民的需求，一個以服務為優先的政府是人民共同的期待」1(趙美珍，

2002：2)；2008 年我國政府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總統亦於 2011 年元

旦祝詞中，揭櫫「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可知不分

黨派地域，各國政府均需進行行政改革，以強化施政績效，滿足人民

需求，贏得民心。 

廣義而言，「為民服務」，指的是「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應為民

服務，使大多數的人民得到最大福利。」；而狹義的「為民服務」，

則是指「政府經由檢討修訂法規、簡化行政程序、運用科技資訊、提

供便捷服務、改善服務環境等作為，來滿足民眾需求，達成民眾的期

望，並為民眾謀最大福祉。」其內涵包括內部的「提高行政效率」與

外部的「改善服務環境」二個層面，而「行政效率」與「服務環境」

是互為表裏的，經由內部的行政管理，提高效率，提升品質，再藉公

務人員經由外部的「服務環境」形之於外，提供民眾優質的服務。 

                                                

1 2001年召開全國行政革新會議，當時陳水扁總統強調「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了滿足人民的需

求，一個以服務為優先的政府是人民共同的期待。」我們的政府機關雖然不乏堅守依法行政精

神，具備專業能力的優秀公務人員，不過長久以來，民眾對政府機構的既定印象，卻是墨守成

規、抗拒創新、缺乏熱忱。人民感受的落差，正是今天我們之所以聚集在這個會議上，一同來

重新檢視的根本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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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最大的服務業，近年來我國政府積極鼓勵各級機關導入 CRM

之經營理念，但其應用則仍處於初始階段，受限於管理僵化、官僚體

制與其他因素而無法落實（行政院研考會，2004）。民眾感受到政府

的服務，就是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度最直接的指標，公部門應借重顧

客導向的觀點以完成施政的目標，提供民眾一個具備有高效能、高效

率、高回應能力的政府。採用「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政府要以顧

客價值(customer value)作為服務的重要基礎，直接與人民互動，蒐

集人民的相關資訊與需求，並依據所獲得的資訊，持續地改善政府的

服務流程與服務內容。 

本章將就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流程與

架構及重要名詞界定加以論述。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謹就研究動機與目的，茲分別說明如次： 

壹、研究動機 

總統府的建築物自 1919 年建成以來，即為台灣之政治中樞，宏偉

的建築，更代表至高的權力。在威權時代、戒嚴時期，其冰冷嚴肅的

外貌及軍事統治的色彩，令人卻步，也少有學者敢冒大不諱，就其組

織、制度、功能去作深入的探討、研究，有關的文獻自是極度缺乏。

但總統府歷經政治解嚴、二次政黨輪替後，其功能與組織結構均與從

前威權政治時代有相當差異，近年來電子化政府的推動，總統府開放

民眾參觀等政策影響，總統府不論內在、外觀均已有新的面貌，加以

政府鼓勵公務人員在職進修，導致研究本機關之風氣漸盛，研究之學

者、論文數量漸多。惟分析有關總統府的研究論文，或為對總統府外

部形象的片面觀察（洪興助，2004；蘇芳湄、石世華，2008；邱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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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或為對古蹟修繕、空間結構意象的分析（蔡政鴦，1997；黃

耀俊，2001；呂松青，2005）；即為本機關在職人員，亦多僅從與個

人相關業務作局部分析（劉屘玉，2004；廖志成，2006；黃松傑，2007；

賴慶純，2009），尚乏從電子化政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角度之研

究，引發本研究的第一個主要研究動機。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
2
在

其 1789 年的就職演說中宣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領導人民走向富

庶、安定的社會。」亦即政府是為了「人民」而存在，只有為人民謀

福祉，政府的成立才有正當性。然而，政府機關運作的結果，卻容易

發生組織僵化的現象，往往忽略了人民的感受，而與政府最初成立的

目的背道而馳。如此，政府將無法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服務，也無法建

立與人民長久良好的互動關係。因此，提高對人民服務的滿意度，成

為公部門首要的工作目標。雖然，政府對行政業務的改革工作事實上

從未間斷，但公部門服務的能力仍然長期遭到民眾的質疑與責難，此

一問題值得政府重視。因此，探討怎樣的公部門，才是符合顧客滿意

的政府機關？此為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 

再其次，在當前網際網路的時代，各行各業莫不視ｅ化為必然趨

勢，公部門為回應時代趨勢，必須力求精進。其中，自 1990 年代末期

開始在企業界興起的熱門議題：顧客關係管理(CRM)，其基本理念與政

府所需相契合，各級政府若能以企業為師，效法企業已經成功運用的

方法與工具，改善自身的運作模式，應有能力真正做到「以民為主，

顧客導向」的政府。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動機。 

                                                
2 美國的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被尊稱為美國之父。學者們則將他和亞伯拉罕‧林肯並列為美國歷

史上最偉大的總統。1775 年至 1783 年美國獨立戰爭時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的總司令，1789

年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其同時也成為全世界第一位以「總統」為稱號的國家元首。），在接連

兩次選舉中都獲得了全體選舉團無異議支持，一直擔任總統直到 17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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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下， CRM 必須利用資訊技術的

輔助，成為一套適合組織本身的顧客關係管理系統，才能發揮其最

大功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政府

的施政必須以多數的民意為依歸。基於此一理念，且研究者任職於

總統府期間，曾親自參與「阿扁總統電子報」的規劃與建置
3
，並

曾督導人民陳情、實際從事國會聯絡工作等經驗，藉此結合理論與

實務，研究公部門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個案，分析其可行性與具

體作法，期能供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導入 CRM 之參考。此為本研究的

第四個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公部門的服務成為政府的重要產

出，政府以服務人民為主要的職能及目的，政府必須把人民當作顧

客，人民的需要成為政府施政的依據，顧客的服務是否滿意成為政

府是否能繼續存在的主要關鍵。本研究基於以上述觀點，探討研究

目的如次： 

                                                
3「阿扁總統電子報」於 2001 年 10 月 18 日創刊，至 2007 年 5 月 17 日發行最後一期結束，陳水扁

總統成為台灣第一位發行電子報的國家元首，許多無法在公開場合說的話，偶爾會透過電子報

「表明心跡」。六年多來共發行了 344 期，2007 年發行滿六週年時，還邀請讀者到總統府為電

子報慶生。電子報（electronic newspaper）最早的概念是來自於「電子出版品(electronic publishing)」。

Ackerman（1992）的研究指出：廣義而言，電子出版品泛指一切利用電腦來從事寫作、編輯、排

版、印刷、發行的過程；而狹義的電子出版品則指最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出版品是以電子型態

出現。換言之，從廣義的角度來看現今所有的媒體都已經利用電腦進行編輯、排版及發行等作

業，故所有媒體都可視為電子出版品。狹義的定義排除了不是以電子型式傳遞給讀者的出版品，

即專指以網路傳送內容的出版品。本文中的電子報採取的是狹義的定義，係網路平台編輯文圖、

動畫、與影音等內容，製作成電子出版品；其內容會不定期更新，同時透過網路傳送到訂閱者，

提供特定主題之新聞資訊與學科知識之出版品。電子報以網際網路作為傳播媒介，無形中就具

備網際網路的特點，包含：無遠弗屆的即時互動、使用者自主控制、龐大資料儲存、快速資料

檢索、備份更新便捷、多媒體整合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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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導入 CRM 系統，釐清政府之「顧客」是誰？這項關鍵的問

題，並以美國及澳洲兩國導入 CRM 系統實際案例說明，希望能

提供公部門推動決策之參考。 

二、從顧客關係管理理論與實務的分析，探討內部顧客關係管理與

外部顧客關係管理的基礎，與一般對「顧客」的認知，僅著眼

在外部顧客關係的維持與增進有何所不同？ 

三、探討企業與政府本於成立目的與組織結構之不同，政府能否導

入企業使用之 CRM 系統；另並評估總統府導入 CRM 系統之效益

與可行性分析。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謹就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分別說明如次：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選定以個案內之單位與職員為對象，研究範圍之界定，

主要以相關理論架構為核心，經由蒐集國內外相關的文獻資料分析

比較，並透過深入訪談、分析結果，期望能從實證的觀點，歸納研

究發現與建議，作為個案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決策參考。 

本研究對象與範圍並未涉及中央或其他地方縣市機關，僅對具

實務經驗的本機關內部重要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輔以深度訪談，加

上研究者多年的實務工作經驗及平日的觀察所得，歸納出研究心得

及結論。 

貳、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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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過程當中，不論是採用何種研究方式，研究者都會發現

一些困難或限制，這些困難或限制係隨著研究問題、研究方法、研

究對象、研究場域、研究時間、研究經費等多種因素而產生。茲將

本研究限制分述如次： 

一、研究時間及能力之限制 

限於人力、時間、空間及客觀條件等因素，本研究無法針

對所有政府機關，做全面性有關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分析探

討，僅設定總統府
4
個案為主要研究對象，且限於研究時間及研

究者能力問題，受訪對象數量無法增加；而在蒐羅之眾多繁雜

資料中，欲作系統性整理、分析，恐難盡其完善，疏漏在所難

免。 

再者，本研究僅以總統府及其內部職員為研究對象，研究

結果能否推論至其他不同性質之政府機關，仍有待進一步釐

清。鑒於每個機關組織成立的背景條件及與內、外在環境因素

的影響迥異，因此，無法以同一標準予以衡量及設定，此為本

研究之另一限制所在。 

二、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這是屬於一種規範性的研究方

法，雖然能幫助研究者分析議題中某些變項之相互關係，然

而，針對特定內容分析的結果，由於引用的定義架構和分類有

所差異，所得的結論也就會各有不同；同時此種方法會受到時

間、資料蒐集的完整性、資源與研究者的能力等因素所限制。 

 

                                                
4 總統府依「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規定，設有：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機要室、侍衛室、

公共事務室、人事處、會計處、政風處及法規委員會等 10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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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架構 

研究是一種技術、亦是思考的方法。批判並檢驗專業領域中的不

同觀點，探討並形成特定程序之指導原則，發展並考驗能增強專業知

識的新理論。綜合前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研究範圍與限制，

希望透過文獻理論之探討，並透過實證研究與分析，探討CRM系統導入

公部門之可行性。本節將本研究途徑與架構說明如下： 

壹、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是各種社會科學研究的策略，是提

供研究與瞭解現象的工具(林嘉誠、朱浤源，1994：13)。長久以來制

度論(institutionalism)便是以制度為研究對象，或是由制度的角

度，作為人們思考問題，乃至於解決問題的途徑(呂育誠，2002：85)。 

在政策研究中也有傳統的「制度研究途徑」(institutional study 

approach)，是指研究公共政策運作過程時，從制度角度切入，藉由探

討政府機關結構、特性、權責狀況、機關彼此關係的安排、實際運作

狀況等層面，了解影響公共政策運作的重要因素，並作適當的回應(吳 

定，1998：60)。但這種傳統的制度研究途徑受實證觀點或行為主義所

影響5，認為政策制訂過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僅為個人層次特質的集

合，而忽略它對社會系統及社會機構持續性的意義(孫 煒，2002：91)，

因此視制度為「依變項」。直到 1980 年代之後，隨著後實証研究的興

起，新制度論才逐漸成為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研究途徑之

                                                
5 行為主義政治學注重方法的研究，將政治過程與人們的行為聯繫起來，從靜態描述轉向動態分

析，注重系統的普遍意義上的理論建設和科學的預測功能，強調學科之間的協作等。這些主張適

應了政治現象日益複雜化、擴大化的趨勢，開拓了政治學的視野。在行為主義政治學思潮影響下，

新科學新理論紛紛湧現，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生態學、政治人類學、政治系統分析

理論、角色理論、團體理論、決策理論、精英理論等。行為主義政治學還提出了一套新的政治學

概念和範疇，以代替傳統的概念和範疇。由於上述特點，行為主義政治學被一些西方學者詡為政

治學的偉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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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制度論除了與傳統制度論在分析層次、研究途徑、探索焦點及

研究客體存在著差異之外(莊文忠，2003：15)，對於政策研究而言，

新制度論最主要的意義是不但將制度視為「依變項」，它也將制度視

為「自變數」，來解釋制度對於政策過程與政策結果的影響。 

雖然新制度論也承認制度並非是決定政策過程與政策結果的唯一

因素，但肯定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其他如政策問題的本質或政策行動

者的偏好與認知等非制度性因素，新制度論者雖然也應重視，但在進

行實際研究時，可採取一定之研究步驟來區隔與制度因素的影響力

(Scharpf,2000：762；孫 煒，2003：19)。 

本研究在進行確認研究問題「公部門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個

案研究」之後，依序在第一章中確立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第二章提出

顧客關係管理相關文獻、資料之研究分析；第三章提出研究設計與訪

談實施；第四章著重在政府機關之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研析；第五章進

行個案實證研究分析；最後第六章將綜合上述，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本研究以「實務導向」為主，強調「質化分析」，期能使研究結果與

實務推行互相結合，俾可收取最大效益。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研究流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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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貳、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是指研究者對研究的問題情境中可能包含的變項6、以及

變項之間可能關係的整體性看法。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2 所示：  

 

 

                                                
6 變項有自變項依變項及中介變項三種。自變項是物質本身已然存有的變化而起，依變項隨主變項

而起變化中介變項是兩者之間之媒介，三變項間相互關係密切。 

確認研究問題 

發展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設計 

進行實證研究 

提出研究結論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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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流程 研究目的 

 

 

 

 

 

 

 

 

 

 

 

 

 

 

 

 

 

 

 

 

 

 

 

 

 

 

 

備註：     實線表流程 

     虛線表使用方法 

圖 1-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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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界定 

本節謹就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加以界定，分別說明如次： 

壹、顧客 

顧客的定義因不同的組織、不同的服務對象而有所差異，本研

究研究依文獻分析結果，將「顧客」分類為企業顧客、政府顧客及

總統府顧客，界定如次： 

一、企業顧客 

就企業而言，「顧客」就是指那些會登門購買的人們。簡

單來說，就是具有消費能力或消費潛力的人(林燈燦，2003：

48)。依照系統運作觀點，係指資源進入組織後，必須經由一

連串的轉換過程才能轉變為最終產品，而在此轉換流程中，甲

部門的產出或可視為是乙部門的輸入，故乙部門即可視為是甲

部門的顧客。 

從「消費者」的觀點而言，產品的品質決定於三項要素：

1.產品本身；2.產品的使用者或消費者；3.對消費者使用該項

產品或服務指示與說明、對產品維修服務之提供及維修人員的

訓練，這三項因素之互動，均可能影響品質之達成。故而在組

織運作中之各個環節，均應納入顧客的範圍中。 

孫本初（1995：41-51)將顧客的種類分為內部顧客與外部

顧客。內部顧客，係指組織中本單位以外的其他單位或個人，

他(們)在整個工作流程中的任務，是接續於本單位之後，或是

為利用本單位工作成果之使用者；外在顧客，是指組織最後產

出之直接受益者，或是間接受益者。亦即與行政機關所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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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接觸的對象，即吾人所稱之「民眾」或「人民」。 

綜上所述，顧客可說是所有能夠影響最終決定的人，這包

含內部顧客與外部顧客，依其最終決定的影響力的大小，確定

所有的顧客，亦即顧客是關鍵的決定者。 

二、政府顧客 

在公共服務方面，顧客是行政與管理的中心，也是政策與

服務的標的。學者林水波(1997：34-39)指出，在公共服務的

轉換過程中，顧客扮演多重的角色：(一)顧客是資源者；(二)

顧客是主權者；(三)顧客是生產者；(四)顧客是購買者；(五)

顧客是使用者：假定公共服務產出是為了顧客，顧客在接受服

務時可衡量期望與實際間的落差，從而決定顧客的滿意度；(六)

顧客是受造者：假定公共服務有特定目的，「人」亦為公共服

務最終產品之一。 

要使組織能成功的推動顧客關係管理，其關鍵成功因素甚

多；其中，定義(definition)顧客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各個

企業所處的產業別各異，其主要的商品與服務也都不盡相同，

故能清楚認知－誰是我們的顧客，亦即是否有清楚的顧客區隔

(segmentation)，成為企業永續發展的一大考驗。 

美國學者歐斯本(Osborne)及蓋伯勒(Gaebler)在所著的

「 新 政 府 運 動 」 (Reinventing Government ：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1992)一書中提出「企業型政府」的模式，勾勒出精簡、分工、

創新、富於競爭性的政府機構。所謂的「企業型政府」，簡言

之，即是「時時以最新的方法運用資源，來提高效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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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時要建立一個以顧客為導向的政府（劉毓玲譯，1993：

5-7）。 

對公部門來說，外部顧客是指人民全體或是社會大眾；而

內部顧客則係指政府部門組織的各級公務人員。1987年7月，

我國正式宣布解嚴，1991年5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一方面，

由於黨禁與報禁的解除，台灣的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的興

起；而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經由國會全面改選、召開國是會

議、進行修憲等民主改革相繼地完成，向真正成為一民主自由

國家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1996年，我國進行第一次總統副總

統直接民選，更是為民主國家，以「民」為主的理念立下了最

好的一個註解。政府因為提供人民良好的服務，為人民創造了

價值，而有了存在的正當性。綜上分析可以確認，政府的顧客

就是「全國人民」。 

三、總統府顧客 

由於政府與企業的成立目的與組織結構皆不盡相同，故

CRM系統之導入方法也不相同。要探討總統府導入顧客關係管

理系統，就要先定義總統府的顧客是誰？在1996年以前，總統

必須經由國民大會代表的同意，才能取得正當性，出任中華民

國總統，此種由國民大會代表「代替」全國人民行使同意權的

任免模式，是為「間接民主」；而在修憲之後，採行「總統直

接民選」，自1996年選舉第一任民選總統副總統(亦即中華民

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是為「直接民主」之具體表徵。 

由於總統副總統皆由人民直接選出，故總統副總統為人民

所支配決定，亦即總統副總統的顧客就是全國人民，總統府所

要服務的顧客也就是全國人民。然而，依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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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條：「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設總統府。」及中華民

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並依

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依據前

述規定，總統府在組織層級與位階上皆具備有其特殊性，總統

府其組織性質應為總統的幕僚機關。 

此外，由行政院研考會2007年出版之「中華民國政府與組

織工作簡介」
7
中，可以發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工

作及業務性質上有極大的差異性。一般來說，地方縣市政府所

設的各局、處，普遍設有對民眾之「為民服務窗口」，用「直

接」的方式與民眾接觸並提供相關之服務；而中央政府(以總

統府為例)，對民眾直接服務之對口單位僅少數有設置，大部

分為內部運作之業務單位，或是跨組織之任務編組單位。綜上

所述，「政府的顧客是全國人民」這個命題涵蓋範圍甚廣，總

統府為其子集合之一；在「總統府的顧客是全國人民」這個命

題為真的情況下，基於總統府的特殊性質，我們必須「限縮」

其「顧客範圍」，才能夠有效地推行CRM系統。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

總統府既然是襄助總統處理政務的幕僚機關，故本研究以「國家」、

「總統」、「業務」三個項目來界定總統府的顧客，如圖1-3 總統

府的顧客分類。 

 

 

 

                                                
7 主要分為兩部分：中央政府列述總統府及行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院暨所屬機關；地

方政府分省市議會及省市政府兩篇，列述臺灣省、褔建省、臺北市及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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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總統府的顧客分類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結合上述三個項目及內部、外部顧客兩個層面，說明

本研究對於「總統府顧客」的界定： 

（一）內部顧客(internal customer) 

對「總統府」來說，內部顧客即是上述「總統」及「府內

業務單位」二者。第一，總統府為總統的幕僚機構，對總統相

關職權之發揮必須有協助之責任。若在總統四年的任期屆滿之

際，總統大選產生政黨輪替的現象時，總統府之幕僚機關角色

將會依新任總統的需求而有所調整；第二，對府內業務單位來

說，總統府必須提供良好之工作環境及快速便捷之工作系統

(如：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知識管理系統)等，方能增進內部職

國

家 
總

統 
業

務 

國賓 
外國政要聞人 

總統副總統 
國會議員 
政要聞人 
電子報名單 
宴會典禮名單 

資政 
國策顧問 
陳情地方機關 
收受禮品名冊 

總統府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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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行政效率與效能，同時提升其工作滿意度，使所有府內職

員認同總統府，凝聚向心力，也才能提供給外部顧客最優質的

服務。同樣的，若在總統大選時政黨輪替，府內業務單位在配

合的「政策執行」上，將依照新任總統不同的政策而有所改變。

惟雖然在新政策執行上，業務單位必須有所調整，但府內業務

單位仍須恪守總統府組織法的規定，各業務單位的「組織執掌」

是不變的。 

（二）外部顧客(external customer) 

由於政府機關對服務的對象並無排他性，故除了上述的總

統及府內業務單位外，都是總統府的外部顧客，此外部顧客乃

是以「國家」為單位，包含了全國人民及外國的國賓、政要聞

人。總統府的外部顧客，不會因為選舉的結果而有任何的改變。 

由上述分析可知，政府施政的目的，即在於滿足其內部顧客與

外部顧客的需求，而其前提即是必需先明確定義政府顧客之所在，

然後確定其需求內容。 

貳、顧客關係管理 

有關顧客關係管理的研究，為近年來實務界最熱門的議題之

一，不論在國內外均有多量、涉及各領域的相關研究可供參考。在

1980 年 代 初 期 ， 美 國 便 有 所 謂 的 「 接 觸 管 理 (contact 

management)」，專門收集顧客與企業間互動聯繫的所有資訊，這

便是「顧客關係管理(CRM)」的前身；直至1997年，CRM一詞由市場

權威研究機構Gartner Group所最早提出，主要應用在金融業、保

險業及電信業（胡尚義，2010：32）；至2000年初期，演進成為整

合網路通訊科技與資訊系統的客戶關係管理。隨著資訊科技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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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顧客關係管理有更大的應用與發展空間，結合了電腦軟、硬體，

其定義更進一步延伸到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整合企劃、行銷與客戶服

務，以提高顧客忠誠度及企業營運效益（涂富閔，2009：5）。 

從行銷的觀點來看，顧客關係管理就是為了滿足顧客需求，並

達成目標及建立長遠顧客關係的「關係行銷」，只是CRM加入資訊

科技的應用提升它的效用價值（Payne & Ryals ,2001：3-27）。 

但顧客關係管理(CRM)並非僅為一種資訊科技，而是利用資訊

科技達到落實持續性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創造顧

客價值的程序，故應以持續性關係行銷的角度出發，配合資訊科

技，創造顧客價值，強化客服流程的改善。 

本研究界定「顧客關係管理」為透過所提出的知識導向的顧客

關係管理架構，並藉由資訊系統為工具，以累積顧客知識，一方面

利用電子報、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立即回應、滿足顧客

需求，創造顧客價值。政府機關可以利用在資料庫中儲存的紀錄，

形成顧客知識(customer intelligence)8，希望在顧客關係管理之

中導入知識管理的因子，最終將萃取出來的知識，應用到顧客關係

的管理，回饋給顧客群，提供顧客(即政府或總統府顧客)有高效能

且高品質的服務。 

參、關係行銷 

顧客關係管理能夠快速的發展，主要是由於企業對顧客服務與

維持的重視，能否滿足顧客的需求、提升顧客的滿意度，已成為企

業能否獲利的重要關鍵。隨著市場競爭的日漸白熱化，企業對顧客

                                                
8 顧客知識即是指企業從其面對的各種既有的、以及潛在的顧客資料中、萃取與轉化出可支援經營

與行銷決策。 

http://lstic.tw/modules/lexikon/print.php?entryID=12637 查詢日期：2011 年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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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理念，已由傳統的生產觀念，轉變成以顧客與社會大眾為導

向的社會行銷觀念。對於企業而言，如何將自己的行銷觀念與行銷

策略方案的實行相配合，成為企業爭取新顧客或保有舊顧客的重要

任務。 

在過去，企業因掌握較多的市場訊息，注意產品導向的經營模

式，而現代的顧客，則因可從網路獲得資訊，作為消費決策的參考，

故企業已逐漸趨向以顧客為導向的經營模式（翁志雄，2004：16）。 

在傳統的行銷觀點，偏重於交易導向的行銷，企業採用大量出貨的

方式，改進生產技術，努力降低生產成本，來提高生產獲利（吳冠

賢，2006：16），廠商著眼於單一次的交換或交易，價格為買賣雙

方的主要考量，是一種無互動、無承諾的「刺激—反應」過程。故

就買方而言，通常會有多重的供應來源(貨比三家)，並傾向經常地

轉換供應商；而就賣方而言，則依賴個別銷售人員的銷售和談判技

巧，重視的是銷售量以及利潤，而非客戶服務的品質，這種傳統的

行銷觀點，稱為交易行銷(transaction marketing)。 

新的行銷觀點則與交易行銷正好相反，廠商著眼於長久的交易

機會，就算單次買賣告吹，仍不會放棄下次合作的機會。價格不是

買賣雙方的唯一考量，廠商不僅重視銷售量及利潤，更重視企業顧

客購買後的反應及客戶服務的品質，且其對象甚至不僅限於最終消

費者，更包含了企業網路中的合作夥伴，亦即以關係行銷的觀點，

建立與其他網路成員的「夥伴關係 (partner relationship)」。

這種新進的行銷觀點，稱為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

RM)。是以，關係行銷為一套整合的方法(結合資料庫行銷、一般廣

告、銷售促銷、公共關係、及直接行銷等方式)，目的在與個別顧

客間，經由發現、維持來建立網路關係，並透過長期的互動、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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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了解與服務、增加附加價值的方式來使雙方獲利，以持續增強

彼此間的關係（Rapp & Collins ,1990）。 

此外，Gronroos（1994）認為，關係行銷是為了建立、發展、

並維持所有成功的關係交易為導向的行銷活動，不再區分買方、賣

方、供應商、競爭者，而是以夥伴的關係相互合作。這也是一套廣

泛的技術與程序，包含行銷、銷售、溝通與關心顧客，以達到：區

別各個不同顧客、創造公司與顧客的關係(此關係可擴展至許多交

易)、繼而管理此關係，以使顧客及公司達成雙方獲利的目標（引

自盧坤利，2000：8）。 

最早提出關係行銷的學者是Berry，他認為吸引顧客只是一個

行銷過程，將顧客牢牢抓住並建立其忠誠度才是服務業行銷考慮的

重點，他將關係行銷定義為：「在多重服務組織中，藉吸引和維持

來加強與顧客的關係。」(Berry,1983：25-28)，並強調服務行銷

市場需特別重視關係行銷，基於以下原因： 

一、服務行銷已趨成熟並強調服務品質的重要。 

二、對企業及消費者有越趨增加的長期潛在利益。 

三、資訊科技的進步與普及，可大量應用加強關係行銷。

(Berry,1995:236-245) 

綜合上述分析，可定義關係行銷為：一種以個別的顧客與消費

者為基礎，藉由各種資訊科技，提供個人化的產品與服務，以增加

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並推行以獲取顧客終身價值之行銷理念與

策略。 

本研究以實務性觀點，運用策略夥伴關係行銷的合作方式，導

入 CRM 系統，建構一個實現顧客關係管理流程的模型。是在多重

服務的組織中，吸引、維持，並強化與顧客間的關係；是建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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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維持雙方間彼此的交易關係；是以互動、個人化、利益提升的

長期接觸方式，來強化並維持和個別顧客之間的關係。其目的在於

創造更有效的接觸顧客方式，透過提供相關產品與服務給整個家

庭，以便和顧客發展一種持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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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照著名義大利經濟學家Vilfredo Pareto所提出的80/20法則指

出，企業百分之八十的利潤，係由百分之二十的核心顧客所貢獻（轉

引自 Reichheld and Sasser,1990：105-111）。因此，如何具體的去

瞭解顧客需求，進而探討如何提供顧客所需的產品與服務，促進企業

的成長，乃是目前企業贏得競爭的重要課題，從而顧客關係管理已成

為近年來新興的應用管理方法。在當代社會中，通常將政府稱為第一

部門，企業稱為第二部門(Van Til,2000：8-21)，二者間的源起、成

立目的、組織架構與服務對象皆不盡相同。然而，在1960年代之後，

企業型政府興起，其要旨為將在企業中所成功運用的工具，經由類比/

轉化的過程，應用於政府機關之上，即在於破除僵化的體系，利用最

少的資源，取得最大的效益，創造卓越的績效，充分表現經濟學者熊

彼得所稱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因此，若將企業與顧客的關係延伸，政府機關的顧客就是全國人

民。政府不僅要以民為主，更要進一步統合政府顧客關係管理的方法，

瞭解人民真正的需求，提供人民最完善的服務，才能成為一個為人民

所需要，具有競爭力的政府（蕭全政，1998：363-384）。本研究的目

的在試圖運用企業新興的顧客關係管理觀念，輔以電子化政府的資訊

科技，使CRM系統能促進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並以個案為實例，進

行各單位行政人員之深入訪談，並對結果歸納彙整研析，期能使CRM系

統導入時程與產生效益符合預期。本章旨在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以

作為探究問題之依據，並闡明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研究結果與論點，

作為本研究驗證之主要依據。茲就顧客關係管理之定義與發展、顧客

關係管理之架構、顧客關係管理之應用型態理論建構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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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顧客關係管理之定義與發展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顧客關係管理有更大的應用與發展空間，

結合了電腦軟、硬體，更進一步延伸到運用資訊科技整合企劃、行銷

與客戶服務，以提高顧客忠誠度及企業營運效益。本節謹就顧客關係

管理之定義與發展加以論述。 

壹、顧客關係管理之定義 

近年來「顧客關係管理」常被管理學界所引用，同時，企業界運用 

該觀念也相當廣泛。然由於每個人對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皆不盡相同

，容易造成誤解或是引喻失當（鐘麗玉，2003：10-12；王俐涵，2007

：10-12；胡尚義，2010：35-37），分析坊間有關發展顧客關係管理

的軟體廠商，多依據 META Group(2000)來區分不同種類的產品模組（

王智群，2005：8-10）。在本節中本研究以三種不同的觀點來探討顧

客關係管理的真正意涵，分別是：使用者的觀點、供應商的觀點以及

管理顧問機構的觀點，說明如下： 

一、 使用者的觀點 

依據 META Group(2000)的調查報告，關於使用者對顧客關係

管理的觀點如表 2-1  使用者對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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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顧客關係管理的觀點 調查對象 

顧客關係管理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相同的平台

上，以較好的方式管理顧客生命週期(lifecycle)。

我們希望對顧客擁有一致的資料，這樣才能夠留住

他們。我們擁有良好的服務及品牌，但是服務已經

成為與其他同業區別的最大利器。了解顧客過去的

交易記錄及服務模式，對我們愈形重要。 

 

 

大型保 險

公司 

顧客關係管理是一種讓你能夠更有效利用資訊來提

供服務的工具，讓你更了解你的顧客，並進一步了

解顧客的消費行為傾向。 

大型金融

機構 

顧客關係管理是將我們從產品導向轉成顧客導向的

觀念。我們會多想想我們的顧客並提供適當的產品

給他們。……顧客關係管理是一個由後端系統所支

援的網路創新，是一種持續與顧客建立個人化關係

的過程。 

 

小型高 科

技公司 

顧客關係管理就是將與顧客互動時所得到的訊息加

以分享與保存。假如我們沒這麼做的話，顧客就會

不斷地發生相同的問題，顧客會覺得他們好像在付

錢訓練我們一樣。 

 

大型物 流

公司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與縮寫的「CRM」兩者是有差別的，前

者是指管理、維持與顧客良好的關係，後者是指達

成上述目標的工具。 

中型銀行 

表 2-1 使用者對顧客關係管理的觀點表 

資料來源：META Group（2000） 

 

二、供應商的觀點 

(一)IBM9的觀點 

顧客關係管理是一種科技促成(technology-enabled) 

                                                
9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IBM),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是一家全球整合型的資訊科技及服

務公司.除了生產和銷售電腦硬體(伺服器、儲存設備)，2006 年 IBM 宣布每股盈餘要從 6 塊美元

提升到 2010 年 10 塊美元，每一分獲利從何而來都規劃得十分清楚，最後也確實做到、甚至超

越目標。 

http://www-07.ibm.com/tw/blueview/2011apr/hundred_years.html 查詢日期：2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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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策略，利用企業原有對顧客的知識，建立與顧客之間可

獲利的關係。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在替顧客創造價值。

（IBM,1999:1-2） 

顧客關係管理本身並不是指科技，雖然科技對它是必要

的。科技能夠整合顧客關係管理所需大量的顧客資訊，並且能

夠有效地將這些資訊轉成對顧客的知識；科技也能夠幫助公司

利用不同的方式與顧客互動、提供價值給顧客，也能夠使交易

更順利的進行。不過，如何運用對顧客擁有的知識來擬定策

略、回應顧客，仍是企業經理人及相關員工的責任。 

(二)NCR
10
的觀點 

顧客關係管理是用來增進我們的生活，它是用來了解某個

時點顧客明確的需求，利用各種可能的管道與顧客有效地互

動，傳遞相關且即時的回應或服務。 

顧客關係管理為一整體企業透過有意義的溝通用以了解並影

響顧客行為的方法，其目的在於改善顧客獲得、顧客保留、顧

客忠誠以及顧客獲利性（NCR,1999:1-14）。 

(三)管理顧問機構的觀點 

管理顧問機構的觀點整理如表 2-2 所示： 

 

 

 

 

                                                
10 安訊資訊系統公司(NCR) 總部創立於 1884 年美國俄亥俄州戴頓市(DAYTON), 年營業額為一百

億美金( FORTUNE 五百大排名: 162 名) 在美日英德澳…等地設有 30 個研發、製造及教育中心 

http://www.pershing.com.tw/hardware_atm.html 查詢日期：2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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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顧客關係管理的觀點 提出者 

顧客關係管理是一套廣泛的架構，包含企業策略、流程、

組織文化及資訊科技，用來增進企業分辨現有與潛在顧客

的行為與需求、發現新的機會或方法來服務顧客，最終增

加企業獲利。 

 

Doug Holden, 

KPMG 

顧客關係管理較像是運用一套產品增進與完整顧客的關

係，不過你必須將它視為一種概念，而不是你隨手可得的

東西。雖然它會用到一些科技，不過最重要的是你如何擬

定策略來照顧你的顧客。 

PaulStockford, 

Saddletree 

Research 

顧客關係管理不完全是科技，而是一套將企業獲利、營收

與顧客滿意最適化(optimal)的策略。它是用來支援與整合

顧客的關係，在企業中與顧客相關的每一件事都是顧客關

係管理的一部份。 

Donna Fluss, 

Gartner Group 

顧客關係管理是一套工具組合，提供單一管道的互動

(single point of interaction)，透過這種方式來整合與

管理企業與顧客的關係，並結合不同的接觸點與顧客互動

(如電子郵件、客服中心等)，真正了解顧客的需求，提供

顧客真正想要的服務。 

Craig Lashmet, 

Eloyalty 

顧客關係管理是指透過深入分析顧客及其相關資料，為顧

客提供量身訂做的產品與服務，以深耕及拓展顧客關係。 

Mckinsey&Co. 

顧客關係管理為一套以行銷形態來搭配行銷與客戶支援服

務(包含傳統的與電話的客服中心)的應用軟體。 
IDC 

顧客關係管理為將企業流程(包含前端顧客接觸點─銷

售、行銷以及顧客服務)透過多重相互聯結的通路，達到水

平整合的自動化。顧客關係管理的整合架構必須包含作業

面、分析面及合作面三大科技。 

 

META Group 

顧客關係管理是指企業與顧客建立一種學習性關係，亦即

獲取顧客資訊與情報，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勤業管理顧問公

司 
顧客關係管理是指協助企業與顧客建立關係，使得雙方都

獲利的管理模式。 
美國資料庫行銷

協會 

表 2-2 管理顧問機構對顧客關係管理的觀點表 

資料來源：META Group（2000） 

 

 

顧客關係管理之定義，可從策略及操作兩方面來分析，如彙整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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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策略的觀點 從操作的觀點 

顧客關係管理是一種以顧客為中心的管

理企業哲學，針對顧客的獲取、發展與保

留進行相關的規劃、執行與分析等活動。 

顧客關係管理是一個整合的系統，將企業

流程、人員、合作夥伴與科技整合在一

起；在與單一顧客互動的前提下，達成策

略性目標。 

1. 根植於企業策略、策略行銷與行銷管

理； 

2. 以顧客為中心的企業策略規劃，提升與

顧客的親密度； 

3. 觀念上是從較早期的資料庫行銷

(database marketing)、關係行銷

(relationship marketing)、到一對

一行銷(1：1 marketing)。 

1. 根植於操作面的行銷、銷售與顧客服

務； 

2. 顧客關係管理的企業系統能夠使公司

策略性的顧客關係管理清楚顯現； 

3. 從 關 係 銷 售 (relationship 

selling)、卓越的銷售與服務(sales 

and service excellence)到提供顧客

無縫式、方便、高度個人化的顧客經

驗。 

表 2-3  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彙整表 

資料來源：META Group（2000） 

綜上所述，根據 META Group (2000) 對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

將其歸納為兩個層面。從策略的觀點，顧客關係管理是一種以顧客

為中心的企業哲學，針對顧客的獲取、發展與保留進行相關的規

劃、執行與分析等活動。而就操作的觀點，顧客關係管理是一個整

合的系統，將企業流程、人員、夥伴與科技整合在一起，在與單一

顧客互動的前提下，達成策略性目標。 

學者對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各有不同，而學術界對顧客關係管

理系統也並未有一致的定義。在實務上，一般將顧客關係管理與顧

客關係管理系統視為意義相通。例如：IBM（1999：1-2）在其提出

之電子商務架構中，顧客關係管理其實指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貳、顧客關係管理之發展 

英特爾(Intel)董事長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在 1999 年曾

經說過:「5 年內每一家公都是網際網路的公司或電子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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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usiness)、電子商務(e-Commerce)的公司」，這句話的反意即

是 5 年之內，若公司不是 eB 或 eC 的公司，則這家公司必將被淘汰，

由此可見成為電子化企業是未來每個實體企業的必經之路(林義

堡，2000：57-71)。Applied Technologies Group(ATG)認為，顧

客關係管理將使得企業努力的焦點鎖定在與顧客親密關係的建

立，並使用科技(technologies)維持大量生產與運籌系統。顧客的

忠誠與信賴來自兩個變數(variables)，分別為「特定顧客的知識」

(knowledge about a specific customer)和「互動性層次」(level 

of interactivity)，我們可以由這兩個變數所構成的維度來區分

不 同 的 行 銷 觀 念 （ 轉 引 自 Flanagan Thomas and Elias 

Safdie,1998：1-51）。如下圖 2-1 所示。 

 

 

圖 2-1  行銷觀念演進圖 

資料來源：（Applied Technologies Group，引自 Flanagan Thomas and 

Elias Safdi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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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關係管理（CRM）源於「顧客導向」觀念的興起，此觀念

係由 1950 年代 Peter Drucker 、Levit 等學者提出，渠等認為「滿

足顧客需求是企業最基本的目標，強調企業利潤與股東財富是提供

好的顧客服務之報酬，而非企業的目標」（葉芳枝，2003：27）。

CRM 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發展，第一種 CRM 軟體稱為「單點方案」

(point solution)，只適用於特定部門；1990 年代末期，CRM 軟體

偏向獲取、分享各部門間共通的顧客資訊，發展出「協同式顧客關

係管理」(collaborative CRM)，企業以內部分享為基礎，提供顧

客更好的服務，以達企業與顧客雙贏的局面。 

近年來，由於企業電子化的推動，運用電腦資訊科技，CRM 有

更大的應用與發展空間（張文彬，2002：11），其結合傳統與協同

式觀點，再加上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而成為一種綜觀全

局的整體性系統，稱為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第二節 顧客關係管理之架構與流程 

隨著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的日益發達，對於組織、企業、甚至

是個人而言，資訊化的理念與導入，隨著資訊設備、資訊系統、以及

資訊能力的普及，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本節謹就顧客關係

管理之架構與流程加以論述。 

壹、顧客關係管理架構 

Berson（1999）認為，CRM 的技術層面，應該分成「客戶知識」

及「客戶互動」兩大部分，唯有把顧客的資料詳實紀錄，進行深入

分析瞭解，建立起客戶知識，在進行互動，才有意義；如果沒有建

立基礎的資訊，就沒有企業智慧，也無法跟客戶做適當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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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的架構可分為兩個平台，第一個是「維繫客戶關係的平

台」，其功能是讓企業和顧客能持續接觸與溝通。企業可以透過網

路、賣場、電話、行銷等通路，執行銷售活動計畫;同時可以透過

這些管道，蒐集客戶的相關資訊，包括靜態的銷售記錄和動態的顧

客回應等，以作為分析的原始資料。第二個是「客戶知識獲取平

台」，主要牽涉到資訊技術面的應用，包括資料倉儲的建置與資料

分析。將蒐集回來的客戶相關資料，運用各種分析方法，找出隱藏

在資料背後的知識，此程序稱為「知識發掘」（翁志雄，2004：

45-46）。 

CRM是結合顧客溝通管道及資料分析資訊技術的進步而產生。

歸納 CRM 的定義，可分技術面及策略面來說明：  

一、技術面：利用資料庫等資訊科技技術，使企業可以大量蒐集

所有客戶的相關資料，加以轉換、載入、分析，將這些資料

加以預測和分析，作 為行銷策略制訂的參考，亦即將資料驅

動成決策再轉變為商業行動，提高執行成功的機率，進而達

到提高利潤及降低成本的目的。 

二、策略面：透過顧客分析，找出客戶的消費行為、忠誠度、潛

在消費群與對企業最有貢獻價值的顧客，妥適分配組織的資

源，並以不同的產品、不同的通路，滿足不同區隔顧客的個

別需求，以致力於顧客滿意與顧客忠誠度的提升；同時配合

策略的改變，更動組織結構與作業流程，獲得員工與顧客的

一致支持，才能有效率地因應顧客需求做調整，成為真正以

顧客為中心的彈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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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on Alex, Stephen Smith, Kurt Thearling（1999）提出

了顧客關係管理的架構(如圖2-2)。 

企業規則及彙整性資料(Metadata)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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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顧客關係管理架構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葉涼川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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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的架構可以劃分為下列四個步驟，其所包括的內容與項目如表

2-4 所示， 

步    驟 內    容 

1. 資料、資訊的蒐集 資料蒐集 

 銷售點管理系統（POS） 

 電子訂貨系統/電子資料交換

（EOS/EDI） 

 企業資源規劃（ERP） 

 顧客電話服務中心 

 信用卡核發 

 市場調查與統計 

2. 資料、資訊的儲存與累積 資料儲存 

 資料庫 

 資料倉儲 

 資料超市 

 知識庫 

 模型庫 

3. 資料、資訊的吸收與整理 資料發掘 

 統計 

 學習機制 

 決策樹 

4. 資料、資訊的展現與應用 資料的展現 

 主管資訊系統（EIS） 

 線上即時分析處理（OLAP） 

 報表系統 

 隨性查詢（ad hoc query） 

 決策支援系統（DSS） 

 策略資訊系統（SIS） 

表 2-4 CRM 的四大步驟一覽表 

資料來源：轉引自李妙福（1999：45-46） 

茲說明如下： 

一、資料、資訊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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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經由資料(data)與資訊(information)蒐集整理而

來，因此必須即時、全面、便利地蒐集顧客相關的資料，否則

片面性的資訊無法涵括所有的服務需求，延遲的資訊可能延誤

商機，不便的資料蒐集方式則會使效率大打則扣。 

二、資料、資訊的儲存與累積 

資料的儲存，關係到後續資料使用的便利性，適當的資料

儲存方式，能讓後續的資料處理速度加快；而安全的資料控管

方式，才能保障商業機密。 

三、資料、資訊的吸收與整理 

整理各種資料與資訊、萃取其中精華並將其制度化，以及

找出背後不易理解的隱藏知識等，皆是提升企業力與提供主動

關係行銷的重要課題。 

四、資料、資訊的展現與應用 

透過使用者友善(user friendly)地使用介面，能即時、

安全、方便地將資訊與知識等整合性的資訊呈現給最終使用

者，此程序也影響整著系統的成敗（轉引自林義堡，

2000:35-36）。 

貳、顧客關係管理之流程 

依照Swift（2001）對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CRM是企業藉由

與顧客充分的互動，來瞭解及影響顧客的行為的一種經營模式。」，

其並提出四項提升企業利潤的重要策略，分別為： 

1. 顧客的獲取率(customer acquisition)：指企業需要尋找

及發掘具有潛力的消費者，並設法將其吸引轉變為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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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顧客的留住率(customer retention)：指企業需要保留住

顧客，俾使其可持續向企業交易，而不會流失或轉移到其

他企業。 

3. 顧客的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指顧客對企業具有高

度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並願意對企業有所貢獻。 

4. 顧客的獲利率(customer profitability)：指企業扣除用

在顧客身上的行銷費用與管理成本後，顧客終身對企業所

貢獻的利潤（引自胡尚義，2010：40-41）  

Swift（2001）並將企業導入 CRM 的成熟度分為三個階段，敘述如

下： 

(一)初級階段(learning packaged offers) 

經由購買廠商的套裝軟體，建置最初步的顧客關係管理系統，此

時仍須大量人力，缺乏自動化之機制。 

(二)成熟階段(matured packaged offers) 

根據企業本身從顧客身上得來的知識，將套裝軟體依企業需要進

行修改。 

(三)精熟階段(world class components) 

將最好的軟體、設計、發明及企業過去在 CRM 上的投資做最佳的

整合應用，提供顧客個人化(personalized)的服務並增加企業的

獲利。 

同時，Swift（2001）認為，CRM從建立顧客知識開始，到建立

顧客互動的管道，乃至於協助企業建立長期的顧客關係，都是顧客

關係管理的必經過程，亦即CRM也是一種反覆將顧客資訊轉換為正

面顧客關係的過程。而CRM可以說是一個包括知識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 、市場行銷計劃(market planning) 、顧客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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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interaction)及分析與修正(analysis and refinement)

而循環不已的過程。因此，Swift（2001）提出一個導入CRM的四大

循環流程圖(如圖2-3)。 

 
圖2-3 顧客關係管理之四大循環流程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劉玉萍（2000：7-11）；陳巧佩（2000：8） 

茲說明如下： 

一、知識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 

分析顧客資訊，以確認特定市場的商機與投資策略，此過程

包括顧客確認、顧客區隔、顧客預測三方面，藉此找出有用的顧

客資料，以作為決策之參考。 

二、市場行銷規劃(marketing planning) 

指為特定的顧客產品、服務，提供通路、時程與價格，利用

蒐集的顧客資料，來定義、區隔特定的顧客，有了顧客資料，即

可用來設計新的市場行銷計畫。 

三、顧客互動(customer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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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相關即時的資訊和產品，透過各種互動管道和前端應用

軟體(front office applications，包括顧客服務應用軟體、業

務應用軟體、互動應用軟體)執行與管理和顧客之間的溝通。 

四、分析與修正(analysis and refinement) 

利用與顧客互動得到的資料加以分析，並持續瞭解顧客的需

求。然後根據該分析結果，修正先前所擬之行銷策略，以尋求新

的商機。（轉引自劉玉萍，2000：7-11） 

綜合以上分析，CRM 必須先找出對企業有利之顧客資料，依此資料

進行策略與規劃，再採取實際行動與顧客互動，並持續改進，俾使雙

方關係更加密切。此外，並可藉由分析，修正顧客資料，改善與顧客

互動之模式，影響市場行銷規劃之內容，形成一個循環的過程。 

第三節 關係行銷與顧客關係管理 

企業經營乃起因於有顧客的需求，經營目的則在於在滿足顧客需

求。因為有顧客的存在，企業才能獲利與生存，而在現今資訊的時代，

企業更應把顧客滿意當作競爭指標，企業策略的本質即在於為顧客創

造價值。顧客關係管理的發展，主要是由於企業對顧客服務與維持的

日益重視。本節將就關係行銷與 CRM 兩者之關係加以論述。 

壹、關係行銷之定義 

就企業而言，CRM 就是關係行銷，其特性是終身價值行銷、忠

誠行銷、一對一行銷。目的在使企業創造出長期與顧客相互獲利的

關係，並發展出忠誠關係與獲致利潤。 

Shani & Chalasani（1992）認為，關係行銷為一套整合的方

法(結合資料庫行銷、一般廣告、銷售促銷、公共關係、及直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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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等方式)，目的在與個別顧客間由發現、維持來建立網路關係，

並透過長期的互動、個別化的了解與服務、增加附加價值的方式使

雙方獲利，以持續增強彼此間的關係。此外，關係行銷是建立在下

列三大基礎之上，分別為：1.確認、建立其連續更新現有及潛在消

費者的資料，此包括人口統計變數、生活型態、與購買歷史等；2.

利用創新媒體去接觸顧客，並以一對一的基礎傳播訊息；3.追蹤與

監視每一消費者的關係，且每隔一段時間要重新計算消費者的終身

價值(Shani& Chalasani,1992:43-52；引自盧坤利，2000：20-21)。 

貳、策略運用關係行銷與顧客關係管理 

對大多數企業而言，在導入 CRM 之前，企業大部份是以關聯

式資料庫儲存成千上萬的交易歷史資料，如何能集中、統合這些散

落在各資料表的顧客、交易資料，能讓企業更了解它的顧客，甚至

從一大堆行銷和銷售歷史資料分析出潛在的顧客，洵為重點。在實

務上，運用策略夥伴關係行銷的合作方式，導入 CRM 系統，建構

一個實現客戶關係管理流程的模型，是在多重服務的組織中，吸

引、維持，並強化與顧客間的關係；是建立、發展與維持雙方間彼

此的交易關係；是以互動、個人化、利益提升的長期接觸方式，來

強化並維持和個別顧客之間的關係。其目的在於創造更有效的接觸

顧客方式，透過提供相關產品與服務給整個家庭，以便和顧客發展

一種持續的關係。 

第四節 顧客關係管理的類型 

由於企業界不斷地導入 CRM，其應用範圍也不斷擴大，依照

Berson(1999)的觀點，顧客關係管理的類型依其應用功能的不同，可

分為下列了三種型態：操作型(operational)、協同型(collaborative)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7 

與資料分析型(analytical)。各型態顧客關係之應用，彼此間的功能

要能夠相互地整合與串連，才能夠形成一個具備高度運作效率的 CRM

應用系統（陳識仁，2009：25-27）。本節謹就 CRM 之類型說明如次： 

壹、操作型 CRM 系統（operational CRM） 

Berson(1999)認為，操作型的 CRM 為企業程序的自動化，主要

是透過作業流程的制度與管理，藉由 IT 技術手段的實施，讓企業

在進行銷售、行銷和服務的時候，得以最佳方法取得最佳效果，此

包含顧客接觸點、通路以及前後端的整合，例如銷售自動化、行銷

自動化與顧客服務、行動辦公室的自動銷售及現場服務等（王智

群，2005：10）。META Group(2000)則認為其代表了 CRM 系統中任

何能夠與顧客面對面接觸之應用整合，包括前端、後端及辦公室之

整合，表現在銷售自動化、行銷自動化及服務自動化上。 

貳、協同型 CRM 系統（collaborative CRM） 

Berson(1999)認為，協同型的 CRM 為所有企業與客戶溝通方式

的整合；META Group(2000)則認為，協同型 CRM 是為了達到與顧客

作更好的溝通，並建立終身顧客價值，而利用各種溝通方式來與顧

客互動，如：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電子郵件社群、電子

社區、個人出版與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等，以促進客戶與企業

間的互動、溝通，強化企業的服務品質。 

參、資料分析型 CRM 系統（analytical CRM） 

Berson(1999)認為，分析型的 CRM 為分析來自操作型 CRM 的資

料；META Group(2000)則認為，分析型 CRM 意指為達到企業績效的

管理，而分析從操作型、協同型 CRM 等各種不同管道蒐集得到的資

料；並以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為基礎架構，透過報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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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分析處理（OLAP）、資料發掘(data mining)等商業智慧（BI）

的技術來作分析（轉引自葉涼川譯，2001:21-35）。 

綜上所述，資料分析型 CRM，在完整的 CRM 系統中扮演著關鍵性的

角色：其可以將操作型、協同型 CRM 系統所蒐集到的顧客資料，經過

分析工具分析後，得出高價值的顧客資訊，隨後再將此顧客資訊回饋

給操作型 CRM 系統，藉以擬定、執行各項企業運作的策略。之後，又

能將此策略運用所得到的顧客資料，再交由分析型 CRM 系統，以此順

序運作，將可構成一正向的循環機制(如圖 2-4)。 

 

 

 

 

 

 

 

 

 

 

 

 

 

 

 

 

 

 

圖 2-4 顧客關係管理之三種應用型態圖 

資料來源：（Technology Evalu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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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訪談實施 

本研究透過文獻理論之探討，並透過質性深度訪談方式，以個

案研究探討，本章謹就研究方法、研究步驟及實施訪談分述於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以資料蒐集、半結構非正式

訪談進行觀察、整理、研究。據潘淑滿(2003：18)對質性研究的定義：

質性研究有別於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組成，這些現象往往會因為不同

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的意義；因此，質性研究者在整個

研究過程，必須充分理解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通常，質性

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透過

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

式的、深入式的理解。在研究的心理建設方面，潘淑滿認為研究者在

整個研究過程中，必須融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中，深入體會被研究

者的感受與知覺，並從被研究者的立場與觀點，詮釋這些經驗與現象

的意義。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法主要有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深度訪談

法等三種，本節謹就以上三種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document Analysis)又稱

為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或資訊分析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係指以蒐集他人所作之研究與本文相關資料，加以分

析、歸納、整理其研究結果與建議，以找出可作為本研究之參考資

料。其範圍約略有三種：其一為相關學說與理論；其二為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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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刊、學位論文、研討會資料；其三為一般性論著、具思考

性或創造性之研究。 

本研究蒐集與題目有關之中外論著、學術論文、研究報告、期

刊、政府出版品、報章雜誌及網際網路所載文獻資料，進行歸納與

分析、評鑑，以瞭解「公部門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相關問題，

進而發現實務之間落差，以解決疑惑並尋求解答，最後提出可行之

建議方案。文獻分析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作用，葉至

誠和葉立誠(2002：143-145)認為其表現了幾項功能，包括提供紀

錄前人社會調查研究的領域、內容、過程、理論貢獻等研究背景、

累積過去知識資料以增進研究效度，運用現成資料使筆者得以節省

時間，且得以將長期發展所累積的知識做有系統的研究。 

貳、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管理學十分重視個案的研究，一般人常以為所謂個案研究即是

拿成功的企業或領導者為典範，探討傑出的企業為什麼會傑出？對

此，司徒達賢教授11特別指正這個錯誤的認知。他說，所謂「個案

研究」是指有一個決策的情境，大家來分析、溝通，藉此培養並提

升每個人知識與資訊的處理能力。 

所謂「個案」就是個別的案例，狹義而言就是指個人。廣義來

說，個案可以是一個家庭、機構、族群、社團、學校…等。簡言之，

個案不僅限於一個人。個案研究是指對特別的個人或團體，蒐集完

整的資料之後，再對其問題的前因後果做深入的剖析(葉重新，

2001：196-197)。進一步而言，個案研究是對一個個例做縝密的研

究，廣泛的蒐集個例的資料，徹底的瞭解個例現況及發展歷程，予

                                                
11 美國西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國立政治大學企業館理學系教授兼副校長，教學領域與研究興趣

在：策略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問題分析與決策，出版過《策略管理個案解析》、《非營利組

織的經營管理》、《為管理定位》等多本管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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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分析，確定問題癥結，進而提出矯正的建議，其首重在個案

發展的資料分析(白錦門，1994：43-44)。 

個案研究是為了決定導致個人、團體，或機構之狀態或行為的

因素，或諸因素之間的關係，而對此研究對象，做深入研究(王文

科，1998：389)。既為個別就有特殊性，自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

因為完全相同的案例不可能重複發生。然而，從事個案研究卻有四

個層次的功能，即瞭解、解釋、預測和控制；易言之，個案研究的

功能偏重在「客觀事實的瞭解」與「主觀的解釋」(張紹勳，2004：

18)，這正與一般研究公共政策的目的不謀而合，是以，相當多的

公共政策研究都是以個案研究法來進行，政策終結亦然。蓋

Yin(1989)在定義個案研究法時便稱，個案研究是一項實證的研

究，它針對實際生活環境中的現象，而這些現象與環境間的界限並

不清楚，由於它是一種探索性的研究，所以需要使用多種資料來源

(轉引自張紹勳，2004：228)，作為個案研究的基礎。 

個案研究依其探索性(exploratory)、描述性(descriptive)，

與解釋性(explanatory)目標，而區分成探索性個案研究、描述性

個案研究，以及解釋性個案研究；探索性個案研究與處理是什麼

(what)形式的問題有關，描述性個案研究與處理誰(who)、何處

(where)的問題有關；至於如何(how)與為什麼(why)的問題，則多

屬解釋性個案研究的任務(王文科，1998：389)。 

個案研究法係經由對個案的深入分析以解決有關問題的一種

方法。個案所指者，可為某一人，也可為一個家庭或學校，也可為

一個工廠或社區。從事個案研究者，蒐集有關個案的資料，按時間

順序系統整理，並詳細分析其間的相關關係或因果關係。個案研究

的主要功能有二：其一，了解個案問題的徵結所在而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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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個案做為典型的例子，去推論解釋其他類似的問題(張春

興，2000：103)。 

以個案研究來說，通常是在研究問題提出之後，才著手進行有

關資料收集工作，如此不僅可以避免研究過程失焦，也可以在研究

過程中以較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及接受研究過程中各種可能出現的

現象及情況。本研究係蒐集利用統計資料、研究報告、論文、書籍、

期刊雜誌等文獻資料，配合研究者實際參與規劃執行、觀察及訪談

之資料，來進行有關研究。此外，運用歸納、比較、對照的方式，

來對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資料分析，以發展有價值的

結論。 

參、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途徑，係考量對於量化方法無法鋪陳的一些

細微複雜的情況，可收彌補不足之效，藉由深度訪談，可對現象、

事件、過程、組織等有深入的瞭解。在訪談過程中，一些在研究初

始沒有注意到的線索可能會出現，甚至引出新的假設 (盧本善，

1994:5) 。 

此外，質性研究者是透過訪談過程的問題詢答，來幫助自己對

受訪者所處的情境有深入的理解，對研究的現象或行動有較全面式

的瞭解。在深度訪談方面，由於研究者本身即為總統府之行政人

員，因此研究者的角色定位屬於「參與觀察者」，故不使用固定問

卷和訪談程序，藉由與府內相關職員進行半結構非正式訪談(semi

－structured informal interview)，期望能得到完整的描述和理

解。訪談就是在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的

過程，輔以聆聽與觀察，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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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進而透過詮釋的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潘

淑滿，2003：136)。 

本研究使用的訪談法是研究者運用口語敘述的形式，針對與本

研究有關的資料，和研究的現象進行全面式的瞭解。在訪談過程中

以平等的互動關係，來進行雙向的溝通與對話；而研究者也儘量以

開放的態度與彈性的原則，讓受訪者能夠針對研究議題，充分表達

自己的看法、意見與感受。 

根據 Tutty 的研究指出，半結構式訪談具有三項明顯的優點

(轉引自潘淑滿，2003：144)： 

一、對特定議題往往可以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來進行資料收集工

作，當研究者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來收集資料時，經常會有意

外的收穫。 

二、當受訪者在訪談過程受到較少限制時，往往會採取較開放的態

度來反思自己的經驗。 

三、當研究者的動機是要深入瞭解個人生活經驗或將訪談資料進行

比較時，半結構式的訪談可以說是非常適合運用的方式。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12，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已

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與開放式的問卷，作為訪

談指引方針。不過，在整個訪談進行期間，也依實際狀況，對訪談

問題做適度的彈性調整。至於訪談大綱的設計著重在使訪問進行得

更流暢，所以在引導式的問題之後，會緊隨著開放說明式的問題，

希望能瞭解受訪者的感受、認知與內在想法。 

                                                
12 「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又稱為「半標準化訪談」（semi-standardized interviews）

或「引導式訪談」（guided interviews），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潘

淑滿，200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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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 

研究步驟為發現問題，並提出相關假設，並據以蒐集相關資料後，

確認研究方法，建立相關研究架構後，進行文獻分析，並針對現行制

度現況進行研究，同時，設計相關問卷與訪談題目，經與學者專家確

認後，進行訪談問卷調查，再透過比較分析文獻資料與實際訪談資料，

得出結論與建議。說明如圖 3-1。 

 

 

 

 

 

 

 

 

 

 

 

 

 

 

 

 

 

 

 

 

 

 

 

 

 

圖 3-1 研究步驟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本研究的各項步驟依序為確立研究的主題與範圍、收集相關資

料與參考國內外文獻、編製訪談大綱、根據文獻探討的資料，經過

預試後，再修正重新編製、進行訪談、訪談資料的分析與統整及撰

發現問題及確認研究題目 

文獻分析 現況分析 

(實際運作) 

訪談設計與確認 

訪談與調查 

研究方法＆資料蒐集 

結論與建議 

資料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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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研究報告。 

依照研究計畫，分別訪談研究者選定之總統府內部各相關單位

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同時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第三節  實施訪談 

壹、訪談目的 

透過訪談，可以了解總統府各業務單位作業狀況，以及現行資

訊系統對業務支援情形，找出組織迫切的 CRM 系統需求，以作為規

劃總統府 CRM 系統的參考。本研究訪談了 8 個單位(包含：2 位副

秘書長辦公室、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公共事務室、國會聯絡

組)之主管或業務承辦人員，共計有 9 人次。挑選這些單位是因為

該單位在業務上，需要經常與外界聯繫、溝通，並且時常利用網路

蒐集各項資訊；加上這些單位對新的資訊系統有較多需求與建議；

經由深度訪談的實施，希望對該業務單位的資訊應用狀況與需求，

作一全面性了解。欲獲得的相關資訊說明如下： 

一、對各單位現行業務資訊系統使用狀況的瞭解； 

二、瞭解各單位對 CRM 系統的期望與需求； 

三、瞭解各單位對未來 CRM 系統規劃的建言。 

貳、訪談問卷設計與方式 

在問卷設計與訪談方式上，鑒於如果採用選項式問卷，以及由

受訪者自行填寫問卷回覆的方式，並不能得知受訪者是否充分了解

題目的題意、受訪者是否詳實地填答問卷，以及受訪者對於資訊業

務其它的建議與意見，使得訪談問卷的可信度與效度皆偏低；在此

考量之下，加上大部分受訪者的業務均相當繁重，自行填寫問卷的

可行性與回收率均相當低，因此本研究採用開放式的問題設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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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問卷如附錄一。訪談方式由研究者親自提問解釋，再根據訪談過

程由研究者填寫問卷，此種方式可以確保受訪者能真正瞭解題目的

涵義，並且使研究者可以充分提問，全盤了解該單位的業務流程與

需求，最重要的是，受訪者對新資訊系統的建議與對該單位業務上

資訊系統的需求，都可以完整表達，不會受到問卷的限制。 

參、訪談結果 

在此訪談方法下，本研究配合不同業務單位訪談所得到的問卷

資料比較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公共事務室（A1）： 

公共事務室的業務相當龐雜，尤其是對於新聞發布與反映的

處理，都顯示出該單位對於資料準確性的要求較低，對於資

訊時效性的需求大於對於資料深度的解讀，因而其對於動

態、即時的資訊蒐集的需求性較高。 

而在內部(系統性)資訊共享的部分，聯絡資料的取得應該是

目前最能著力的部分，因為大部分受訪單位在此一部分資料

的取得都是透過網路搜尋或紙本通訊錄，並沒有電子化，提

供即時更新、正確的資料。 

同時，受訪者也特別提出有關成本效益分析的問題，其認為

目前各業務單位需要共享的資訊有限，是否要將內部資料庫

整合成單一平台需要再加評估；加上新系統外部搜尋的部

分，如果不能與現存搜尋引擎產生效益上的區別，新系統的

成效將無法彰顯。 

（二）副秘書長辦公室（A2）： 

以受訪單位的業務考量而言，CRM 系統的建置對該單位的效用

有多大，必須視系統中對外搜尋引擎能夠發揮的功效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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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該業務單位最需要的資料(目前最難取得的資料)，為業務上

所接觸人員的背景資料，而這部分的資料，在目前已經建置的資

料庫(如：各機關單位網站)中，通常並不完整，需要透過業務承

辦人員自行對外搜尋。因此，如果新建立的系統在這個部分，可

以提供完整、大量相關人員的背景資料，相信對業務承辦人員的

幫助最大。 

不過，相對而言，搜尋的範圍越廣、得到的資料越多，但資料準

確性的降低(業務人員需要的是原始資料？或是整理過的資料？)

及處理資料所需的人力增加(該由誰去篩選、維護)，如何去求取

這之間的平衡點，在系統的設計與評估上，都是必須加以考量的

因素。 

此外，受訪人特別提到開放資料的安全問題，關心是否所有人皆

能讀取線上任何資料，在此一部分，多個受訪的業務單位均有相

同的顧慮。因此，提供授權各業務承辦人員設定可以讀取資料的

權限，是相當重要的功能，必須在系統設計時即加以規範。 

（三）國會聯絡組（A3）： 

國會聯絡組係屬於任務編組之單位，其主要業務為配合立法院之

議事運作，辦理總統府有關預算、法案、民意代表請見、請託事

項之協調、聯繫等事宜，性質相對單純。對新建置系統之期待，

以便利之系統操作及資訊分享為主。因為對資訊之即時性要求較

高，與外界之聯繫頻率極高，目前已將多數紙本之聯絡資料鍵入

資料庫及手機，俾可隨時應用。 

（四）第一局（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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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實用性的考量，新系統的建置，應該要能依各業務承辦人

員所需，加以系統化，讓承辦人員不論是是在使用上或是查詢

上，皆能讓快速地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料； 

系統化建置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確保資料的安全。因為顧

慮到資料的機密性，透過權限的控管，限制閱讀資料的詳細程

度；此一問題，在每一次的訪談中都有提到，可列入系統規格

設計時，最重要的考量。 

此外，要使資料能夠行動化，對於局處首長及需要時常出外行

程的業務承辦人員，提供可將資料下載至 PDA 或手機中使用的

功能，取代以往的記事本，甚至提供無限上網或連線的功能，

使資料的使用更加方便，並且使長官隨時都能掌握業務的進

度，與即時重大事件的消息。 

至於與行政院系統建立一資訊共享平台的構想，因為牽涉到與

行政院各所屬機關資訊單位的協調工作，工程較為浩大，建議

可列入較長程的計畫中；不過若一旦完成此項計畫，即可大幅

增加公文與資訊流通的速度，並達成資訊即時化的目標。 

（五）第一局第五科（A5）： 

就受訪單位的業務考量，CRM 系統的建置對該單位的效用有多

大，需視系統中對外搜尋引擎能夠發揮的功效有多少而定。該

單位最需要的資料(目前最難取得的資料，尤其是外籍人士的資

料)，為業務上所接觸人員之背景資料，而這部分的資料因為在

目前已經建置的資料庫(如：各機關單位網站)中，通常並不完

整，需要透過承辦人員自行對外搜尋，因此，如果新建立的系

統在對外搜尋部分，可以提供完整、大量相關人員的背景資料，

相信對業務承辦人員的幫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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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對於新系統對聞人系統資料的建立，有很大的期待。因

為目前外籍人士的動態、背景資料都需要承辦人員在不同的搜

尋網站鍵入搜尋，不但成效不好，也相當耗費時間與精力。 

因此，新系統的設計，能否強化外部搜尋的功能，是該系統建

置的重要關鍵；一旦有所發揮，對此一業務單位(聞人系統的建

置)的幫助相當大，而一個完整且正確(即時線上維護、更新)

的聞人系統，也可納入新系統的內部資訊共享平台，提供其他

有需要的業務單位使用，達成新系統建置的目的。 

（六）第二局第一科（A6）：  

以受訪者單位的業務而言，CRM 系統的建置對該單位最大的幫

助，應該是系統中對外搜尋引擎的部分，因為該單位最需要的

資料為受褒揚、勳章人士的背景資料蒐集，而這部分的資料需

要承辦人員在不同的搜尋網站鍵入搜尋，不但成效不好，也相

當耗費時間與精力。因此，如果新建立的系統可以在對外搜尋

部分，提供完整、大量相關人員的背景資料，相信對業務承辦

人員的幫助最大。 

另一方面，紙本通訊錄的電子化，也是許多單位普遍提到的需

求，儘管因牽涉到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的業務協調，即時的線

上維護與更新目前不易達成，但通訊錄電子化後的即時分類查

詢功能，也可為業務承辦人員帶來時間上的節省與方便。 

（七）第二局第五科（A7）： 

第二局第五科最主要的業務為公報的發行，由於公報的內容完

全按照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條文編排，並不需要對外查詢的資

料，所以對於公報內容的部分，該單位對於新系統的對外搜尋

功能，並無太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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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受訪單位的業務，為總統府少數有直接服務客戶的單位，雖

然公報的訂戶是最符合客戶關係系統中客戶的定義，惟由於目

前公報的訂戶數逐漸下降，加上目前每期公報皆有公布上網，

只要使用電腦上網查閱的人越來越多，可以預見訂戶數將會不

斷萎縮，因此，也無訂戶服務的部分，可以讓新系統著力。 

（八）第三局第二科（A8）： 

第三局第二科的業務範圍，主要為辦理總統府內之各項宴會及

長官接見的安排，此項業務牽涉到許多人員、單位的聯繫作

業，因此，提供聯絡方式將是此單位最需要的資料。目前該單

位所採用的方式，是行政院紙本通訊錄，許多受訪談的單位都

提及此紙本通訊錄電子化全文檢索的重要性，因此，此項功能

將是新系統在建置時的重點工作。 

而宴會、接見來賓的邀約也是該單位的業務之一，目前在取得

來賓的基本、聯絡資料上都是採用上網搜尋的方式，此一部分

功能的強化，就是未來新系統外部搜尋可以著力的地方。 

受訪者特別提到府內資訊共享的問題，說明在內部資源共享平

台的建立上有一定的需求，至少在機要室、一局五科、三局二

科的業務上，聯繫資料有需要共用的地方。此一共享平台的建

立，將可使不同業務單位不必為了同一個人的資料，而要各自

去搜尋建檔，有助於人力與時間的節省。 

（九）副秘書長辦公室（A9）： 

以副秘書長辦公室的業務分析，CRM 系統應有很大的發揮空

間。因為其最需要的資料是與各個單位相關人員的聯絡方式，

但這些資料散布在各個不同的單位或紙本通訊錄中，不僅蒐集

不易，且彙整建檔與更新維護都需要承辦人員自行作業，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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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時間與成本。若能將總統府之相關人事資料與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的通訊錄電子檔整合成單一資料庫，不僅可使資訊的更

新較紙本作業更為方便、更具時效性，還可以藉由結合 PDA 的

設備下載資料，使業務承辦人員達成資料行動化的目標，發揮

更大的效用。而且，這些資料目前都是已經存在，並不需要再

到外部資料庫搜尋，花費成本也較低。 

為達資訊安全的要求，在人事資料系統的設計上，應授權給業

務承辦人將資料區分為公開－全府人員使用、機密－承辦人使

用，再透過權限控管的方式，限制資料使用人的身分，即可增

進線上資料安全維護的可靠性。 

此外，在系新統建置時，格式欄位的更新作業設計要兼顧檔案

格式的轉換與自行輸入資料的保存，才能使業務承辦人員應用

便利，而此只要在系統規格設計時設定好，並無太大的困難。 

 

 

 

 

以下，依照各單位訪談結果所提出的建議與需要，本研究整理如

下表 3-1 重點單位需求表所示。 

受訪單位 

受訪人代號 
業務執掌 需求與建議 關鍵事項 

公共事務室 

A1 

1.新聞聯繫、發布。 

2.輿情蒐集、分析。 

3.人民陳情案件處理 

1.對於動態、即時的資訊蒐集

的需求性較高。 

2.有關資訊共享的部分，需注

意成本效益分析。 

3.要求資訊安全的確保。 

1.新資料庫要能提供

PDA 及手機下載資訊

的功能。 

2.新系統權限控管的設

計，達到線上資料安全

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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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長 

辦公室 

A2 

1.副秘書長幕僚作業 

(聯絡事務)。 

2.副秘書長交辦事務。 

3.總統交辦重要政

務之協調聯繫。 

1.外交部 駐華機構通訊錄電子 

化，提供線上搜尋與下載功能。 

2.建立國外聞人資料庫共享平台， 

共享外籍人士基本資料。 

1.承辦人資料分享上線

的程序不可太複雜。 

2.使用權限的設計，確保

資料安全。 

國會聯絡組

A3 

辦理總統府與立法

院議事運作相關事

項之協調、聯繫。 

1.提供國會來函經辦事項之

線上查詢功能。 

2.提供喜慶哀輓、紅白帖之經

辦情形之線上即時查詢功

能。 

在資安前提下，依使用權

限的設計，提供線上即

時查詢之資料分享。 

第一局 

A4 

1.中央地方、政務、事

項處理。 

2.外交、僑務事項。 

3.法令、同意權行使事

項。 

1.提供便利、快速地資料蒐

尋。 

2.資訊安全控管、資訊共享平台的

設計。 

 

1.新資料庫要能提供

PDA 及手機下載資訊

的功能。 

2.新系統權限控管的設

計，達到線上資料安全

的可靠性。 

第一局 

第五科 

A5 

1.總統府全球資訊網

英文版內容管理。 

2.外交部、駐華單位、

駐外使節聯絡事宜。 

1.外交部、駐華單位通訊錄電子

化，提供線上搜尋與下載功能。 

2.能完整蒐集外籍人士背景資料的

外部搜尋引擎。 

外部搜尋引擎的功能（包

含英文辭彙的查詢。） 

第二局 

第一科 

A6 

1.辦理褒揚、贈勳事

宜。 

2.辦理民眾申請哀輓

題詞事宜。 

1.能完整蒐集受褒揚、勳章人士背

景資料的外部搜尋引擎。 

2.行政院通訊錄電子化，提供線上

查詢、下載功能。 

外部搜尋引擎的功能（包

含人物與事件關係的建

立。） 

第二局 

第五科 

A7 

1.公報編輯。 

2.公報發行、印刷。 

3.圖書、期刊管理。 

提供公報、圖書管理之線上查

詢功能。 

在資安前提下，依使用權

限的設計，提供線上即

時查詢之資料分享。 

第三局 

第二科 

A8 

1.辦理總統、副總統宴

會事宜。 

2.辦理總統、副總統接

見事宜。 

1.能完整蒐集受邀宴人士背景資料

的外部搜尋引擎。 

2.整合內、外部單位聯絡資訊的資

料庫。 

3.行政院通訊錄電子化，提供線上

查詢、下載功能。 

承辦人資料分享上線的

程序不可太複雜。 

副秘書長 

辦公室 

A9 

1.副秘書長幕僚作業

(聯絡事務)。 

2.副秘書長交辦事務。 

3.下鄉行程安排。 

1.行政院通訊錄電子化，提供線上

查詢、下載功能。 

2.整合內、外部單位聯絡資訊的資

料庫。 

1.新資料庫要能提供

PDA 及手機下載資訊

的功能。 

2.新系統權限控管的設

計，達到線上資料安全

的可靠性。 

表 3-1 重點單位需求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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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些需求，由研究者歸納提出心得，如表 3-2 訪談需求與

業務單位對照表，包含解決需求可以帶來的效益，與如何能達成此

一需求的建議。訪談各單位之問卷內容詳如附錄二。 

業務需求事項 需求單位 研究者心得 

1. 紙本通訊錄的 

電子化查詢 

‧副秘書長辦公室 

‧副秘書長辦公室 

‧公共事務室 

‧一局   ‧二局 

‧三局   ‧國會聯絡組 

＊ 可以減少業務承辦人員查詢

的時間。 

＊ 更新速度快，正確率高。 

＊ 可透過外部搜尋引擎定時向

各機關網站撈取資料。 

2. 總統府內的資 

料庫共享 

‧一局五科 

‧三局二科 

＊ 避免不同單位重複建置相同

資料。 

＊ 應建立一個整合府內各單位

資料的共享平台。 

3. 自動、定時外 

部搜尋引擎 

‧副秘書長辦公室 

‧副秘書長辦公室 

‧公共事務室 

‧二局一科  ‧三局二科 

‧一局五科 

＊ 減少各業務承辦人向外搜尋

資料所需的時間。 

＊ 增加向外搜尋資料時，所得到

的資料數量與正確性。 

＊ 此一部分所能發揮的功能程

度，將決定新系統的成敗。 

      表 3-2 訪談需求與業務單位對照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CRM 系統的探討上，本研究採用四階段的研究方式，如圖

3-2 所示。首先，對於任何一個嘗試導入 CRM 系統的機構而言，最

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必須先清楚釐清該機構的顧客是誰，必定要有明

確的顧客定義，該機構的 CRM 系統才能進而真正了解自身顧客的需

要，針對這些需要提供適當的服務；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階段，就

是根據總統府的機關業務特性，為總統府清楚定位總統府所服務的

顧客是誰。 

釐清總統府的顧客之後，接下來就必須針對總統府的顧客特

性，試圖去找出適合此顧客特性的 CRM 系統導入方向；因為每一個

機構都因其業務、服務對象、機關屬性的不同，而擁有不同的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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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導入方向，雖然顧客關係管理的基本精神不變，但導入 CRM

系統的步驟、方式與系統功能都會因為不同的機構而需要不同程度

的調整，如此才能讓每一個機構找到最適合它們的 CRM 系統。 

第三階段，研究者由總統府委託廠商所進行「總統府資訊發展

策略與規劃研究專案」的結論報告中，了解總統府整體資訊系統的

規劃，期望本研究為總統府所提出的 CRM 系統規劃能符合總統府整

體資訊發展策略與規劃。 

第四階段，再透過進一步與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的深度訪談，

以開放式的問卷，找出現行作業環境的問題與需求，以及作業上各

主管與業務承辦人員認為最需要加強的部分，並且瞭解各業務單位

的作業流程，以確認符合他們需求的 CRM 系統設計；期望透過不一

樣的觀點與研究方式，提供總統府在 CRM 系統規劃上一個契合業務

需要且立即可行的發展方向，務求將資源發揮在最需要的地方，使

新系統在短期內有顯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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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第 四 階 段 

 

 

 

圖 3-2 四階段研究方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瞭解總統府整體 

資訊發展策略 

業務單位訪談 

與需求確認 

              CRM 系 統 規 劃 建 置  

   定義總統府的顧客 

提出總統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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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研析 

隨著經濟的發展，服務的概念日漸受到重視，業者如何提供優質

的服務，強化與顧客的關係成為研究的重點，顧客關係管理(CRM)系統

已成為各個行業的焦點。企業如何有效的導入 CRM 系統，如何使 CRM

系統發揮最大績效，成為企業經營者所面臨的重要課題。「政府」亦

然，公部門應借重顧客導向的觀點以完成施政的目標，給予民眾一個

能確保具有高效能、高效率、高回應能力的有為政府。採用「顧客導

向」的服務理念，則以顧客價值(customer value)作為服務的重要基

礎，直接與人民互動，蒐集人民的相關資訊與需求，並依據資訊改善

政府的服務流程與服務內容。本章謹就政府與企業之比較、外國政府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案例及政府機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問

題加以探討。 

第一節  政府與企業之比較 

有關公私管理的異同，長年以來即存在廣泛之爭議，有部份學者

專家認為（例如：徐仁輝，1999；Knott ,1993；Yates ,1985），管

理就是管理，無所謂公私部門之差異。無論是在政府或企業，都需要

類似的管理知識、技能、概念與工具，來幫助他們發揮相同的管理功

能，俾將組織的資源予以妥適地配置運用，以期有效達成組織的目標。

近年來風行一時的「民營化政策」、「建構企業型政府」等有關政府

再造與行政革新的作為，即可說是立基於此種理念而產生。 

然而，由一些對公私組織異同之研究顯示，公部門在決策時，既

存在多元權威又沒有利潤底線，缺乏市場競爭與價格機制，沒有明確

的績效標準，受限於獨特的倫理規範等因素，使其與企業組織有相當

的差異（Perry and Rainey ,1988; Rainey ,1983, Ring and Per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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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因此，Allison (1980)即指出，「公私兩域之管理，只在細

微末節上相似雷同」；而 Rosenbloom（1998：6-15）則從憲法、公共

利益、市場與主權的觀點，析論公共行政與企業管理的差異，並強調

私部門只提供消費者財貨與服務（goods and service），而公部門除

了提供財貨與服務外，更負有管制民眾的責任（regulation of the 

public）。 

由於政府與企業間的結構性差異，以及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影響，

使得企業界行之有效的制度與方法，在引介到公部門運用後，往往產

生隔隔不入甚至失靈無效的情形(Downs and Larkey，1986)。因此，

公共行政學術社群的諸多學者均認為公私管理有所差異（轉引自余致

力，2000：111-154）。 

「顧客關係管理」起源於企業界，主要導因於企業界對顧客服務

與維持的日益重視（紀明輝，2003：12），經過多年的發展，CRM 已經

趨近成熟；不論是理論架構的建立，亦或是實務工作的推行上，皆有

相關的專書與論述說明。然而，在一個新工具為企業所成功的運用，

獲取超額利潤時，我們必需要思考：是否可以將同樣的理論方法，從

第二部門(民營企業)移植至第一部門(政府機關)呢？本節將依 Boyne

（2002：279-298）提出之分析架構，探討政府與企業的差異性，論述

如后。 

壹、政府面對環境的複雜程度較企業為高 

政府所需要面對的環境變項，除了政治系統中的公民大眾、

民意代表、利益團體、或是媒體輿論之外，還包括行政系統中的

各級機關與各級政府。政府面對的，是無法以市場區隔的觀念選

擇界定的選民，所謂民眾的需求，往往相互矛盾衝突，使得組織

的策略制定較為困難。再者，政府組織也不像企業是上下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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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存在許多相互競合的關係，例如行政與立法部門間，行政機

關各部間，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地方政府之間，均存在錯綜複雜

的互動關係，這也加深了政策決定的非理性程度。 

貳、政府所處環境的穩定程度較企業為低 

現代的企業可以透過垂直整合、策略聯盟、或是市場定位的

方式，加強其對環境變化的控制。但隨著資訊流通的發達和民眾

對公共事務的涉入，公共組織面對的是對需求的認知不穩定、政

策偏好時常改變的動態環境。再加上民主定期選舉的壓力，使政

府高層的決策過程，充斥短期的視野和象徵性的口號。 

從經濟學的角度觀察，政府由於其獨特性，成為一個獨占

(monopoly)單位，缺乏競爭的對手，如果在觀念上不能保持革

新，則將遭到最終權力者(全國人民)的背棄與不信任。反觀企

業，大多身處於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ve)的市場，由「市

場機制」來決定企業的存亡，這種競爭是現實而殘酷的，一旦無

法提供顧客更好的服務，隨即有可能遭到淘汰。 

參、政府受不特定社會事件影響的程度較企業為高 

若以系統論的概念架構來說明，公私組織都受到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一般環境的影響，亦各有其應行關注的特定環境因

素。但對公共組織來說，一般環境與特定環境是不容易區分的，

兩者皆可能產生直接性的影響，因此無法明白劃定組織與環境的

交切面。政府公部門的作為不但動見觀瞻，受到社會多方矚目，

亦需留心注意各種不同的社會事件的發展，任何的風吹草動，皆

可能發展成為公共議題。 

肆、政府對組織目標設定的凝聚程度較企業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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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不像企業可以明確的以利潤收益為目標，並成為課

責的具體標準。所謂公共利益的目標，不但是意義模糊的象徵性

符號，也可能只是一種道德訴求。公共組織政策目標的設定，不

是理性分析下因果關係的確定，而是為調合利害衝突的政治妥協

結果，故欠缺目標間的邏輯一致性。公共組織目標的指導作用，

必須依賴從抽象的立法原意到具體行政規則的層級過程，故其手

段與目標間的因果關係不易確定。 

伍、政府對組織績效考評的合理性較企業為低 

對企業組織來說，資源使用的效率性是達成獲利成長目標的

方法，具有工具理性的價值；政府組織則因為目標抽象的特性，

不易設定績效考評的標準，而效率可以數字、客觀化的方式來表

達，所以往往被視為機關運作的目標，亦因此使得政府組織合理

的績效考評較為困難。 

此外，政府的行政作為可供民眾評斷的事功成就，其性質永

遠是「事後的」，公共問題的發生是事後的，政策的干預也是事

後的，而要求所有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對政策執行產生比較正面

的評價，亦不切實際。當公共組織績效的最終裁判者－人民，面

對發散的組織目標、模糊的績效標準時，大多只能按照「例外管

理」的原則來進行，即挑出做錯的、做不好的，而非針對做對的、

做好的。 

陸、政府對組織結構設計的彈性程度較企業為低 

一般而言，政府組織結構設計的「官僚體系化」程度，較企

業組織為深，但此係有根本的必要性。在依法行政的原則下，政

府組織的權威範圍與行使方式、組織的設計與人員配置，皆須有

法定的基礎，並受法規的限制。這種設計的目的，一在形成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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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組織外部民主控制的條件，一在建立政府組織內部行政課責的

機制。也因為這種結構的特性，政府組織決策的可擇方案範圍較

為狹窄，管理制度的改變較無彈性，也使得各個階層管理者的自

主空間有限。 

由以上的論述分析，可以清楚得知政府與企業的差異，我們可以

作如下結論：「公務管理與私人企業管理有相同處、也有相異處；不

過，二者相異處比相同處更重要。」(Allison ,1980)，在對兩者顧客

的定義上或許不盡相同，但唯有掌握住顧客的需求，提供更高品質的

服務，才是留住顧客，也是讓組織持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第二節  外國政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案例 

學者司徒達賢教授（1998）曾在「為管理定位」一書中提到「管

理是從實務中來，也要從實務中去」，意指我們所建構的諸多理論，

必須與「實務」做緊密的結合，一方面以理論幫助實務的推行，一方

面也以實務來驗證所提出之理論是否可行，如此兩相結合，方才能彰

顯其價值。 

因此，本研究在探討了「誰是政府的顧客？」，並確認「政府的

顧客是全國人民」之後，研究者將以著名的研究機構 Accenture13(2003)

評估世界各國推動電子化政府之整體表現，採用 CRM 系統實際例子名

列前茅的「美國、澳洲」為代表，來說明各該國在 CRM 系統建置方面

的努力，作為我國政府的參考（引自林純如，2004：14-17）。 

壹、美國 

                                                
13 Accenture 是全球性的管理諮詢與科技服務公司，於全世界計 47 個國家擁有超過 75,000 位成員，

透過組織的人力與資源、專業、技術與聯盟關係，提供企業進行創新改革、顧問關係管理、供應鏈

管理、企業策略規劃等之諮詢服務與外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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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全球化的危機、龐大官僚體系的行政支出與民眾對政府的

信任衰退，特別是在沒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部門的開銷遠大於

私部門（丘昌泰，2000：161-162），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於 1993 年

3 月 3 日，發布第 12862 號行政命令，命令副總統高爾組織國家績

效評鑑小組進行「國家績效評鑑」，提出「高爾報告」（Gore 

Report），要求聯邦政府機構設定「顧客服務標準」，且服務品質

的標準必須與企業的典範看齊。此項名為「聯邦政府內部革命」的

行政命令，包括下列七項內容： 

一、確認行政機構的實然顧客與應然顧客； 

二、調查顧客所期望的服務項目與品質，瞭解顧客對現有服務的滿

意度； 

三、公告服務標準，並據以衡量成效； 

四、效法企業標竿，提升顧客服務標準； 

五、給予顧客多元的服務來源與輸送方式； 

六、務求資訊、服務以及申訴制度，簡明易用； 

七、提供暢通的顧客申訴途徑。(Gore,1997：10-12) 

1994 年 9 月 20 日，美國全國績效評鑑委員會匯集聯邦各個

機構所訂定的「服務標準」，出版美國第一本政府的服務標準手冊—

「顧客至上：服務美國民眾的標準」。1996 年，聯邦政府共計兩

百多個機構，全力執行涵蓋其中之三千多種服務標準。其中，社會

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免付費電話服務品

質，為數家著名的管理顧問公司評定為全美第一，許多大型企業，

如 ： 國 際 商 業 機 器 公 司 (IBM) 、 德 州 儀 器 公 司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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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al)、英代爾公司(Intel)等等，均將該機關之實施成果

視為學習的標竿。 

此外，聯邦政府各機構亦透過電子郵件及電腦網路的運用，合

併各種相關業務，例如：在紐約市的退伍軍人，可以在社會安全局

或榮民處一次辦妥社會安全及退伍福利兩種業務，此即為企業界所

提倡的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觀念的整合運用；民眾亦可

在林務局或土地管理局，一次辦妥土地圖冊、垂釣資訊及導遊許可

證等多項隸屬不同單位的業務。 

美國民眾亦可經由電腦網路辦理多項行政事務，此不僅節省了

民眾往返業務相關單位所需的時間與精力，也降低了業務單位的成

本支出，例如：民眾可透過網路，從企業諮詢處(U.S. Business 

Advisor)得到相關問題的解答，亦可從網路上，下載國稅局的報稅

表格，或是列印中小企業處的貸款表格。以上所列舉透過「網路連

結」辦理的例子，為個別業務單位所建置之電子化服務窗口。 

更進一步，美國政府為統一行政事務，便於美國民眾能從單

一入口登錄(single sign in)，即可取得所需的資料(或是提供所

需的網站連結)，於 2000 年 9 月 22 日以官方身份設立了「第一政

府入口網站」(Firstgov.gov)，該網站最大的特色，為將電子商

務（e-commerce）的精神，注入到政府的服務之中，其首頁如圖

4-1 所示，美國第一政府入口網站。 

該入口網站之設計，依據服務的對象來劃分，分別為「政府

對民眾」（for Citizen）、「政府對企業與非營利組織」（for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s）、「政府對聯邦雇員」（for Federal 

Employees）、「政府對政府」（Government to Government）等

四大區塊。資訊的提供，則以主題式（Topic）為主，以方便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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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訊的找尋。此外，該網站並設有聯邦政府及州政府搜尋引擎

（Search Engine），利用資訊科技的輔助，提供人民最便捷的服

務(web services)，讓民眾可以一次獲得 5,100 萬個政府網頁的

資訊。 

由於該網站顧客導向與容易使用之特性，提高了政府對人民

需求的回應性，並擴大民眾參與民主的機會。政府並可透過回饋

機制(feedback control)，蒐集人民對於該入口網站的各項使用

頻率及相關建議(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一方面利用分析

工具(資料發掘，data mining)，進行分析並再回饋到該網站的更

新版本之上。 

經由這種不斷改進的過程，將 CRM 的精神與資訊技術結合，

一方面政府可以 24 小時全天候提供政府的資訊與服務，一方面也

藉由簡化流程，提升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達到增進行政效率與

節省社會成本的目的（The White House ,2000；引自許嘉文，2007：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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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美國第一政府入口網站圖（資料來源：firstgov.gov14） 

 

貳、澳洲 

其次，以澳洲為例來作說明。澳洲首都坎培拉市政府

(Australian Capital Government)將其機關組織簡稱為「實踐型

公共服務」(ACT public service)，顯見其貫徹執行之服務理念。

此種實踐型公共服務，係以七項原則建構而成（洪昌文,2000：

1-11），包括： 

一、瞭解標的顧客所在(know your customer base)； 

二、成為善待顧客之公務人員(customer friendly staff)； 
                                                
14網址 http://www.usa.gov/查詢日期：2011/5/4 

Firstgov 之概念，係由美國總統 Clinton 於 2000 年 6 月間提出，其責成由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規劃美國的整合型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作為聯邦政府資訊服務的入口，於同年 9 月 22

日正式啟用。其成立之主要目的，為提供單一網站方便民眾上網找尋所有的聯邦政府資訊，並提供

線上申辦服務。藉由所有政府機關的整合，提供民眾多元化、便利的管道，強化民眾搜尋政府資訊

的速度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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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為主之洽公處所(customer-focused public contact 

area)； 

四、周延之申訴處理程序(comprehensive complaints handling  

process)； 

五、顧客價值導向之績效評量與標的(customer value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targets)； 

六、電話及櫃臺應對技巧(telephone and counter techniques)； 

七、永續改善之精神(continuous improvement)。 

上述七項主要原則之具體內容，如下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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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民眾洽公之處所(public contact areas)以及內部服務傳輸之處所

(internal service delivery areas)，均須展現下列重要之服務標準：  

一、瞭解標的顧客所在。服務於民眾洽公處所之公務人員，必須充分瞭解相關業務之

標的顧客特性及其需求。  

二、善待顧客之公務人員。服務於民眾洽公處所之全體公務人員，必須遵行政府所頒

佈之「顧客服務之實務準則」(the Customer Service Code of Practice)。  

三、顧客為主之洽公處所。民眾洽公之處所，必須符合下列要求：  

(一)保持清潔、舒適及宜人的環境；  

(二)方便全體標的顧客，包括無障礙通道(disabled access)之設置以及方便

顧客之辦公時段(customer friendly opening Hours)等；  

(三)儘量為顧客設想，依據顧客之價值觀，整合各項顧客導向之措施，例如顧

客座椅之設計以及必要文具之準備等；  

(四)提供清晰易懂之標示、說明、表格及洽公之相關資訊，包括告知顧客表達

滿意度之管道； 

(五)在顯著的地方，陳列「全心服務宣言」(Commitment To Service 

Statement,CTS)以及工作績效標的。  

四、周延之申訴處理程序。民眾洽公處所必須建立「正式法定之申訴處理程序」。是

項處理程序之標準，不得低於政府所頒佈之「申訴處理之最佳實務標準(the Best 

Practice Complaint Handling Standards)。  

五、「顧客價值」導向之績效之評量與標的。民眾洽公之處所必須符合下列效相關要

求：  

(一)建構合理之績效評量方法及標的，其標準不得低於政府頒佈之四項重要「顧

客優先順序及價值」；  

(二)確實依據績效目標，進行績效評量；  

(三)適度整合組織設定之「績效目標與評量」與個人提出之「全心服務宣言」。 

六、電話及櫃台應對技巧。民眾洽公處所必須建立「正式法定之電話及櫃台技巧」，

其標準不得低於政府頒佈之「電話及櫃台最佳實務標準」(the Best Practice 

Telephone and Counter Standards)。 

七、永續改善。民眾洽公處所必須不斷尋找顧客導向之機會，俾利改善服務之傳輸。 

備註：民眾洽公處所，係指澳洲首都所在地之政府與在地社區民眾直接互動之場所，

其範圍包括：圖書館、澳洲首都所在地政府提供服務之單位、公務機關之櫃台、

監理所、公立醫院、公營運輸系統、公立學校等。 

表 4-1 澳洲實踐型七項公共服務原則表 

資料來源：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Governmen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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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機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問題 

顧客關係管理的應用層面相當廣泛，舉凡與顧客有互動關係之行

業，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組織，皆為其探討對象（翁志雄，2004：57）。   

依據史博言 Spengler（2000）對台灣企業的調查分析，發現其導

入 CRM 的主因大致有下列四項： 

1.推展行銷業務； 

2.提升顧客服務品質； 

3.提升企業經營績效； 

4.配合潮流趨勢，提升企業的形象。 

而台灣企業在導入 CRM 障礙方面，主要也有四項，分別是： 

1.導入成本過高； 

2.初期效益不明顯； 

3.提供解決方案的廠商能力與具備產業的專業知識（domain 

knowledge）不足； 

4.企業內部缺乏人才、組織需重新調適（引自李妙福，1999：

45-46）。 

資深的 CRM 研究顧問 Graham Hill（2000）曾指出，政府機關中的

CRM 系統與在企業界的 CRM 系統不同；同時，在政府機關中推行 CRM

系統比在最複雜的企業組織中推行，還要來得困難。綜合上述學者的

見解及研究者的意見，政府機關在導入 CRM 系統時，所要克服的問題

有以下六項： 

壹、政府必須平等對待所有人民 

根據 Vilfredo Pareto 所提出的「80/20」法則，一個企業百

分之八十的利潤來自百分之二十的核心顧客，意指不同顧客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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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營利的貢獻度就不同，而能夠提供多數產出的少數「生產者」，

就是企業要極力爭取的「重要顧客」，也就是品質管理專家 J.M. 

Juran（1989：15-17）所指稱的「重要少數，瑣碎多數」(the vital 

few and the trivial many)。然而，政府必須要對全體國民一視

同仁(all citizens should be treated the same)，無論對象是

誰，服務的品質必須一致，因為「全體國民」都是「政府」的「重

要顧客」，政府機關必須對全體國民一視同仁，提供一致、優質的

服務。 

貳、政府衡量成功的標準與企業有很大差異 

Graham Hill（2000）認為，企業關注的焦點在於獲利，其可

以投資報酬率(return of investment, ROI)來衡量企業導入 CRM

系統成功與否。然而，政府機關導入 CRM 系統，並沒有一個「衡量」

是否成功的工具。因此，當政府機關編列預算(budget)推行 CRM 系

統時，極有可能面臨績效無法衡量的問題。但對政府來說，雖然推

行 CRM 系統可能短期內無法清楚得知成果，還是應該要排除萬難推

動；同時，也要先期訂定適合的衡量標準，以避免浪費並收其效益。 

參、政府較企業缺乏顧客導向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之下，企業對顧客導向的觀念可說是已深植

人心，不論是高層主管或是基層員工，皆具備此一觀念。然而，政

府機關則並未完全具備顧客導向的觀念，無法即時滿足人民的需

求。此有賴政府高層主管的支持，並強力倡導，始能風行草偃，上

行下效，達成施政目標。 

肆、政府的組織尚未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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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系統必須與整體組織緊密結合，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效益，

必要時需要調整組織結構以配合 CRM 系統，如：成立專責小組，負

責統籌 CRM 系統建置。此在企業組織中仍未能全面施行，而在政府

機關中推動改革，亦是有其相當困難，尚待克服。 

伍、企業管理方法不能完全移植 

政府近年來常因新聞媒體不斷報導很多企業界採行的管理方

法，一時風行也加以沿用，但成效不一。不是每種方法皆適合移

植到政府機關，政府必需要站在民眾的立場，切身處地的考量，

是否能為人民提供更好、更便利的服務？基於這個出發點，加上

為政府機關量身定作(customized)的管理方法，推行 CRM 系統才

易獲得成功。 

陸、組織成員的心態必須調整 

在現代的政府組織中，內部員工可依法組織工會，據以保障

自身的權益，並以團體的力量發聲，此現種象在當今歐美各國政

府相當普遍。然而，Graham Hill（2000）指出，歐美各國工會力

量強大，常為維護工會成員自身的權益，反而形成推行 CRM 系統

的阻礙。若所屬成員心態不能調整，抱持著守舊、停滯不前的觀

念，不僅推行 CRM 系統無法收到成效，也將造成人民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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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研究－以總統府為例 

為提高為民服務的品質與競爭力，政府機關對 CRM 應更加重視，

並擴展運用，但研究顯示，雖然 80％的企業對於 CRM 系統的幫助表示

滿意（胡尚義，2010：32），但導入 CRM 的失敗率卻高達 70％（陳佳

惠，2007：5），故有必要深入探討，瞭解問題之所在。 

由於政府與企業的成立目的與組織結構皆不盡相同，故 CRM 系統

之導入方法也不相同。「政府」一詞涵蓋單位甚廣，且單位與單位之

間差異甚大，若欲導入 CRM 系統也無法一體適用；其次，由於 CRM 系

統在政府機關之使用尚未成熟，仍在探索階段，因此，無法得知其整

體「普遍性」。本研究使用個案探討方法，以「總統府」為例，檢視

政府機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模式，本章分為四節，就個案機關

簡介、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評估、資訊發展策略與規劃研究專案

探討、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規劃及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預期效益

加以闡述探討。 

第一節 總統府推動電子化政府之發展 

本節將就個案機關總統府推動電子化政府之發展說明介紹。 

電子化政府係政府機關運用資計與通信科技，形成網網相連，並

透過不同的資訊服務設施（包括電話、網際網路、公用電腦網站等），

對機關、企業與民眾在其方便時間、地點及方式下，提供自動化服務

的總體概念（行政院研考會，2004，III：63-64）。我國於1994年成

立NII推動小組（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推動國內資

訊網路的建設與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以網際網路為基礎，整合政府

機關與民眾資訊，建立臺灣電子化政府的推動（徐仙卿，2004：34）。 

在企業大量電子化時，政府的服務也應同步變革與轉型，向新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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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學習。各級政府機關曾以權責劃分來推展電子化政府流程，

現在則以顧客的觀點來推展（行政院研考會，2005：7）。為達成「一

處收件，全程服務」之目標，透過單一資訊共通平台的建置，提供查

詢、申辦、審驗與多元付費等客製化服務，再造行政流程（行政院研

考會，2004：71-72）。 

我國電子化政府已建置政府網際服務網（GSN），提供政府機關上

網之服務；已完成公鑰憑證基礎建設，解決政府網路作業與服務所涉

及的資訊安全問題；已建立跨機關互通環境，提升總體行政效能；已

完成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簡化各機關前置處理，確保公文交換的時效

與安全性（行政院研考會，2005：100-102）。 

1990年7月總統府成立任務編組之電腦室，隸屬第三局，積極展開

業務電腦化工作。1992年11月委託資策會針對總統府各項業務，進行

辦公室自動化整體規畫，次年九月，資策會提出總統府辦公室自動化

整體規劃報告，以「公文管理自動化」為辦公室自動化目標，並擬定

1995、1996、1997年度系統建置發展計畫。 

1995年12月，總統府辦公室自動化系統開始啟用，科長以下全面

使用電腦處理公務資料；1996年2月，李登輝前總統啟用總統府全球資

訊網，總統府網路正式連接網際網路；1997年持續將人事差勤、人民

陳情、總統禮品管理、典禮集會管理、驗印簿查詢、廠商進館安全查

核等業務納入電腦化作業，並於1998年1月1日起推動全府上線；1998

年7月總統府公報上網，以全文檢索方式供各界查閱。 

1999年6月，規劃完成公元2000年資訊危機解決方案；1999年7月

完成新版公文系統改版作業；2000年10月，總統府全球資訊網委託中

央研究院代管；2000年11月，總統府網際網路全面開放總統府職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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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01年1月，配合電子化政府政策，總統府公文電子交換系統收文

作業正式啟用。 

壹、現有的各項資源概況 

要落實電子化政府的目標，必須仰賴資訊資源的充分利用，以

下謹就總統府現有的各項資源概況，依「通訊網路」、「系統設備」、

「資訊系統應用」三個部分說明如下。 

一、通訊網路 

總統府網路於 1994 年 6 月鋪設完成，初期共佈建網路連結

點 380 個，後為因應 2003 年辦公室整體修繕搬遷需要，網路

連接點增至 900 個。各辦公室個人電腦及印表機以水平雙絞線

連至各樓層網路機櫃內之交換器(不含五樓)，交換器則經九條

光纖纜線連至電腦機房內之網路交換器，與各主機相通，或經

由防火牆、路由器，以電信局數據專線連接至中央研究院上網

際網路。 

二、系統設備 

總統府的資訊系統，係採用主從分散式(client/server)

架構，其組成元件包含伺服主機、網路及個人電腦等周邊設備

三個部分，SERVER(伺服器)端以 WINDOWS NT 作為系統作業平

台，CLIENT(工作站)端則於視窗環境(95、98、ME)下作業，在

總統府辦公之職員人機比超過 1：0.9（林秀貞等，1999：4-7）。 

三、應用系統：可分為通用系統及特定系統兩部分，說明如下。 

(一)通用系統：包括 

1.公文管理系統：基於資訊共享原則，總統府公文管理系統

從收文至歸檔，採一貫電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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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事差勤管理系統。 

3.先導系統：包括電子信箱、公務派車、會議記事、通報查

詢、名片管理、檔案搜尋、圖書查詢、電子佈告欄等。 

(二)特定系統：包括下列兩部分。 

1.人事薪資管理系統。 

2.先導系統：包括禮品管理、廠商進館安全查核、典禮集會

管理、驗印簿索引、圖書管理、財物管理、公報管理、勳

章名錄等（林秀貞，2001：7-12）。 

貳、電子化作業程序 

總統府辦公室自動化系統，包括內部 Intranet 及 Internet 對外

連線，由於總統府內大部分業務仍為幕僚性質，對外業務除公報訂

閱、人民陳情及總統、副總統信箱暨電子化公文等外，其餘皆為總統

府內的內部作業，說明如下。 

一、相關資訊系統應用概況 

就資訊系統的應用來說，可分成「通用系統」與「特定系

統」兩個部分。其中，「通用系統」包括有公文管理系統、人

事差勤管理系統、電子信箱、公務派車、會議記事、通報查詢、

名片管理、檔案搜尋、圖書查詢、電子佈告欄等；而「特定系

統」則包括有人事薪資管理系統、禮品管理、廠商進館安全查

核、典禮集會管理、驗印簿索引、圖書管理、財物管理、公報

管理、勳章名錄等。 

以下依照總統府各內部單位需求，以及系統應用性質等兩

個向度歸納分類，如表 5-1、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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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總統府通用資訊系統與單位需求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2 總統府特用資訊系統與單位需求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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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集會管理          
宴會管理系統          
驗印簿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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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管理          
公報管理          
勳章名錄          
退輔會系統          
銓敘部系統          
主計處 
會計系統 

         

人民陳情          
公報系統          
電子報          
全球資訊網          



第五章 個案研究 

 75 

電子化政府的目標必須藉由機關作業全面電子化來達成，以下

就總統府所提供電子化作業的項目與行政院做一比較分析，如表

5-3。 

其中有部分與便民服務相關者，如「戶籍謄本」、「地籍謄本」

之申請不屬於總統府業務的範疇。事實上，總統府所提供相關的電

子化作業已滿足「電子化政府」的基本需求。 

表 5-3 總統府與行政院之電子化政府項目比較表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秀貞（2001：21-25） 

二、總統府推動電子化政府的內涵 

「電子化政府」之內涵，乃在運用資訊和通訊科技，提高

行政效能，支援政府再造，推動行政革新。綜合來說，即是以

現有的系統為主軸，推動總統府辦公室自動化，普及資訊運

用，建立可信賴的資訊與通訊安全環境，便利資訊作業順利運

作，提升資訊運用整體效益。提升總統府內部職員上網能力，

以方便運用網際網路資源，查詢即時資訊、蒐集業務有關資

指        標 總統府 行政院 

機關網路環境 O O 
區域網路建置 

連上網際網路 

機關全球資訊網站設置 

 

O 

 

O 

公務人員運用網路能力 O O 
使用電子郵遞 

使用瀏覽器 
O O 

機關資訊應用 O O 
公文電子交換 O O 

網路申辦服務(申辦表單上網、網路申辦) O O 
戶籍謄本人工核發：無 

地籍謄本人工核發減量 

電子表單應用普及率 

 

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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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建立知識工作模式，以升昇工作職能，增進應變力及創意

力。 

三、整體基礎建設：包括下列三個部分，說明如下。 

(一)資訊基礎建設 

就整體的組織活動而言，包括一般管理的規劃、組織、領導、

控制，如組織結構、控制系統、組織文化、財務、會計，以及溝

通協調的管道等，此必須仰賴完整的資訊基礎建設，也就是以「骨

幹網路基礎」，作為組織溝通管制的平台。 

(二)知識系統之整合 

在主要的活動方面，係由作業程序的角度規劃，以完整的

工作流程(workflow)為主軸，對現有系統進行整合。而在支援

活動方面，則以強化組織學習能力與建構組織知識管理系統為

重要基礎。例如，電子化學習環境(e-learning)、電子計畫管

理、組織智慧資產、知識管理等。 

(三)安全機制之建立 

資訊技術的應用普及化，帶來可觀的效益，惟亦產生相當

的後遺症，必須要能有效的管理及有具體的安全管制機制配套

方案。如資訊安全政策制定、資訊安全組織及權責、人員安全

管理及教育訓練、電腦系統安全管理、網路安全管理、系統存

取控制、系統發展及維護之安全管理、資訊資產之安全管理、

實體及環境安全管理、電子法規等，皆屬於建立安全管制機制

的具體內涵。 

四、作業與行銷程序：包括下列兩部分，說明如下。 

(一)資訊數位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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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的組織，主要功能在於維持政府的行政運作，實際生

產的產品有：「公報」、「電子報」、「全球資訊網」，以及「便

民服務」等。 

(二)資訊網路化行銷 

行銷最困難之處在於不知顧客在哪，因此也就無從行銷起。

以總統府所提供之「公報」、「電子報」、「全球資訊網」等產

品而言，可藉由總統府全球資訊網開放民眾上線註冊(訂閱)，或

與其他具知名度的入口網站(portal site)進行策略聯盟

(strategic alliance)，利用廣告以增加總統府相關產品的行銷

成功率，如過去民進黨政府執政時代發行的阿扁總統電子報及現

行馬政府推出的治國週記。 

五、內外物流：包括下列兩個部分，說明如下。 

(一)資訊來源的自動化 

總統府的生產製造活動，與一般的營利事業大不相同，其所

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並未與民眾直接相關，而是以支援總統、副

總統行政作業、其他政府機關運作所需的頒布法令、人事命令，

以及部分的便民服務項目，如人民陳情、開放參觀等業務為主，

其主要的產品是總統府公報、電子報、總統府全球資訊網等。 

此外，其他政府機關的相關系統，如退輔會系統、銓敘部系

統等，因作業上之需求，而需由外部(內政部、銓敘部、退輔會)

取得資料進行編撰。此部分所需之一系列傳遞(散播)以及各部門

間的協調溝通，涉及跨組織的整合作業，包括「檔案傳輸」、「電

子目錄」、「電子政府出版流通管理」等。 

(二)檔案傳輸的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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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落實資訊傳遞的自動化，組織間資料格式的傳輸必須要

能夠標準化。數位資訊可以藉由網路迅速散播，但若涉及跨組

織的整合，便需要仰賴標準的建立，如政府機關間全面實施的

「公文電子交換」措施。 

六、服務：包括下列兩個部分，說明如下。 

(一)電子民意信箱 

儘管總統府不若一般政府機關直接提供民眾之服務，但自

總統民選以來，總統的權力建立在民意基礎之上。因此，掌握

民意，直接與民眾的溝通接觸，成為總統府的重點工作項目。

為因應時代潮流的變遷及ｅ世代的來臨，於2000年 6月及2002

年 6 月分別設置「總統網路信箱」與「副總統網路信箱」，提

供民眾一個更直接、快速表達對政府施政、公共利益之興革建

言及個人權益之維護等陳情管道（韓國峰等，2004：4-6）。

由於網路具備不受時空限制的特性，經由「電子民意信箱」可

隨時了解最新的民意，提供政府施政的參考。 

(二)便民服務、電子窗口 

總統府提供的便民服務管道，除了「民意信箱」外，以「人

民陳情」以及「開放參觀」為最主要的項目。「人民陳情」提

供較「民意信箱」更具體、直接的服務管道，公共事務室必須

將人民陳情案件進行管制，並按權責單位逐級辦理，期以最快

的速度回應陳情，提升政府的效能（劉珊芳，2009：5）；另

外，總統府每週一至週五上午時段均開放民眾參觀，為因應急

遽增加的參觀需求，亦建置有「電子窗口」以服務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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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評估 

在釐清總統府的顧客之後，我們就可以針對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導

入總統府是否合適，做出具體的評估。以下分兩點論述： 

壹、企業及地方政府所採用之 CRM 系統並不適合導入總統府 

如前所述，企業與政府型態大不相同，故 CRM 系統無法一體適

用。企業注重利用 CRM 系統來提高本身的獲利率，政府則著重在利

用該系統提供人民更為優質的服務；其次，總統府在政府體系中屬

於中央幕僚機關，並非地方行政機關(如：縣、市政府)，故與人民

直接接觸機會較少，提供之直接服務也相對減少。基於效益的考

量，如果導入企業或地方政府所採用的 CRM 系統，所產生的效益將

被壓縮而無法為人民所能切身感受到。故企業界及地方政府所採用

的 CRM 系統必須經過修改，並不適合以封包型態(package)，完全

移植至總統府。 

貳、總統府 CRM 系統將以「協同型」及「資料分析型」CRM 系

統為重點 

如果前述為真，企業界及地方政府所採用之 CRM 系統並不適合

以完全移植方式導入總統府，那麼總統府還有導入 CRM 系統的必要

性嗎？研究者的結論是仍有其必要，但總統府 CRM 系統之重點，不

在於點對點的單一民眾服務(此部分主要係由地方縣市政府負責)

而是著重在跨部門之資料分享(屬可公開部分之資料)，使各個業務

承辦人能夠得到來自其他局、處、室的支援，形成一個活絡的內部

網路系統，此可避免無謂的成本浪費，有效提升機關的行政效率與

效能。上述這個跨部門的資料分享體系，後續可發展成為總統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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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管理系統」之基礎建設，此種應用即前述 CRM 系統的第二種型

態：協同型 CRM 系統(collaborative CRM)。 

此外，由於總統府之性質為總統的幕僚機關，有義務及責任提

供「彙整後」的資料給總統府高層長官，供其作為決策之參考。這

部分即是將各部門蒐集獲得的顧客相關資料，經由分析工具

(analytical tools)的使用，將原始資料(通常是非結構化資料，

unstructured data) 轉 成 可 供 決 策 者 使 用 的 結 構 化 資 料

(structured data)，或稱後設資料(metadata)，此部分是總統府

所要推動的目標，亦即總統府委託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所制訂的

「資訊發展策略與規劃研究專案」中，所提到的「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此種應用即係 CRM 系統的第三

種型態：資料分析型 CRM 系統(analytical CRM)。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依據總統府機關特性，將修正後(modified)

的總統府 CRM 系統，整理如表 5-4 所示： 

CRM 系統 

應用型態 操作型 CRM 系統 協同型 CRM 系統 
資料分析型 

CRM 系統 

 

 

內容說明 

 

直 接 與 顧 客 接

觸，提供所需服

務，並取得顧客相

關資料。 

透過資訊科技的

協助，各部門提

供、分享可公開資

料。 

將操作型 CRM 系

統所獲取之顧客

資料，透過分析工

具的使用，彙整成

後 設 資 料

(metadata)。 

 

未來發展目標 

針對定義之總統

府顧客，提供良好

的服務。 

知識管理系統。 決策支援系統。 

終極目標 
貫 徹 「 以 民 為 主 ， 顧 客 至 上 」 的 顧 客 導 向

(customer-centric)理念。 

5-4  總統府之 CRM 系統應用型態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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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發展策略與規劃研究專案探討 

 專案管理是現今最熱門的管理技術，本研究利用專案管理的知

識，探討總統府委託叡揚資訊公司所進行的「總統府資訊發展策略與

規劃研究專案」中，為了能讓資訊發展策略規劃契合組織的發展願景，

如圖 5-1 資訊策略規劃精神圖所示。針對總統府整個組織之發展策

略，考量總統府現行的作業流程、目前資訊系統的運作狀況，加上在

環境因素之機會、挑戰及前瞻性之資訊科技等，進行總統府資訊現狀

(current status)與電子化總統府願景(future status)之差異分析

(gap analysis)，探索如何達成電子化總統府的願景，據此規劃出實

現所需的資訊建設。 

依據各業務項目與資料族的關係，建置資料流程圖，再根據資料

流程圖中各業務項目對各資料族的建立與使用關係作叢集分類，得到

建置資訊系統分類，總共包含計畫管理系統、公務管理系統、人力資

源管理系統、人員管理系統、知識管理系統、決策支援系統、顧客關

係管理系統、全球資訊網管理系統、基礎建設、公文及表單管理系統

等十個系統，各系統的關連圖如圖 5-2 所示。 



公部門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個案研究 

 82 

 
公文及表單系統 

全球資訊網 

管理系統 

基 礎 建 設 

決策支援系統 

人員管理系統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知識管理系統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公務管理系統 

計畫管理系統 

 

圖 5-1 系統關連圖 

資料來源：引自叡揚資訊公司研究專案（2004） 

由此系統關連圖，可以發現總統府將 CRM 系統定位在包含內部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外部(全球資訊網系統)顧客關係的維繫；在

內部顧客(員工)方面，強調對人力資源有效的管理，範圍包括：人

事薪資管理、人員進出管理、人力素質的提升與訓練；在外部顧客

方面，強調開放民眾參觀的管理、與人民互動的網站設計以及人民

線上陳情的回覆與查詢；除了這兩個部分以外，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本身也包含總統禮品管理、賓客管理及國內外聞人背景資料及關係

的建立。 

另一方面，總統府希望建置知識管理系統，將所有總統府內部

業務、專案與計畫的流程皆能標準化，進一步累積知識、分享知識

並針對各計畫進行有效的控管。在長期的規劃中，CRM 系統更將配

合知識管理系統，作為決策分析系統的先期依據資料，協助決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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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分析系統的建置完成，提供高層長官決策分析資訊（叡揚資訊，

2004：23-32）。 

第四節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規劃 

在許多國家，健全的 CRM 遍及服務、科技、製造、零售等行業。

拜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興起所賜，許多以顧客資料為中心資料的公

司，在善用先進的資訊科技以後，在短短的幾年內業績成倍數成長。

本節謹就個案的系統方向及系統技術加以論述。 

壹、系統方向 

根據前三節的分析，將 CRM 系統導入總統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實施，其各個階段的目標如圖 5-2 所示，分別如下所述： 

一、短期目標：建置基礎建設，統合各單位相關顧客的資訊，成為單

一的共享資料庫平台，進而可累積大量的資訊，提供未來進一步

顧客資料的挖掘與分析。 

二、中期目標：完成建置 CRM 系統，提供全面的服務，包括重要陳情

民眾的管理追蹤，總統、副總統電子信箱的資料庫管理，各業務

單位的名片資訊整合、名條列印、禮品與賓客資訊管理等。此外，

可將顧客背景資料的蒐集予以自動化，配合顧客群組提供自動化

分類資訊，進行顧客群組資料的分析與管理。 

三、長期目標：以 CRM 系統分析得到的顧客群組資料，配合知識管理

系統，以完整的交叉分析介面，有系統性、有效地累積與分享組

織知識，作為決策分析系統的先期依據資料，以協助決策支援分

析系統的建置完成，提供高層長官決策分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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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導入 CRM 系統三階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3 預期系統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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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建議個案機關如規劃在導入 CRM 系統，短期目標

應該建立一個整合各業務單位資料的共享平台，並且利用自動蒐集

資料的外部搜尋引擎，定時向外搜索資料，隨時擴充、更新資料庫

中的資訊，其結構如圖 5-3 示。 

此系統可提供業務承辦人員在需要跨單位資料時，可以迅速取

得共享，節省不同業務單位間交換資料、重複建檔的工作；並且在

向外蒐集資訊時，不需要到各個搜尋網站搜尋；甚至避免資料保存

時間，或者需要鍵入許多同義的關鍵字進行多次搜尋，才能找到完

整資料的限制。 

貳、系統技術 
經過蒐集市面上不同資訊廠商資料分析，發現目前已經有成熟

的技術可以滿足初期的系統需求。大致可分為下列兩個部分，分別

說明如下： 

一、自動、定時搜尋的搜尋工具 

目前許多資訊軟體廠商皆有此種類型的軟體，其主要的功能，

是將網路中大量的非結構性資料自動、定時撈取進分類器中。此部

分又可以稱為「蒐集資料規則管理」，包含可設定蒐集的起始網址、

可自定蒐集網站的層次(可蒐集網站的部份內容或蒐集網站所有的

內容)、可設定欲蒐集的檔案類型、設定儲存位置等蒐集規則、可同

時蒐集多個關聯網站的內容、只蒐集新增或異動的內容、可設定蒐

集排除規則、支援代理伺服器 Proxy、支援 Cookie 型態。每次蒐集

都會產生新增、刪除、異動檔案的完整記錄，可依日期的不同自動

調整蒐集規則，簡化蒐集規則的訂定。 

在搜尋的過程中，也可透過自然語言的處理，增加搜尋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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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與使用容易度。以現在的技術能力，搜尋器也可做到影音

資料的搜尋處理，在未來對顧客資料的累積上，不僅擁有文字的

檔案，更可搭配顧客的影音圖檔資料，更能有效掌握資料的多元

性與完整性。 

二、將蒐集進來的原始資料自動進行分類建檔，及時擴充、更新資料

庫的資料內容 

此一部分的技術，主要是希望透過電腦，自動將蒐集得到的

資料，依業務承辦人員所設定的分類規則，進行自動分類整理到

資訊共享平台，並配合使用權限的控管，使各業務承辦人員可以

快速、有系統查詢到自己所需的資料。亦即在此階段，可將由搜

尋引擎大量撈取的非結構性資料，轉換成對各業務承辦人員有用

的結構性資料。 

目前廠商提供的技術層級，可以達成「關係建立」的需求，

也就是透過軟體，讓系統根據所蒐集得來的資料，進行自動分析，

找出其中人與人、人與事之間的關係，並將此關係建立在資料庫

中。由此建立的資料，可以提供總統府相關人員作為與外界人士

聯繫的依據。 

 

第五節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預期效益與成功關鍵因素 

本研究經訪談研究分析，若個案導入 CRM 系統，可預期有那些效

益？又個案導入 CRM 系統有那些關鍵成功因素可供參考？亦為本研究

的另一個重點目標。本節謹就預期效益與關鍵成功因素加以論述及彙

整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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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預期效益 

Pushkala et al（2006）指出，實施 CRM 所達成的效率，可以協

助企業發現有利可圖的市場或商機，相對於競爭對手，可以用較低的

成本提供顧客更高的價值，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要成功實施 CRM，

則是要結合資訊科技、資訊資源和組織資源，才能發揮最佳的效果。

而 Coltman（2007）則認為，單純應用 CRM 是過時的管理思維，要真正

建立 CRM，需要仰賴企業的組織人力、技術與業務能力的整合。涂富閔

（2009）歸納整理企業導入 CRM 後，可產生下列六項效益，分別為：

1.增加收益 2.降低成本 3.減少顧客抱怨 4.提升顧客忠誠度 5.增加銷

售活動效率 6.提升企業反應能力（涂富閔，2009：7-15）。 

盧坤利（2000）研究認為，企業實施 CRM 可產生下列七項效益，

分別為：1.交叉行銷能增加收益 2.顧客互動增加獲利率 3.顧客導向能

降低成本 4.提高市場專注性 5.減少新銷售活動嘗試錯誤的頻率 6.增

加小型目標行銷的次數 7.增加顧客知識（轉引自陳識仁，2009：

37-38）。 

導入 CRM 是件工程浩大的工作，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確實掌

握 CRM 的成功關鍵因素，將有助於降低失敗的可能性。 

一、初期效益 

本研究經實施深訪度訪談及參閱總統府長期的資訊發展策略

與規劃報告結果，預期新系統建置後，初期將可帶來下列效益，其

效益主要集中於總統府內業務效能的提升，如圖 5-4 所示： 

(一)整合府內業務相關聞人資訊，提供共享公用資訊。 

(二)掌握賓客資訊，增進業務作業效能。 

(三)掌握業務相關人士人際關係，輔助業務運作。 

(四)避免業務承辦人員重複建置相同資料，節省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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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資料電子全文檢索功能，避免紙本資料查詢費時及時

效性、準確性不足。 

建置 CRM 系統先期資訊共享平台的初期目標，在使總統府具備

未來發揮「以顧客為導向」服務精神的基礎，希望能讓府內職員充

分建立業務相關單位互動支援的關係，輔助業務運作，以有效縮短

作業所需的時間與流程。 

 

 
 
 
 
 
 
 
 
 
 
 
 
 

 

圖 5-4 CRM 系統的初期效益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中期效益 

總統府若能成功導入 CRM 系統後，將可有效統合原先各業務單位

針對總統府不同的顧客所提供的服務，尤其是與外界民眾接觸的部分

(全球資訊網)，藉由強化總統府的業務分工機制，增強各單位之橫向

聯繫功能，將總統府的相關資訊有效整合。總統府資訊的透明化，可

整合府內業務相關聞人資

訊，提供共享公用資訊。 

 

掌握賓客資訊，增 

進業務作業效能。 

掌握業務相關人士人際 
關係，輔助業務運作。 

避免業務承辦人員

重複建置相同資

料，節省作業時間。 

CRM 系統初期效益 

未來決策支援系統的

先期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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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眾更加了解總統的施政理念與施政績效，增進民眾對總統、副總

統及總統府的認識、瞭解與互動交流。 

在過去，民眾對政府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是保守、僵化及欠缺

服務熱忱等，現在，因應網際網路發展的新時代來臨，總統府不論在

在觀念上及態度上，都要作為率先突破的模範。在觀念上，要由過去

的「管理者」角色，改變為「服務者」，亦即要把民眾的需求，列為

施政的第一優先；而在態度上，則要發揚「顧客導向」的精神，改變

公務人員的工作心態，提供全民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換言之，

也就是成功導入 CRM 系統後的總統府，對外將提供主動、即時的線上

服務系統(On-line services)，使民眾可以在線上申辦總統府服務事

項，線上查詢所申請業務的辦理進度與結果；對內則應強化業務的執

行效能，有效統合相關業務作業，提供民眾優質的服務。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在國際外交體系的特殊性，拓展台灣在國際

上的視野，一直是政府持續努力的方向。透過 CRM 系統的建置，在針

對國外聞人的業務部分，總統府將整合致贈外國賓客禮品及宴會管理

系統、自動搜尋更新國外聞人資訊的資料庫，以有效掌握國外賓客與

聞人的最新訊息與個人背景資料，提供給高層長官做為主動與國外聞

人建立、維繫關係的基礎，未來不管是在元首出訪、賓客邀訪及聞人

聯繫的作業上，都能產生極大的助益。 

三、長期效益 

在總統府長期的資訊發展策略與規劃中，其願景是希望建立一套

透過內部、外部資訊整合，提供各項靜態、動態業務資訊的決策支援

系統，以輔助決策者掌握政策規劃與業務執行狀況，充分善盡總統幕

僚之職能。而建置決策支援系統的基礎工作，就是需要一個擁有龐大

資料數量的資料庫，才能進行資料抽取、轉換和彙整作業。而在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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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長期累積、分析所得到的顧客資料庫，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搭配知識管理系統中知識傳承、分享、創造的機制，進而提供決策者

直覺化圖形介面，以多維分析角度，進行決策分析的工作，增加高層

主管決策的品質與命中率，並能縮短達成有效決策的時間與流程，達

成建置決策支援系統所預期的目標。此一決策支援系統建置後，預期

對於主要使用者(總統府高層長官)將能達到以下效益： 

(一)使用者導向，操作簡單，使用方便。 

(二)透過指標雷達圖快速暸解組織整體業務執行狀況。 

(三)提升人員發展能力，有效改善工作流程。 

(四)透過單一介面，進行各項業務參考資訊，各類活動內容之查詢，

強化各單位橫向聯繫功能。 

(五)可迅速下鑽(drill-down)，找出問題點。 

(六)協助實現目標管理和例外管理。 

(七)提供快速蒐集分析資訊的能力。 

(八)提高幕僚的生產力及主管決策命中率。 

 

貳、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成功的關鍵因素 

Lassar et al.（2008）強調「人」的重要性，認為 CRM 實施的

流程與架構，取決於企業財務支持、熱情、實踐、耐心、持續關切，

而其發展的關鍵點，在於專責的領導者，其對 CRM 的瞭解及態度會影

響成效（引自涂富閔，2009：12-13）；陳培芳（2006：14）指出五項

關鍵成功因素，包括 1.整合內部的資訊 2.設立溝通的管道 3.支援策略

的執行 4.處理變革的抗拒 5.組織文化的調整等；汪銘賢（2008：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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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CRM 的關鍵成功因素為：1.採用務實而嚴謹的 CRM 系統 2.執行範

圍較小、目標適當、焦點明確的方案。 

NCR（安訊資訊系統公司，1999）對 CRM 解決方案的的成功要素，

提供下列八點建議：1.建立能擷取所有顧客歷史的資料庫 2.建立良好

的顧客互動管道 3.顧客服務人員必須能即時存取、利用資料庫，俾與

顧客良好互動4.根據利潤貢獻度區隔顧客5.企業必須編列相關之長期

預算，並取得高層管理者的支持 6. 建立實驗與對照組，俾可證明推

動 CRM 的成效 7.採用公正的辦法，以確保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基本條件

完全相同 8.要能迅速獲得成效，俾向管理階層證明 CRM 的具體效益（轉

引自黃雄鵬，2004：18；李妙福，1999：47）；而杜長鴻（2010：17）

則以個案研究結果，認為導入 CRM 的關鍵成功因素有：1.明確的專案

目標 2.分散且整合的資訊系統 3.IT 基礎建設（IT infrastructure）

之整合與有效之備援方案等三項。 

針對總統府導入 CRM 系統，為求將有限資源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使新系統在短期內有顯著的功效，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六點關鍵成功因

素，如圖 5-5 個案導入 CRM 系統關鍵成功因素圖所示。此六點關鍵成

功因素，必須配合在總統府 CRM 系統設計、建置時，一併列入設計規

格或注意事項中，才能達到不同業務單位對新系統的各種功能要求，

說明如下。 

一、資訊安全(使用權限)的設計 

在短期的建置目標中，一旦將各業務單位資料整合成單一共

享資訊平台，必須要能視各資料的機密程度，讓不同等級的業務

承辦人員有權去閱讀或修改內容，此必須透過嚴謹的權限控管才

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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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外部搜尋引擎需要定時、自動的向外搜尋大量資訊，而

這些外部資訊都有包含病毒的可能，在系統設計規劃時，必須考

量此一問題並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有效規劃防止病毒入侵的資

安問題，。 

而在另一方面，由於「總統府」本身即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

絕不容許有任何駭客的攻擊行動成功；同時，目前大部分的系統

皆建置在封閉的網路架構中，未來一旦要定時、大量向外撈取資

料，甚至提供高層長官無線行動查詢的功能，對於防止入侵方面

的資安規劃必須嚴予重視。 

二、具備資料行動化(PDA 下載)之功能 

在訪談中，各單位的主官皆有提及有關資訊行動化的重要

性，尤其是某些單位的業務主管，因為單位業務的需要，有必要

長時間在辦公室以外的環境辦公，必須能夠將整合好的資料，透

過資訊設備的協助，使辦公室行動化。因此，未來新系統的設計，

必須配合 PDA 或平板電腦的資料下載，提供無線查詢、即時更新

資訊的功能，使主管在外時，依然可以掌握即時資訊，迅速決策，

達成辦公室行動化的目標。 

三、資料檔案格式的轉換 

目前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員在自行建置檔案資料時，所採用之

資料格式不盡相同，皆是依據各業務承辦人員的偏好使用軟體。

目前格式計有：Notes、Excel、Word、Access 等，檔案格式十分

多樣化。新系統須具備將各種檔案格式互相轉換的功能，才能增

加使用上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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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層長官對新系統大力推動的制度設計 

推動一個新的系統上線使用，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

要如何使各個業務承辦人員願意改變原先的作業方式，而去配

合使用新系統的作業流程。一個規劃得再好的系統，如果沒有

人願意使用，也只是一個失敗的系統，無法發揮該系統建置的

效益。 

要克服以上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推動制度設計的便利性，

而高層長官推動的決心與意志，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必須要

有高層長官的大力配合推動，並且將此決心貫徹到制度的設

計，形成誘因，使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員願意徹底執行、並樂於

使用新系統的作業流程。 

五、新系統使用人員的回饋(feedback) 

一個能有效整合各單位內部與外部大量資料的知識平

台，需要不斷的學習，並根據使用者的業務所需分類或習慣使

用方式來作檢討修正。將業務承辦人的使用經驗反饋到系統中

作分析，建立一套適合的運作模式，加強系統的準確性、可利

用性及提高自動化的程度。在此過程中，自動化系統能支援的

部分將逐漸增加，並能減少所需的人力資源。 

在系統設計中，必須能夠提供業務承辦人員在使用過程

中，將其使用經驗回饋到系統中的機會，使新系統能在最短時

間內，建立符合業務單位所需的作業模式，發揮最大的效能。 

六、系統的自動化程度 

將新系統導入總統府時，新系統本身自動化的程度，是另

一個需要考量的重點，尤其是在系統建置初期，其自動化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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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會影響新系統的導入成功與否。在系統建置之初，如果需

要業務承辦人員花費許多心力，將自己原有的資料、檔案重新

建置到資料庫中，並且也要其自行作分類整理，由於此種方式

會增加業務承辦人員的工作量及作業流程，其結果必然會減低

業務承辦人員對於新系統的配合程度與使用的意願，使得新系

統的效益不易彰顯，進而導致總統府導入 CRM 系統的失敗。 

因此，在新系統的規格設計上，必須要重視此一關鍵問

題，要讓新系統在導入初期就能發揮效用，不需要再花費太多

配合的人力與時間投入，如此，方能增加新系統成功導入總統

府的可行性。 

 

 

 

 

 

 

 

 

 

 

 

 

 

圖 5-5 個案導入 CRM 系統關鍵成功因素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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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旨在彙整研究所獲得之研究發現、研究建議及研究展望，作

為本研究之總結，為本機關及後續研究者提供相關建議。第一節先就

文獻理論探討及深度訪談結果，整理歸納本研究之主要發現；並綜合

研究結果，提出對總統府 CRM 系統規劃建置的建議，以供參考。第二

節針對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對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由於目前顧客關係管理(CRM)系統的導入，在政府機關仍處於初始

應用的階段，並沒有太多的實際案例與理論可供研究。但隨著企業型

政府觀念的興起及電子化政府的推動，政府已正視到：做好 CRM 是一

條一定要走的道路。 

往昔的政府機關在科層體制的運作下，組織呈現僵化的現象，往

往忽視人民的感受，造成民眾對政府的詬病與普遍的不信任。因此，

本研究希望政府能力求改革，並以企業為師，藉由研究 CRM 而認識、

重視並導入系統，以改善自身的運作模式，真正成為一個「以民為主，

顧客導向」的政府。 

本研究在 CRM 系統的探討上，採用四階段的研究方式，在各個不

同階段中，有如下之發現： 

一、第一階段：根據總統府的機關業務特性，清楚定位總統府所服務

的顧客是誰，了解顧客的需要，並適時提供適宜的服務。 

對「總統府」來說，內部顧客是「總統」及「府內業務單位」

二者。第一，對總統來說，總統府為總統的幕僚機構，依照中華

民國總統府組織法規定執行職務，即使產生政黨輪替現象，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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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機關角色會依新任總統的需求，而在新政策的執行上有所調

整，但各業務單位的「組織職掌」是不變的。第二，對府內業務

單位來說，總統府必須提供良好之工作環境及快速便捷之工作系

統，俾使所有府內職員能提供外部顧客最優質的服務。 

由於政府機關對服務的對象並無排他性，故除了上述的總統

及府內業務單位外，都是總統府的外部顧客。此外部顧客乃是以

「國家」為單位，包含了全國人民及外國的國賓、政要聞人。總

統府的外部顧客，不會因選舉的結果不同而有任何的改變。 

二、第二階段：針對總統府的顧客特性，找出適合此顧客特性的 CRM 

系統導入方向，總統府建置 CRM 系統，將以「協同型」及「資料 

分析型」CRM 系統為重點。 

企業與政府間，本於組織與目的等之不同，故 CRM 系統無法

一體適用。在政府體系中，總統府屬於中央幕僚機關，並非如一

般行政機關需要經常與民眾直接接觸、服務民眾。因此，企業及

一般政府機關所採用之 CRM 系統，並不適合以封包型態導入、移

植至總統府。 

依總統府機關之特性，建置 CRM 系統之重點，不在於點對點

的單一民眾服務的「操作型」CRM 系統，而是著重在總統府內各部

門服務顧客資料的分享，此種跨部門之間的服務顧客資料分享應

用，即是「協同型」CRM 系統(collaborative CRM)。 

此外，由於總統府為幕僚機關，必需將各部門蒐集得來的顧

客相關資料，經由分析工具的使用，將原始資料轉成可供總統府

高層決策者使用的結構化資料，供其決策之用。此種「決策支援

系統」(DSS)的應用，即是「資料分析型」CRM 系統(analytical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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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階段：經由文獻分析與對總統府資訊系統整體規劃的了解，

探討政府機關導入 CRM 系統的問題及關鍵的成功因素，說明如下。 

（一）政府機關導入 CRM 系統需要克服的六項問題 

本研究認為，政府機關導入 CRM 系統，需要克服下列六項問

題，才可獲致具體成效，分別是：1. 政府要平等對待所有人民：

對全體國民必須要能一視同仁，提供一致、優質的服務。2.政府

要能訂定衡量成功的標準：政府推行 CRM 系統，必須設法訂定適

合本身的衡量標準，以避免績效無法評估的問題。3.政府缺乏顧

客導向：以致無法即時滿足人民的需求，此有賴高層主管的支持，

並強力倡導。4.政府組織尚未做好準備：CRM 系統必須與整體組織

緊密結合，才能發揮最大效益，必要時需要調整政府的組織結構

以為因應。5.企業管理方法不能完全移植：不是每種企業行之有

效的管理方法，皆適合移植，政府必需要站在民眾的立場考量，

加上為政府機關量身定作的管理方法，推行 CRM 系統才易獲得成

功。6.組織成員心態必須調整：歐美各國工會常為維護其成員自

身的權益，形成推行 CRM 系統的阻礙。若其心態不能調整，仍抱

持著守舊的觀念，不僅推行 CRM 系統無法收到成效，也將造成人

民的不信任感。 

（二）政府機關導入 CRM 系統的六項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歸納認為，總統府導入 CRM 系統，要在短期內有顯著

的效果，必須注意下列六項的關鍵成功因素，分別是：1.具備完

整周密的資訊安全(使用權限)設計，有效防止病毒入侵。2.提供

資料行動化(PDA 下載)的功能，使主管可以掌握即時資訊，迅速決

策，達成辦公室行動化的目標。3.具備資料檔案格式互相轉換的

功能，使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員增加使用上的便利性。4.高層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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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系統的大力推動，使各業務承辦人員願意配合使用新系統的

作業流程。5.新系統使用人員的回饋設計，使新系統能在最短時

間內，建立符合業務單位所需的作業模式，發揮最大的效能。6.

新系統具備高度的自動化功能，業務承辦人員不需要花費太多配

合的人力與時間投入，方能增加新系統成功導入總統府的可行性。 

四、第四階段：透過與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的深度訪談，找出現行作

業環境的問題與需求，並且瞭解各業務單位的作業流程，確認符

合需求的 CRM 系統設計，並提出能符合總統府 CRM 系統規劃之發

展策略。 

本研究建議，未來總統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發展策

略，可以分為下列三個階段規劃： 

（一）短期目標：建置基礎建設，統合各單位相關顧客的資訊，成

為單一的共享資料庫平台。 

（二）中期目標：完成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建置，提供全面的服務，

顧客背景資料的蒐集自動化，配合顧客群組提供自動化分類

資訊，進行顧客群組資料的分析與管理。 

（三）長期目標：配合知識管理系統，完成決策支援分析系統的建

置，提供高層長官決策分析資訊。 

第二節 研究展望 

一、在研究架構方面 

有關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變項甚多，本研究限於時間及個人

能力，僅由本機關建置 CRM 系統之規劃策略角度切入研究，但其他變

項如顧客權益、行為意圖、績效、知識管理、整備度、價值工程等，

則未列入研究，因此其相關解釋力仍有加強空間。後續研究者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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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能相關或造成影響的變項加入探討，並分析CRM未來在國內公部

門發展的可行性及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二、在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針對研究個案，採用文獻分析法及深入訪談法作質化研

究，並未進行大規模樣本問卷調查之量化分析，加以研究者個人之主

觀認知或有偏頗，因此，本研究之信度可能有待加強。後續研究者可

針對公部門導入 CRM 系統之研究個案，設計問卷並作量化之分析研

究。 

三、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針對本機關及其內部職員為研究對象，不適合推論至其

他不同性質之政府機關。因此，在研究結果的類推上，有其限制與困

難。另由於時空及環境的限制，本研究僅能採用橫斷面的研究方式，

對總統府內部職員進行訪談，研究結果亦不適合推論至過去或未來的

情形。後續研究者可針對其他可能相關或造成影響的變項加入探討，

讓研究結果更加完整；亦可對其他類別的政府機關進行相關之研究，

除可比較其間的差異外，也可提供作為公部門導入 CRM 系統策略的

參考。 

從 CRM 相關文獻與現行企業與政府機關實務探討：各類組織為維

持與顧客良好的關係，其行政管理與作為「顧客關係管理」實無所不

在；利用資訊與通訊科技達成其目標所建置的支援系統亦比比皆是。 

若將 CRM 視為一種概念，從產品或服務導向轉成為顧客導向，則

其中心乃是「以人為尊」、「以客為尊」的互動行為。那麼，站得高

可以看得遠，前行的路是廣闊的。而我們若將 CRM 系統視為是一個善

於應用資通工具的整合系統，廣義而言，單一窗口、櫃檯等都是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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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各縣市戶政事務所每年民眾滿意度調查都能名列前茅，即是

將「以客為尊」的理念，融入整合系統設計裏的表現。 

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這是眾人皆知的哲學原理，每當我們作整體

思考，應用科技改變組織作業時，這改變也必然影響到我們。明智的

作為，是駕馭這種改變，將其轉為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不是去抗拒

它、抵制它。同樣地，組織在推動「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前，也必

須要了解，這是一個長期的循環流程，無可避免要承擔巨大的變革與

組織陣痛，必定會面臨組織內部不斷的衝擊與反抗；因此，領導或管

理高層必須要有高度的堅持與推動的決心，了解這是未來政府必定要

前進的方向，才能將新系統與觀念貫徹成功。長此以往，總統府導入

CRM 系統的成功經驗，將為總統府的知識管理系統與決策支援系統奠定

良好的基礎，我們相信，這些為了變革所付出的努力，都將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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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訪談問卷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 
否建立）？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參、其它建議。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

約定時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

助，使本研究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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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訪談問卷內容 

受訪者代號：A1 

任職單位：公共事務室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一）關於新聞稿之撰擬及發布 國內外傳播媒體之晉訪及聯繫 記者會及相關

新聞活動籌辦等事項。 

（二）關於國內外輿情蒐集、分析及彙報、總統府全球資訊網內容整合協調及

網站之推廣宣傳、政策宣導闡釋及與總統府有關之民意調查、總統府音

樂會的籌辦及協調等事項。 

（三）關於民眾書面、電話、到府、透過網際網路建議、陳情及請助之處理等

事項。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1.中央政府相關部會主管； 

2.新聞界主管、線上記者； 

3.民間團體、陳情人士。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舉辦活動、人民陳情、新聞聯繫與發布。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電話聯絡(多數)、e-mail、信件。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可

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附錄二 研究訪談問卷內容 
 

 111 

答：不一定。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答：1.中央政府相關部會主管：服務單位、職稱、聯絡方式、秘書人員資料。 

取得方式：行政院通訊錄(紙本)、網路。 

2.新聞界主管、線上記者：聯絡方式、背景。 

取得方式：報導分析、私人側面了解。 

3.民間團體、人士：聯絡方式、背景資料、專長、動態資料。 

取得方式：網路、陳情資料。 

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 新系統建置前，對於各業務單位資訊共享的需求要清楚確認，確保新系統的

內部資訊共享能真正提供效益。 

2. 外部搜尋動態、非系統資訊的機制要能比現在所存在的搜尋引擎功能更強

大，產生區別。 

3. 新系統建置應特別注重資訊安全的維護。 

4. 應提供 PDA 資料下載與連線服務，以發揮行動辦公室的功能。  

5. 系統功能應有再提升、發展的空間，俾可整合資訊提供高層長官決策參考。 

參、其它建議。 

答：長官尊重專業，新系統建置應多方考量，並提出有關成本效益分析的問題，俾可獲

得高層長官的支持，全力推動，才易彰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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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2 

任職單位：副秘書長辦公室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

定時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

本研究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副秘書長襄助秘書長處理事務，其他各級主管人員各就其主管事務，指揮、監

督所屬職員辦理之。 

督導第一局、第二局、人事處、會計處、政風處及法規委員會、參事室業務。 

總統交辦重要政務之協調聯繫。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政府機關、執政黨各相關部門、駐華機構、學者、社團(較少)。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研討會、府內公務交辦事項。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幾乎皆使用電話聯繫。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頻繁，幾乎每日。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答：1.政府機關單位：首長、一級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的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

式。 

取得方式：行政院通訊錄、網路。 

2.駐華單位：大使、代表及業務承辦人員的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式。 

取得方式：外交部通訊錄、網站(背景資料)。 

3.學者：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式。 

取得方式：網站(大專院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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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答：（一）流程：任務＞＞蒐集背景資料、通訊資料＞＞進行聯繫。 

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紙本通訊錄、外交部 駐華單位通訊錄、網路、

自行蒐集管理(word、excel)。 

（二）目前並不能滿足所有需求，主要的不足分為兩個部分： 

1.被聯絡人的背景資料蒐集不易且不完整； 

2.外籍人士的基本背景資料蒐集不易，網路上的資料並不齊全。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答：無，因為目前並無單一資料庫可以完全整合各類被聯絡人的所有完整基本資

料、背景資料及聯絡方式；尤其是背景資料，業務承辦人現在的作業方式，是

透過承辦人自己到各搜尋網站鍵入搜尋，通常需要花費許多時間，但得到的資

料欠缺完整性，搜尋成效並不佳。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 業務承辦人資料分享上線的程序不可太過複雜(避免承辦人員因嫌麻煩不願

意分享)。 

2. 紙本資料不一定要全部上線，避免資料輸入的成本過大；查詢的結果可以只

顯現資料保管單位及基本的資料，再由人工去該單位查詢。 

3. 有關開放資料的安全問題，不宜讓所有人皆能讀取線上任何資料，建議新系

提供授權各業務承辦人員去設定可以讀取資料的權限。 

參、其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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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3 

任職單位：國會聯絡組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

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配合立法院之議事運作，辦理總統府有關預算、法案、民意代表請見、請託事

項之協調、聯繫事宜。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1.立法委員； 

2.國會助理； 

3.立法院各朝野黨團； 

4.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1.立法委員：法案、預算審查。 

2.國會助理：紅白帖、資料索取、請託事項。 

3.立法院各朝野黨團：法案、預算審查、資料索取、請託事項。 

4.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資訊分享。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電話聯繫、直接聯繫。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每天。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答：立法委員：國會助理資料。 

取得方式：立法院網站、委員辦公室。 

立委質詢資料(事前)－ 

取得方式：立委助理、黨團溝通，惟不易事前獲得知。 



附錄二 研究訪談問卷內容 
 

 115 

立委質詢資料(事後)－ 

取得方式：立法院公報。 

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答：（一）作業流程 

1. 紅、白帖申請步驟： 

國會助理來函＞＞登記＞＞呈報(沒輸入電腦建檔作業)。 

2. 來函索取府內資料(如：府內經費運用情形)： 

國會助理來函＞＞工作日記＞＞呈報(沒輸入電腦作業，不知道進度如

何)。 

3. 委員背景資料： 

立法委員通訊錄＞＞歸類＞＞excel 建檔。 

（二）不能，目前一切仍須紙上作業，呈報出去之後，並不知道處理情形為何？

以致當立法委員詢問時，無法即時答覆。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答：與其他各機關國會聯絡人常保持聯繫，以先期獲得資料共享。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國會助理來函索取府內相關資料，其經辦情形應提供即時查詢功能。 

    2.提供喜慶哀輓紅白帖之經辦情形即時查詢。 

參、其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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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4 

任職單位：第一局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

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一）關於法令、條約 預算及公布特赦令、減刑令、復權令及核可行政院覆議案

等事項。 

（二）關於公務人員任免事項。 

（三）關於總統行使同意權提名幕僚作業事項。 

（四）關於各機關呈報中央及地方政務案事項。 

（五）關於總統、副總統出國訪問案；外國元首、副元首訪華案事項。 

（六）關於外交及僑務、政務、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案事項。 

（七）關於與友邦元首、政要往來函件簽辦事項。 

（八） 關於國內外機關、學校 民間團體及僑界請蒞臨致詞或請頒書面賀詞等事項。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1.政府各機關首長； 

2.地方政府機關主管(層級不一定)。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各種相關政務事項之協調。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電話聯絡為主。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不一定。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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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政府各機關首長：服務單位、職稱、聯絡方式、秘書人員資料 

取得方式：行政院通訊錄(紙本) 

地方政府機關主管：服務單位、職稱、聯絡方式 

取得方式：通訊錄(紙本、網路) 

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答：可透過整合下列資料庫，增加 Database 的可利用性：國科會、研考會(學者專

家資料庫)、OPEN(政府出版資料回應網)、GISP(政府網路資源站)等，來獲得

或蒐集資料。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 系統建置時，要依業務承辦人使用需求，加以結構分類(可依機關別查詢)。

依各業務承辦人員所需，加以系統化建置，使得在使用上、查詢上皆能讓承

辦人員快速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料。 

2. 新系統設計建置，對於資料的機密安全考量要特別注意。 

3. 提供 PDA 資料下載與手機連線服務，使高層長官隨時都能掌握業務的進度，

與即時重大事件的消息。 

4. 可與行政院建立資訊共享平台，提供即時資訊共享與通報系統。 

參、其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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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5 

任職單位：第一局第五科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

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1. 總統與外國元首、政要、重要組織或個人往來英文信函之處理。 

2. 外國組織、團體或個人請總統蒞臨、致詞。 

3. 請頒總統英文書面賀詞、賀電。 

4. 一般外國人士信函之處理。 

5. 總統元旦或國慶祝詞文稿之迻譯。 

6. 信函或文稿之迻譯。 

7. 協助總統府全球資訊網英文版之維護與更新。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外交部； 

駐華機構； 

駐外使節； 

新聞局； 

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此項頻率較低)。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外籍人士相關業務。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電話聯繫(多數)、e –mail。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不一定。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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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外交部：首長、一級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的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式＞＞取得

方式：外交部紙本通訊錄。 

駐華機構：大使、代表及業務承辦人員的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式＞＞取得

方式：外交部通訊錄、外交部提供書面(背景資料)。 

駐外使節：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式＞＞取得方式：外交部書面資料或外交

部網站。 

新聞局：首長、一級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的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式＞＞取

得方式：行政院通訊錄、網站。 

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答：（一）流程：外籍人士相關業務＞＞蒐集背景資料、通訊資料＞＞進行聯繫。 

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紙本通訊錄、外交部通訊錄或外交部書面資

料、網路自行蒐集管理(word、excel)。 

（二）目前並不能滿足所有需求，主要的不足分為三個部分： 

      1.被聯絡人的背景資料蒐集不易且不完整； 

2.外籍人士的基本背景資料蒐集不易，網路上的資料並不齊全； 

3.紙本通訊錄的更新速度不夠快。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答：無，因為目前並無單一資料庫可以完全整合各類被聯絡人的所有完整基本資

料、背景資料及聯絡方式；尤其是背景資料，業務承辦人現在的作業方式，

是透過承辦人自己到各搜尋網站鍵入搜尋，通常花費許多時間但得到的資料

完整性欠佳，搜尋成效並不佳。目前通常透過 google 網站搜尋。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 提供外籍聞人背景資料的外部搜尋的功能，支援聞人系統資料建檔； 

        2. 紙本通訊錄的電子化。 

參、其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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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6 

任職單位：第二局第一科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

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1. 明令褒揚。 

2. 題頒匾額：奉示或行政院呈請總統題頒匾額。 

3. 頒贈勳章勳章製發等。 

4. 辦理鈐蓋國璽。 

5. 鑄發印信等。 

6. 請頒題詞、玉照、壽詞、總統唁電、結婚賀電及中堂等。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行政院各部會(內政部、外交部)； 

中央印製廠； 

一般民眾(輓額、賀電）； 

受褒揚、勳章人士。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褒揚、勳章、喜慶哀輓、題詞、賀電等。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電話聯繫為主。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不一定。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答：行政院各部會(內政部、外交部)：業務承辦人員的聯絡方式 ，  

＞＞取得方式：行政院紙本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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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印製廠：業務承辦人員的聯絡方式， 

＞＞取得方式：紙本通訊錄。 

受褒揚、勳章人士：基本、背景資料和聯絡方式， 

＞＞取得方式：書面資料或網站。 

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答：（一）流程：1. 喜慶哀輓、題詞：民眾或各單位轉交申請或長官辦公室核准交

辦＞＞辦理聯繫。 

               2 . 勳章、褒揚：各單位申請或長官交辦＞＞簽報核准＞＞辦理。 

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紙本通訊錄、長官書面資料、網路自行蒐集 

（二）目前並不能滿足所有需求，主要的不足分為兩個部分： 

1. 受褒揚、勳章人士的基本背景資料蒐集不易，網路上的資料並不齊全； 

2. 紙本通訊錄的更新速度不夠快。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 提供受勳章、褒揚人士背景資料的外部搜尋的功能。 

        2. 紙本通訊錄的電子化 

參、其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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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7 

任職單位：第二局第五科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

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1. 公報編輯：包括撰擬各項重要慶典活動之專載稿公報稿、編輯、排版、校對、

送印、編製法規索引等。 

2. 公報之發行、印刷：包括公報之贈閱、交換等。 

3. 圖書、期刊管理。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立法院議事處； 

司法院； 

中央研究院； 

國家安全會議； 

廠商； 

公報訂戶。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公報發行業務。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電話聯繫。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每週。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答：上述各類人員，僅需要他們的聯絡資料。 

目前透過業務往來或通訊錄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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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答：流程：立法院通過法案，由議事處送總統府＞＞排版、印製、發行。 

來源：紙本通訊錄、業務往來、立法院議事資料。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提供公報、圖書管理之線上查詢功能。 

參、其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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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8 

任職單位：第三局第二科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

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1. 辦理國宴或公宴。 

2. 辦理一般宴（茶、酒）會、球敘：時間、地點、主陪客名單、服裝、儀節、

方式、席次、菜單、請柬式樣等。 

3. 禮賓事宜：包括團體、個人及外賓請見；請副總統或秘書長代見或婉辭接見、

賓客座次圖等。 

4. 機場禮遇、借證：總統府府資政、戰略顧問、國策顧問及府內長官出（返）

國之禮遇申請。 

5. 齎送禮品：聞人生日送禮或送花及受贈人謝函處理等。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政府部門(外交部、內政部、新聞局)； 

執政黨各相關部門； 

飯店、餐廳； 

宴會、接見之來賓。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宴茶會、接見。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幾乎皆使用電話聯繫。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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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答：政府部門(外交部、內政部、新聞局)：業務承辦人員的聯絡方式＞＞取得方式：

行政院通訊錄。 

執政黨各相關部門＞＞取得方式：名片、網路、通訊錄。 

飯店、餐廳：承辦人員的聯絡方式＞＞取得方式：名片、網路。 

宴會、接見來賓：聯絡方式＞＞取得方式：網站、主辦單位提供。 

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 

否建立）？ 

答：（一）流程：宴會、接見業務交辦＞＞蒐集通訊資料＞＞進行邀約。 

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紙本通訊錄、網路、主辦單位提供資料。 

（二）目前並不能滿足所有需求，主要的不足分為兩個部分： 

1. 來賓的聯絡資料蒐集不易且不完整； 

2. 網路上的資料並不齊全。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答：總統府內部的資料應該加以整合，共享資訊，因為有許多的聯絡資料都建立在

其他業務單位人員本身的電腦中，如果可以共享，將節省不同業務承辦人員的

時間。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府內資訊共享(機要室、一局五科、三局二科的聯絡資料)。 

2.行政院紙本通訊錄的電子化。 

參、其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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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9 

任職單位：副秘書長室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這是一份供學術與實務研究的問卷，懇請您撥冗閱讀本問卷，隨後將與您約定時

間共同探討(預估三十分鐘)，在此致予最深之敬意與謝意。由於您的協助，使本研究

可順利完成，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並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人傑教授                                        

                                       研究生：韓國峰  敬上  

                                       聯絡電話：(02)23206476 

                                        e-mail：kfhun@oop.gov.tw 

壹、針對您工作上需要接觸與聯絡外部單位之人員(或活動)，請說明。 

一、您所任職單位的業務性質與內容為何？  

答：副秘書長襄助秘書長處理事務，其他各級主管人員各就其主管事務，指揮、監

督所屬職員辦理之。 

督導第三局、侍衛室、機要室、公共事務室及國會聯絡組業務。 

總統下鄉行程之協調、安排。 

二、您在業務上需要與哪些單位（人員）有經常性的聯繫？  

答：政府機關首長、秘書； 

執政黨各部門； 

資政顧問。 

三、您基於何種業務需要而需聯繫這些單位（人員）？ 

答：長官行程安排  副秘書長指示聯絡。 

四、您與這些單位（人員）的聯繫方式為何？ 

答：電話聯絡。 

五、您與這些單位（人員）聯繫的頻率為何？ 

答：不一定。 

六、您聯絡該單位（人員）所欲取得之資訊(背景、現狀動態)為何？如何取得？ 

答：政府機關首長：服務單位、職稱、聯絡方式、秘書人員資料。 

＞＞取得方式：行政院通訊錄(紙本)。 

執政黨各部門：聯絡方式＞＞取得方式：通訊錄(紙本)。 

資政顧問：聯絡方式、基本資料＞＞取得方式：府內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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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您現行之作業流程為何？是否能滿足工作上之需求(資料來源、資料庫是否建

立）？ 

答：（一）流程：副秘書長指示＞＞行政秘書聯絡 。 

來源：行政院通訊錄、總統府府人事處、個人取得。 

目前使用 Access 軟體將所有被聯絡人基本資料、聯絡方式建檔管理。 

（二）不能滿足所有需求，由於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通訊錄為紙本作業，更新速

度較緩慢，不能即時得知被聯絡人通訊方式的變更；加上紙本無法直接

複製到業務負責人電腦，須由業務負責人員逐一校對紙本資料與資料庫

已有資料，進行更新，花費許多時間。 

貳、請思考下列問題。 

一、您能否提供更好的方式來獲得前述資訊？  

答：連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的資料電子檔，可由線上進行查詢、下載、比對更新。 

二、如果機關建置新的電腦作業系統，您有哪些建議？ 

答：1. 新系統建置完成後，必須能夠提供將資料下載至 PDA 的功能，使資料具有

行動性。 

2. 新系統必須提供資料、報表下載後格式轉換(Access)的功能、列印功能及固

定欄位資料更新(作業人員自己輸入的資料不會在更新時流失)。 

3. 將政府機關首長的基本資料、聯絡方式(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通訊錄)電子化。 

4. 建立一個資料庫，可以包含社團(公會、基金會)、機關、金融機構的基本資

料及聯絡方式。 

參、其它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