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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從不同策略導向到設計方案實施的顧客關係管理課程之行動研究 

一. 本文 Content ( 3-15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顧客是企業經營獲利的主要貢獻者，因此管理者竭盡心思務必鞏固與顧客的長

期友善關係，國內外眾多研究都指出維繫忠誠舊顧客的成本，遠低於開發新顧客的支出，

因為舊顧客熟悉公司品牌、營運流程、產品與服務、使用和操作，進而可以降低人員介

紹解說時間並輕易完成交易，甚至進一步引薦新顧客，而且優質顧客的口碑行銷與正面

評價傳播，更為公司創造高的效益及價值，所以管理階層莫不費盡努力為要鞏固顧客關

係，但隨著產業競爭白熱化，產品的選擇多元化，維繫顧客關係就成為每家公司經營上

的核心議題。 

 

     顧客關係管理(CRM)在商管群課程是非常重要的一門課，也是在進入職場前必須具

備的知識與技能，其關鍵建立良好形象，因此在學校的扎實訓練就顯重要。本研究在 

執行 108-109 兩年教學實踐計畫，已經建構良好的農產品電商平台，並整合門市實體與

電商行銷通路，且擁有實際消費的顧客群，希望透過本計畫從不同策略導向到設計活動

方案的落實，進一步觀察顧客關係的變化，並透過教授 CRM 學理與實際人際互動，觀

察對於經營業績的變化，對於學生未來到職場在顧客關係的建立、發展、維繫，為十分

重要的影響、觀察、與學習。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如下： 

 

    研究動機一、改善學生上課滑手機與轉變 CRM 授課的教學氛圍 

    當前一般教室同學低頭滑手機的比例相當高，CRM 就課本簡報講授的氛圍也相當 

沈悶，要改善學生無法專注上課的方式之一，便是讓學生成為課堂上的主角，教師備妥 

數位教材放置雲端學習區，引導學生知曉 CRM 課本學理的重點後，接續便是讓同學腦 

力激盪想解決問題的提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意願，在有趣的課程設計與歡笑氛圍 

下，不再只有單向傳授知識，而是雙向的師生交流。 

 

    研究動機二、希望學生自己動手規劃 CRM 方案增加學習自信心 

    顧客關係管理課程內容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舉凡與顧客有關的議題都在其討論範圍 

內，例如認識顧客、顧客關係的建立、維繫、強化發展、CRM 衡量指標、滿意度調查、 

忠誠度分析、RFM 分析、NES 分析、顧客生命週期、顧客抱怨與不滿處理、CRM 策略 

規劃、行銷與銷售方式、顧客服務流程設計、各種最新科技的導入與應用於 CRM、…， 

因此若能在授課同時思考 CRM 問題，讓同學可以動手規劃活動方案，實施看見顧客服 

務的成效，一定能增加同學學習自信心。 

 

    研究動機三、延續前兩年計畫成果將 CRM 課程結合電商平台 

    申請人於 108 年執行計畫，名稱「推廣在地農產品的電子商務實務教學之行動研 

究的實踐」，109 年執行計畫，名稱「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的網路社群經營課程的 

行動研究之實踐」，以萬能資管農產品電商平台與門市，服務校內教職員、在職學生、 

校區旁居民為主的客群，在既有基礎上可以整合 CRM 課程，落實本計畫規劃的課程設 

計與活動，加以觀察、調查、分析顧客消費偏好與關係互動行為，作為增進了解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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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徑。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一、就顧客關係管理的教學與課程 

    近年來，相當多的文獻實證長期維繫顧客關係的效益比開發新顧客高，宋榕芝(2011)

在應用顧客關係管理服務於數位學習的研究中，以「參與體驗式個案教學」透過學生角

色扮演，進行個案模擬和討論來增強個人成長與在組織中互動運作的應變能力。該研究

透過探討並描述「參與體驗式個案教學法」課程的情境，了解課程在上課前、中、後教

師與學生的需求，規劃與實作一個學習社群導向、結合顧客關係管理、網路客服中心概

念與Ｗiki 共筆為基礎的數位學習系統去支援參與體驗式個案教學，建立客製化服務，讓

學習內容被網路的成員所共同創造、分享、重新混合、重新定義，並傳遞出去，以及運

用即時通訊來實踐立即性互動，改善學習者無法即時獲得回應而降低學習意願的問題，

提供本計畫思考參與體驗式的學習方式。 

 

    胡羨平(2003)從 CRM 系統與 e-Learning 系統結合, 使企業能將服務不同客戶需

要的技能分析出來後, 快速的設計成企業 e-Learning 的課程, 使各不同客層的業務人員

或客服人員能以更具彈性的方式快速學習到服務自己負責的客戶所需之產品或服務的知

識以及相關技能, 同時透過對企業個案的研究, 歸納出哪一類企業較適合用此種策略, 

關鍵性成功因素為何, 以及可看到整合後之實質效益。提供本計畫思考企業 CRM 策略

引導後續的活動方式設計與實施。 

 

    衛玉麒(2008)以探討英語教學雜誌顧客關係管理服務導向架構的應用可行性，透過

雛型系統建置，來驗證 SOA 在英語教學雜誌之 CRM 應用的成效，該研究以英語教學

雜誌顧客關係管理服務導向架構中的雜誌訂戶與公司客服人員做為雛型系統的需求來源，

以 UML 作為模型描述工具，並以 J2EE 作為系統之實作技術平台，目的在於建構一個

快速、彈性地發展與整合企業內有關 CRM 服務。 

 

    廖方瑜(2004)以「關係行銷」的理論為基礎，並以交易四大特性為測量方向設計問卷

調查，針對雙語學校之家長為受訪對象，從家長的角度探討學校、家長與未來發展之預

期影響。採用迴歸分析驗證所建構之假設，並在分析結果中發現，家長對學校之「互惠

性」、「正當性」及「效用性」的認知皆為正向，對「未來發展」的關係亦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該研究重要結論是老師若能跟家長保持關係親密度，則會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良

好關係，結論也使得教職員對於家長關係管理認知之必要性。 

 

二、顧客關係管理的衡量與評估 

    當前資訊科技的神速進步，顧客乃是企業獲利的主要來源，如何鞏固既有顧客並且

提高顧客的忠誠度來增加自己獲利的能力，已是企業目前所面臨的重大難題。邵玲豐

(2017)針對個案公司蒐集顧客滿意度調查資料加以分析，藉以了解公司的客戶滿意度及

忠誠度變遷情形，以協助企業經營一個更注重顧客需求的環境氛圍，以期達到提昇顧客

價值與顧客忠誠度，採用動態網絡資料包絡分析模型工具，將個案公司 2012~2016 年度

顧客滿意度調查資料分成產品設計、產品資訊、銷售流程、物流作業、售後服務五大構

面進行分析。此研究結果協助個案公司掌握顧客需求，更有利後續作為改善的依據，進

而協訂定正確的策略與目標，將公司有限資源進行更有效率之分配。本研究在提昇顧客

價值與顧客忠誠度提供更注重顧客需求的環境氛圍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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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岳璋(2010)透過文獻探討和發放問卷的方式來尋找影響定期海運業導入顧客關係

管理的關鍵成功因素，並且透過統計資料分析方法探討關鍵成功因素與績效之間的關聯 

性。以下結論：1.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之關鍵成功因素為：「組織特性」、「顧客關係維繫」、 

「系統廠商支援」、「產業趨勢」、「資訊溝通開放與系統整合」、「資訊科技能力」。2. 定期

海運業若注重系統廠商支援、產業趨勢、資訊溝通開放與系統整合、資訊科技能力則能

有效正向提升「顧客滿意度」。3. 定期海運業若注重產業趨勢則能有效正向提升「顧客利

潤率」。4. 定期海運業若注重系統廠商支援、資訊科技能力則能有效正向提升投「投資報

酬率」。該研究結果提供本計畫在探討導入 CRM 關鍵成功因素與績效之間的關聯性。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計畫「從不同策略導向到設計方案實施的顧客關係管理課程之行動研究」以教學

現場問題導向而衍生的研究主題，其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申請者將問題重點說明如

下。 基於申請人十多年教授顧客關係管理(CRM)的課程，面對教學現場的問題彙整出四

個面向， 

 

    研究問題 1. CRM 平台面，缺乏實際與顧客互動交易並可觀察顧客回應與消費行為

的平台；研究問題 2. CRM 活動面，受限教學環境較少讓學生可以自行設計 CRM 的

活動方案；研究問題 3. CRM 觀察面，顧客關係資本的變化單從 CRM 學理較難理解

變化過程；研究問題 4. CRM 操作面，教室所學 CRM 學理鮮少立即可應用並調整作

法與檢討成效。 

 

    為克服教學現場問題，於 110 年提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名稱:「從不同策略導

向到設計方案實施的顧客關係管理課程之行動研究」，研究目的希望透過萬能資管農產品

電商平台(108 年補助計畫:「推廣在地農產品的電子商務實務教學之行動研究的實踐」；

109 年補助計畫: 「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的網路社群經營課程的行動研究之實踐」)，

提供修課學生就不同 CRM 策略導向與設計活動方案並觀察分析。CRM 策略導向的依

據是參考顧客關係的建立、維繫、強化等三階段來思考設計方案活動，提出策略如下。 

 

     CRM 策略一、提供產品知識與分享策略，對顧客提供農產品相關知識，包括料

理使用、營養價值、…，教學實施周次: 第 5-8 週，顧客關係變化觀察重點在關係建立

期，方案目標: 建立信任感，設計活動觀察指標，例如: 1.新舊顧客消長比例；2. 產品

知識分享次數；3. 產品詢問次數；4. 推薦會員人數；5. 社群按讚/追蹤數；6. 本階段

關係資本變化…等。 

 

    CRM 策略二、點燃顧客與產品火花策略，結合農產品電商平台(含門市)與生產者合

作提供與顧客交流互動機會，教學實施周次: 第 10-13 週，顧客關係變化觀察重點在 

CRM 關係維繫期，方案目標: 活絡參與度，設計活動觀察指標，例如:1.參加研習活動人

次；2. 實地參訪人次；3. 產品體驗人次；4. 實作課程人次；5. 社群參與討論人次；6. 本

階段關係資本變化…等。 

 

    CRM 策略三、產品優惠與鞏固忠誠策略，農產品電商平台(含門市)每項產品採各種

促銷優惠觀察經營變化，教學實施周次: 第 14-17 週，顧客關係變化觀察重點在 CRM 

關係強化期，方案目標: 持續發展，設計活動觀察指標，例如:1.顧客忠誠度分析；2. RFM 

模型分析；3.滿意度調查；4. 產品回購數；5. 顧客問題分析；6. 本階段關係資本變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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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主要本計畫課程實施符合行動研究的特徵與精神，以解決

教學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尋找新的發展應用為目的。張子超(2000)整理行動研究的

特徵有下列幾項，1.行動研究的研究對象是與實際工作情境中有關的問題或人物，如班級

的學生、學生的學習表現等等。2.行動研究的研究設計是一種綜合性的整體架構，以解決

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尋找新的發展為目的，它必須仰賴真正的觀察結果以及行為的

資料，而進行的研究，屬於實證的研究。3.行動研究的研究設計及過程具有彈性與適應性，

在研究進行期間，允許改變，同時也會放棄控制措施，以利反應和現場的實驗與創新。4.

行動研究可以是一種質的研究法。謝金青認為行動研究是基於實際問題解決的需要，將

問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以有效解決問題的一種研究方法。此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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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研究法是研究(知識)和行動(解決問題)結合的一種研究，而教師的行動研究是由教師

(實務工作者)進行的研究稱之。在研究過程中，教師一方面扮演教學參與者，一方面則扮

演研究者。亦即行動研究結合研究和行動，研究者即行動者，透過不斷的反省、思考、

再計畫的過程，促使研究過程聚焦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本研究顧客關係管理課程教學行動研究過程如圖 2 所示，第一階段從規劃顧客關係

管理教學課程 行動實施顧客關係管理教學課程 觀察與反思教師教學歷程 檢討與調

整，探討與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接續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第 n 階段周而復始、滾動

翻新，使教學品質、教學成效逐步提升，讓教學研究者經由不斷的反省、思考、再計畫

的過程，促使整個教學過程能夠聚焦問題，進而解決教學問題。 

 

圖 2. 顧客關係管理課程教學行動研究過程 

 

     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搭配質性研究的紮根理論之方式與精神，蒐集、分析資料，藉

由行動研究使得研究者能透過學生的學習反應及時調整與反思教學過程，提升研究者實

踐適性教學能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斷進行課程反思，以專業的角度與研究夥伴互

動及討論，同時避免個人主觀、獨斷的意見與批判想法，務期使研究者能在真實的教學

情境中，將資料作系統化、客觀化之分析，使本研究呈現研究之真實樣貌。為了達成本

研究之目的，其研究流程分成三階段，分別為前置準備階段、行動研究階段以及分析階

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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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所擬定三大策略，循序漸進讓修課同學從準備階段到設計方案實施，搭配上課內

容，提供先前建置的範例，本課程讓同學分組後可以就自己有興趣產業分析，並提供資管系

電商實驗室合作十多農場的農產品，包括土雞蛋、白米、黑米、糙米、龍眼蜜、百花蜜、荔枝

蜜、花粉、蜂王乳、紅茶、綠茶、金萱、有機蔬菜、….等農產品。教師教學過程除按照每週

教學進度實施，輔以業師蒞臨教室分享與學生心得回饋，每周提供 CRM 作品範例與分小組

討論設計方案。此外，學校例行性進行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與問題。本

研究授課兩次評量都拿到 4.5 分的水準，滿分為 5 分，代表學生的肯定與認同。在 CRM 期中

與期末考試評量，採取筆試方式進行，在每週滾動式 CRM 作品進行進度的檢核，同時課外輔

導時間回復學生與作品問題，教學過程如附錄 A 執行本計畫授課情形(含業師)所示，而 CRM

課程教材與業師講義建置於學校雲端學習區，如附錄 B 所示。 

 

CRM 策略一、提供產品知識與分享策略 

    本策略設計的活動方案如下，1. 規劃現場參訪活動；2. 建置電商網站、APP、Youtube 影

片、FB 社群、Line 社群；3. 線上說明與訂購；4. 實際帶學生參觀，了解產品資訊與種植過

程；5. 線上與線下整合設計活動方案。如附錄 D 為指導學生架設網站與蒐集資料-秀才休閒

農業園區的作品。 

 

CRM 策略二、點燃顧客與產品火花策略 

    本策略設計的活動方案如下，1. 受到疫情嚴重影響與法令限制，學校數週停課學生無法

到校，活動無法實施辦理，改以線上產品分享與推廣。2. 修課多名學生染疫確診，造成作品

進度難以掌握，小組討論與每週回報暫停實施。3.校園活動暫停，改由戶外農場辦理，降低參

與人數與安全距離，包括芯耘有機米、添福有機蔬菜、秀才農場土雞蛋、協盛養蜂場等。 

 

 CRM 策略三、產品優惠與鞏固忠誠策略 

    本策略設計的活動方案如下，1. 學生架設網站、線上接單，原本自行進貨與出貨，因疫

情擴散改為線上課程，調整作業流程改為農場出貨，80%業績利潤歸給學生。2. 產品優惠價

格調整奏效，秀才土雞蛋一盒 130 元(12 顆)，兩盒 250 元，顧客購買以雙數盒居多，期間遇

到國內市場雞蛋大缺，電商平台業績上漲，每週固定新鮮進貨且客源相當穩定。3. 薄利多銷

策略，買協盛養蜂場蜂王乳(一瓶 2200 元)送百花蜜(600 元)一瓶。4. 買 A 送 B 策略，買芯耘

三種米送手作布提袋，比百貨超市、寄賣的其他網路電商平台更便宜，且物超所值。教師與

學生互動紀錄、提問討論、業師分享，建置於 Facebook 的課程群組-110-2-顧客關係管理與萬

能資管創客電商社群，如附錄 C 所示，附錄 F 為 CRM 策略推廣的部分農產品。 

 

就解決教學現場的研究問題，研究成果如下: 

 研究問題 1. CRM 平台面採用國內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 CRM 系統-雲端

Vital CRM 平台，指導學生實際操作與帶入案例分析。 

 研究問題 2. CRM 活動面讓學生發想設計活動方案與顧客分享產品知識、優惠方案、

忠誠計畫、體驗活動、農場參觀，以增加顧客對產品的了解與認識。 

 研究問題 3. CRM 觀察面架設網站與社群，模擬營運與顧客交流作法如發電子賀卡、

發簡訊、活動，擬定方案後觀察顧客反應，嘗試各種與顧客的互動方式。 

 研究問題 4. CRM 操作面整合提出企劃案簡報、活動設計、方案實施，以落實顧客

關係的建立、發展與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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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RM 課程期中與期末評量如附錄 E 所示，一學期教學評量兩個階段都獲得 4.5 的高

分(滿分 5 分)，代表本課程的確獲得修課同學的認同與肯定。 

 

(2) 教師教學反思 

    在歷經一年的計畫執行，整理幾項研究者教學的反思， 

 

    第一、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疫情中教學過程的變動，如實體授課改為線上教學:不可預

知的病毒變種，造成另一波的人心恐慌；突發狀況的發生，如確診師生無法到校等等，都會

對教學過程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也因為無法避免，造成有實際操作的困難，如人際互動的

觀察、產品的現場解說、辦理試吃與參訪活動。 

 

    第二、教師觀察到學生學習動力受到染疫影響明顯，尤其是 5、6 月疫情高峰，每天衛福

部播報不斷攀升的確診人數，許多學校改為線上授課，本校也由於有住宿學生群聚感染發生，

醫療院所入校進行 PCR 檢測，確診學生不能到課，後面接觸學生陸續確診，影響教室上課的

學習氛圍，有很多不可控制的變數，使得部分學生持觀望態度，作品的進度因此受到延宕，

甚至缺乏持續的動力。 

 

    第三、最近幾年受到少子化嚴重衝擊，學生來源數量如雪崩式下跌，私校招生與過去比

較更備感艱辛困難，留生率是學校能持續經營的重點之一，如何爭取資源使教學更有特色，

吸引學生的學習注意力，與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更是高等技職教育體系的老師的痛點，感

謝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支持，讓業界師資走進校園，帶入產業現況與經驗，提升技職

教師的不足。 

 

    第四、老師如何激勵學生勇於接受挫折與挑戰，在 CRM 經營績效成果不如預期時，能夠

調整心態。學校是個可以讓學生成長學習的地方，不怕錯只怕不做，設備環境都很齊全，但

是年輕人在經營顧客端若是遇到沒有回應、猶豫不決、訂貨抽單、顧客評論時，更要鼓勵學

生提早認識外面經營的現實面，勇於調整心態與接受顧客的要求，盡速調整心態找出癥結解

決面對問題。 

 

    第五、本研究在 CRM 策略一與策略三較有達到預期目標，透過網路平台在知識分享、價

格優惠、促銷回流設計方案，容易在線上設計達成目標，策略二活動受限疫情影響，未能現

場活動觀察顧客的反應。資管系修課同學都能在架設網站上有相當不錯的表現，當前網路行

銷商品，消費者對於採買標的物資訊越來越須完整提供，在農場實地拍攝與蒐集資料上，相

對學生而言 

 

(3) 學生學習回饋 

    本研究學生學習回饋可分為為六個部分來說明，1. CRM 學習心得回饋，針對業師分享、

線上教學的心得回饋，可以上傳網路或紙本繳交；2. CRM 期中、期末考試成績，採筆試進行；

3. CRM 業師聽講心得回饋；4. CRM 作品完成度評估；5. CRM 系統功能使用程度；6. 出席與

討論次數，如附錄 D. 指導學生架設網站與蒐集資料；附錄 F. CRM 策略推廣的農產品；附錄

G. CRM 修課學生的心得反饋；附錄 H. CRM 修課學生的學習作業，提供參考。 

 

 1. CRM 學習心得回饋，針對業師分享、線上教學的心得回饋，可以上傳網路或紙本繳交；

業師蒞臨教室授課或線上教學，主要有 Vital CRM 電腦教室實機操作、不同產業別經營客群

的分享，有農場、製造業、零售批發業、生技業、SPA 業、商圈經營等業者與學生互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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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聆聽完除了線上回饋外，並蒐集相關公司資料，以進一步了解簡報內容。2. CRM 期中、

期末考試成績，採筆試進行。3. CRM 業師聽講心得回饋，在課堂中採有獎徵答方式，提高同

學課程的參與度。4. . CRM 作品完成度，從作品中可以了解學生運用 CRM 學理與 Vital CRM

系統功能。5. CRM 系統功能使用，本學期指導同學使用標籤功能、人際網絡分析圖、記事本、

電子賀卡、…，在分組作品中使用的功能。6. 出席與討論次數，整學期出席並參與討論的次

數。而鼓勵同學將設計方案參與校內外競賽，也得到相當不錯的佳績，如附錄 I. 執行計畫期

間指導學生獲得發明競賽金牌、附錄 J. 執行計畫期間指導修課學生獲得全國雲端 APP 行動

創意應用競賽獎項。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綜觀中外過去、現在、未來，顧客關係管理是商管學院重要的核心課程，尤其要邁入實

習或職場前，如何將在學校所學習的課程轉化成為職場上的技能及知識，CRM 主要探討企業

與顧客端的互動，涵蓋顧客關係的建立、維繫、強化、發展、忠誠、…等等，該課程與學生未

來到業界實務工作有息息相關，不論是各行各業在面對顧客時應先具備的態度、素養、與知

識。 

 

本研究以教學現場問題導向而衍生的研究主題，面對教學現場的問題彙整出四個研究問

題，並經由行動研究解決四個研究問題。1. CRM 平台面，本研究教導同學使用 Vital CRM 雲

端應用平台，實際上機與 APP 操作，改善缺乏實際與顧客互動交易與消費行為的平台。2. CRM 

活動面，本課程以全班分組方式，讓同學可以選擇自己興趣的產業別進行顧客活動方案設計，

提供眾多產業範例以供參考及構思，解決受限教學環境較少讓學生可以自行設計 CRM 的活

動方案。3. CRM 觀察面，透過教師引導的三種策略逐步運用，一、產品知識與分享策略；二、

點燃顧客與產品火花策略；三、產品優惠與鞏固忠誠策略，觀察顧客關係資本的變化與消費

行為的影響。4. CRM 操作面，透過實際經營成效，針對不理想或未達標的部分擬定方案調整，

補強教室學習後較少立即可應用並調整作法與檢討成效。 

 

    最後，本研究在建議部分提出以下幾點: 

    1. 在疫情嚴峻時期策略二設計的方案雖無法舉辦實體市集活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受到

限制，但可以改由觀摩業師經營的企業，與業界保持聯繫的關係，對於疫情下如何調整與顧

客的互動並可維持營運，業師親身經歷的回答，可以增長對外界真實狀況的了解。 

 

2. 老師可以多蒐集學生回饋的學習心得，實際了解同學們的感受與學習，做為調整課程的

依據，尤其是線上課程專注力的問題、CRM 系統操作的熟悉度加強、網頁資訊豐富化練習、

鼓勵使用課外輔導時間、…等。 

 

3. 對於線上授課、染疫期間影響學生學習狀況，如何提醒同學保護自己，CRM 作品進度

如何調整與替代方案，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4. 對於疫情下受到影響的產業，暫時關閉、停業、縮編、…，過去不曾碰過的狀況將越

來越多，心態如何因應與克服遠距的負面效應，教師要思索適當的教學方式。 

 

5. 建議上課週次提供同學實用小禮物，獎勵 CRM 方案設計有進度的小組，有激勵誘因

更能吸引大部分同學的投入，鼓勵同學實作有助於未來職場上知道如何與顧客建立友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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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省思部分提出以下幾點: 

 本計畫執行一整年，預期串接 108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推廣在地農產品的

電子商務實務教學之行動研究的實踐」以及 109年補助計畫: 「結合食農教育與產品推廣的

網路社群經營課程的行動研究之實踐」，但因執行期間遇上新冠疫情嚴重階段，因此在活動辦

理上無法做到人際實際互動的觀察，目前研究者經營 Facebook 網路社群: 萬能資管創客電商

社群，810 人追蹤，Line 社群:萬能資管系農產品電商社群，347 個成員(兩平台 2022/09/07 截

止數字)，逐年都有穩定成長，也讓修課同學作為一個可以經營客群的試行橋樑。以下提出幾

點的省思:  

 

1. 多提供學生討論與回饋的機會，從學生反饋意見中了解學生所吸收知識的狀況，與反思

老師教學過程的問題，例如線上學習專注力的問題與思考如何改進。 

 

2. 疫情嚴重時大幅降低實體互動，包括人與人、人與物，校園宿舍封閉，醫療院所入駐檢

測，如何降低學生恐慌與安撫確診小組組員，懂得保護自己與及時關懷學生。 

 

3. 多給學生表現的機會，不論好壞多給予鼓勵，提供 CRM 豐富的案例給學生參考，採取

良幣驅逐劣幣學習策略，給同學參考好的範例與作品。 

 

4. 線上推廣必須搭配實體互動較能建立長期顧客關係，但是間斷式經營難以維繫顧客信

任與忠誠度，疫情嚴重期間如染疫隔離、居家照護無法外出，此時業績一定會受影響，可加

速推廣線上方便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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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CRM 修課學生的心得反饋 

附錄 H. CRM 修課學生的學習作業 

附錄 I. 執行計畫期間指導學生獲得發明競賽金牌 

附錄 J. 執行計畫期間指導修課學生獲得全國雲端 APP 行動創意應用競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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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A. 執行本計畫授課情形(含業師授課) 

  

楊 O 中業師指導 CRM 功能操作  王 O 馨業師指導 CRM 會員管理系統 

  

張 O 漢業師介紹 CRM 實務案例 陳 O 貴業師分享電商 CRM 實務 

  

學生對劉 O 櫻業師提問與交流 疫情期間線上教學與討論 

  

CRM 修課學生對業師聽講回饋心得 期末學生對整個學期的學習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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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CRM 課程教材與業師講義建置於學校雲端學習區 

 

 

 

 

 

 

 

 

 

 

 

 

 

 

 

業師講義與 CRM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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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FB 的課程群組-110-2-顧客關係管理與萬能資管創客電商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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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指導學生架設網站與蒐集資料-秀才休閒農業園區 

秀才休閒農業商鋪 (google.com) 

 

 

 

 

 

 

 

 

            電商網站首頁                             

               蜂蜜區商品 

 

 

 

土雞蛋區商品 

教師帶領小組學生實地採訪茶農 

電商網站功能選項 電商網站系統架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xiucaiec/%E9%A6%96%E9%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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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CRM 課程期中與期末評量 

 
 

 
資料來源: 萬能科技大學期中與期末教學評量 

 

 

附錄 F. CRM 策略推廣的部分農產品 

 

 
 

 
協盛養蜂場蜂蜜(龍眼、百花、荔枝蜜) 芯耘有機稻米(白米、糙米、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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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CRM 修課學生的心得反饋 

 

 資管四甲  AH021XX11  陶 O 昀  心得報告 

         在上業師的課程中，知道企業與顧客溝通的重要性，也了解如何在適當的

時機，作應有的客戶服務，或在沒辦法立即解決問題時，說話的技巧和態度，如何讓

客戶的觀感達到最佳化。 

   

         老師提出很多服務優良和服務不周的例子，從這些例子，可以清楚了解到

「企業對客戶的服務，等於客戶眼中的售後價值」，如果是售後服務優良的，客戶也

會感到滿意感受到這品牌的價值，上課的實例中，也有大公司處裡不好，造成公司

客戶流失，造成客戶對品牌的形象觀感不好。 

   

         在這次上課中也說明如何填補顧客和企業之間溝通調解的漏洞，還有如何

去發現溝通上的不良及填補這些漏洞，是對於企業形象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如果今

天溝通不良企業也會遭受客戶的唾棄，很多小細節都是顧客對於一個企業的看法，

服務同等於企業價值。 

  

 資管三甲 電商 CRM 業師聽講心得: AI021XX15 曾 O 晨 

   

 這次演講，我學到許多新知識，除了上課的內容外，還有許多健康知識，以前我對五

穀雜糧以及堅果類的認知錯誤，了解到為什麼這家廠商的食品受人家喜愛，且在報

告中，業師提出許多案例，做事情的恆心與態度，以及對於自家產品品質始終如一

的維持方式。 

 經營的表現我大為佩服，畢竟要持續維持產品品質，也要對於貨源有一定的控管安

全，以及技術上的要求，這些項目看起來貌似簡單的事情，實際上執行起來，並非容

易事情，對於這次的上課演講，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業師的持之以恆的心態，穩定

的經營客群，以及產品的嚴格控管，這些是我們值得向他學習的地方。 

  

 資管三甲  AI021XX12  黃 O 莉 

 6/9 業師分享聽講心得: 

 先謝謝業師那麼用心幫我們演講，SPA 業開門營業，但店內卻沒客人，有時候客人

又突然爆量，對於一對一服務難以無法有效分配店內技術人員時間，所以導致分店

秀才農場土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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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無法成長 

 要怎麼樣讓客戶自己找上門，個人認為要把握好老顧客，開啟網路事業，培養客戶

黏著度的倚賴感，讓網路客戶聞名公司找上門，擺脫租金年年漲價，增廣企業的營

業範圍，為公司開源節流。 

  

 資管三甲 AI021XX64 蔡 O 恩 

  

 心得:因應疫情的影響，改為線上教學，雖然線上教學一樣是在上課，但是我認為實

體上課才有辦法認真上課，而且線上教學容易出現一些問題，雖然業師很認真地講

解，而且簡報裡面的內容講解得很仔細，讓我們了解，但是遠距上課專注力差很多。 

 

      資管三甲 AI0227024 鄭 O琪 

 

 經過今天的分享，不只聽到顧客關係管理的分享，如何能讓陌生客戶變成忠誠客戶、

使用專屬優惠、小禮物去改變原有電商冷冰冰的感覺，使電商也能做到有溫度，而達

到持續關係行銷。另外，也了解到堅果的知識，推廣堅果的好。 

 

附錄 H. CRM 修課學生的學習作業(不含紙本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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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執行計畫期間指導學生獲得發明競賽金牌 
 

 

 
   資料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

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news/結合電商大數據行銷農產品-萬能科大師生奪發明獎金牌-000736808.html


20 

 

附錄 J. 執行計畫期間指導修課學生獲得全國雲端 APP 行動創意應用競賽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