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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簡介｜  
消費者行為與心理學、新媒體與新行銷研究專家，曾任零
點調查公司副總經理、盛世指標資料管理有限公司總經
理。對消費者行為、態度與群體生活形態、新媒體和新行
銷策略有深入研究，被中國媒體譽為消費及行銷領域的      
「趨勢占卜師」，為多家品牌企業、媒體集團策略顧問。

肖明超 大陸商業趨勢觀察家
小米機自建社群平臺，蒐集「米粉」們的 idea，研

發出的手機年銷 1,870 萬支；阿里巴巴推出娛樂寶，

讓觀眾投資影視劇，狂銷 7,300 萬元人民幣。B2C

轉變為 C2B、B2B 變成 B2C，當商業模式正在產生

劇烈革新，選擇讓客戶為我們賺錢，或沉溺於部門

間的矛盾中，被市場淘汰？

 ｜簡介｜  
負責擬定微軟企業社群解決方案全球化的產品策略、管理
及上市的策略，對於企業社群解決方案有獨到的見解及多
年的經驗。加入微軟前，曾任多家新創公司擔任 CEO 及
副總裁層級的職務。加入微軟後，Bryan 負責過多項產品
的產品跟營運管理。

Bryan Goode  微軟企業社群事業群資深總監
社群媒體已改變溝通的面貌，很多企業已使用企業

社群當作溝通工具，但大部分還沒真正的利用它提

升業務上的實質效益。一個人的想法可能是另一個

人尋找已久的答案，進而演化成更具影響力的公司

解決方案；建立跟客戶聯繫的媒介，並預測他們的

潛在需求，可帶動企業持續繼續成長。Bryan 將分

享如何透過企業社群解決方案對內提高溝通的效益、

對外滿足市場的需求，讓企業廣納來自於跨部門員

工的各種想法，立即反應在各項業務上。

專題
演講

解決
方案

邀請國際消費市場趨勢觀察家及產業專家，

分析消費市場需求與企業營運最新趨勢脈動。

& 
‧CRM創新社群行銷管理平台―創新行動裝置應用，傾聽社群，打造感動體驗

‧企業社群改變工作網路―看全球到台灣的企業社群成功典範

‧行動整合通訊―內外即時溝通串連，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企業社群別冊

串連就是力量．企業翻新未來
擁抱客戶 × 企業社群 × 快速創新 

想像一下，全公司員工的意見，都能為您的決策做出貢獻，

組織隔閡消失了， 公司草創期的活力回來了，

面對顧客與市場變化，企業社群讓員工個個都是客戶專家，

調動所有資源來服務客戶變得簡單，

公司不曾有過的改變都在發生， 

企業社群就是公司找到新力量的關鍵起點。

社群大趨勢
—串連組織 凝聚力量 翻轉未來
翻新企業內外互動模式，打造跨部門、跨空間、跨媒
介溝通平台，創造高績效實力

好品牌，
消費者說了算！
潮牌取代名牌，價值更勝價格。當數位化正在瓦解品
牌，消費者的「認知」才是重點。

6大品牌經驗談
IKEA‧Xerox‧21世紀不動產
‧冠德建設‧研華科技
‧太古可口可樂

ENTERPR IS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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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群（Enterprise Social）與和行動裝置的

結合，顛覆企業與員工及消費者的傳統互動方式，

也改變了企業的行銷思維與服務。企業社群串連

整合的力量，陸續在國際一流企業內流行，美國

Fortune 500企業中，就有80 %的公司導入像Yammer

這樣的企業社群平台，提供經理人一種全新觀點看

待公司組織結構、營運流程、企業人才。 一股已

經發生的趨勢襲來，將企業內的每一個個人串聯起

來，以企業社群連結團隊戰力，創造高績效的成長

力，也提升組織認同與工作效率。以企業社群軟體

Yammer為例，它享有辦公室臉書的稱號，大大轉

變人們的工作方式，藉由跨地域、跨部門、跨階層

的即時平台，以更優異的速度、廣度與效益，為員

工聯繫、團隊合作、組織串聯、敏捷反應⋯等面向

創造正向影響。 

串連團隊腦庫 即時分享創意 

如何整合企業內的所有創意，迅速發展為完美

的解決方案，一直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傳統的公司

溝通聯絡方式，包括會議、email及電話，都有其盲

點與缺失，於是，企業社群成為最佳解決方案。舉

例來說，透過企業社群Yammer的幫助，菲律賓連

鎖飯店Northwind Hotels串聯團隊腦庫，成功地改

善門禁系統！ 當Northwind Hotels 的執行長Walter 

Harp發覺，傳統的飯店門禁卡常出現故障狀況，

更總是被消費者丟棄於垃圾桶，造成資源浪費，透

過Yammer向營運主管發出尋求更佳解決方案的訊

息。 正在乘坐捷運的營運主管在五分鐘內就能夠

立即回覆，隨後在Yammer建立一個「改善門禁系

統」主題社群，向全公司各部門的腦庫尋求支援，

並且設定專案提案、確認與發佈應用的各個時間

點。

跨部門跨空間 完美方案即時誕生

透過Yammer，將團隊串連起來，讓公司內的

每一個工作者，以在職場的工作經驗與親身觀察，

互動分享創意與想法，其他同仁更可以針對各種點

子給予支持的回應，提升團隊凝聚力與參與感。 

在Northwind Hotels 改善門禁系統的社群中，第一

線的服務人員與管理經理立刻回應，並反應顧客總

是會遺失門禁卡，是一個很浪費的設計，陸續有

人提出使用指紋掃瞄、縮小門禁卡尺寸⋯等創意

想法。 當同仁在外看見智慧型手機掃瞄的實際應

用，立刻拍照上傳，短短五分鐘內就獲得約20位同

仁認同，並進一步落實執行。Northwind Hotels成功

地以智慧型手機取代門禁卡，改善門禁系統，降低

社群大趨勢
串連組織 凝聚力量 翻轉未來

營運浪費，同步提升消費者的使用便利性，CEO在

Yammer上表揚感謝提供點子與執行專案的兩位靈

魂人物，這個創新的做法還登上菲律賓當地的每日

論壇報頭版，成為Yammer應用的另一亮點。

預見趨勢 提出方案 成功銷售 

每天面對成千上萬的訊息，管理者必須有能力

預見趨勢，導向最佳的因應方案，帶領團隊突破困

難、邁向成功，West�eld購物中心做到了！West�eld

購物中心管理總裁Andy Hedges控管遍及澳洲的40個

購物中心，他分享成功心法：「做為一個整合、設

計、建造的購物中心發展商與擁有者，身處在充滿

活力與變動的零售業界，必須善用企業社群軟體，

讓員工跟生意夥伴即時的交談，即時反應客戶的意

見，管理階層與購物中心內的零售商緊密合作，

一同打造成功銷售的方法，提高顧客滿意度。」 

Andy Hedges舉例，曾經在發展一個禮物卡專案時，

想要改變某些細節，透過Yammer，讓所有第一線

人員都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最新的訊息，並且及時傳

達來自零售商與消費者的寶貴意見，「Yammer讓

我們用很快的時間，就能確認專案的方向，協力產

出解決方案，導入全新的制度，節省了至少六周的

時間！」 

在數位浪潮與社群時代下，企業社群、顧客關係管理與整合通訊變得越來越重要，不但改變

企業對外與客戶、對內與員工的互動模式，更深入企業的組織、營運流程與決策過程，影響

企業的產品與服務，透過串連企業內外資源與共享資訊，以更即時、跨時空、跨媒介的良好

互動溝通，為企業與品牌帶來更佳的產品力與更高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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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握有主動權 加入溝通行列 

社群網絡對於企業而言至關重大，因為很

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運用它，而企業社群軟體

Yammer讓員工擁有主動權，可以決定何時或如何

要加入溝通或接收資訊。Yammer更是跨階層、跨

部門溝通的利器，Andy Hedges指出，「我常不在購

物中心內，Yammer讓我能夠輕易地與公司內的所

有同仁對話，包括服務台的人員、保全組同仁⋯等

很多我不常見到的夥伴，而且我們在Yammer上的

對話，總是針對特定主題或活動，比起以前見面時

的寒暄問候更為深入聚焦。」

掌握企業社群 串連企業能量

什麼樣的服務才算到位？英國的新創銀行

Metro Bank為業界寫下新典範，強調服務為核

心競爭力，他們爭取對現有銀行服務不滿意的顧

客，顛覆一切市場常規：一週營業 7 天，15 分鐘

完成開戶，4年內拓展至 21 家分行並持續成長，背

後全有賴企業社群概念及應用，其革新營運模式不

僅震驚了銀行界，更是企業經理人都該密切關注的

新典範。

在提供到位服務的過程中，企業社群幫了大

忙，Metro Bank 營運副總 Paul Marriott-Clarke指出，

企業社群平台開啟公司內部真正的對話，激發出企

業所需創意。與傳統企業溝通模式相比，公司解決

問題的能力變強，工作流程更流暢，經理人也能透

過平台向部屬徵求創意，就像隨時擁有一支由全公

司組成的智囊團隊。

內外整合連結 打造滿意體驗 

「我們所談的是打造忠實粉絲，而不單只是

客戶。」Paul 特別強調，對 Metro Bank 來說，顧

客體驗就是企業的一切，然而傳統 CRM 部門各自

為政，根本不符合公司經營需求，他們發現新一代 

CRM（客戶關係管理軟體）以企業社群為核心，

做為串連整合行銷、業務、客服各部門的運作中

心，在客戶關係管理上進行統一指揮調度，更能傾

聽顧客及市場需求，幫助員工以更快、更好的行動

爭取滿意度，縮短生意成交的最後一哩，取得競爭

優勢。

當企業組織產生變革，溝通模式也該追求革命

性的進步，Metro Bank 藉由行動整合通訊，用一種

溝通工具整併多種聯絡方式，隨時得以舉行的視訊

會議讓小組合作默契大幅提升，對外則隨時隨地聯

繫客戶保持順暢溝通。對企業而言，企業社群不僅

是經營上的重大改變，還可有效降低通訊工具的總

體持有成本。 

聯結銷售據點 實現顧客願望

 能夠打動人心的客戶服務，是服務業追求的

至高目標，更是建立緊密客戶關係的關鍵之鑰。當

商品的意義超過商品，當禮物不僅只是禮物，更傳

遞無無止盡關愛，能夠完成顧客願望，也造就美國

飾品商Pandora與眾不同的企業價值。 一份禮物不

只是特定日子的紀念品，還含有關愛跟無止盡的意

義，於是，一位母親想要為下一代留下有關自己的

紀念品，在每一年女兒的生日，透過禮物傳達母

愛，讓她了解她是永遠被珍愛著的瑰寶。Pandora銷

售副總Laurie MacDonald指出，「Pandora所做的，

就是要確保傳達這些情感、實現顧客的期望，而

CRM就是引領我們達成目標的關鍵。」

Laurie MacDonald強調，Pandora在客戶關係管

理系統的幫助下，了解什麼是顧客想要的與需要

的，並且與加盟店及經銷通路的聯繫更有效率。

當接收到顧客的禮物需求內容時，可以即時追蹤

遍佈在美國的三千多家經銷點，順利並即時地從顧

客需求，到串聯經銷點、完成訂單，造就了生日時

的母女開心相聚時光，讓禮物有了永久的意涵，

也緊密聯結Pandora與消費者的關係。 （段標）洞

察客戶所需 創造美好服務 了解客戶的喜好，勢必

在銷售佔得先機，而一向講究顧客服務的日產汽

車Nissan，就巧妙地將其獨到的汽車技術與新一代

的CRM相結合，在汽車展示中心重新闡釋客戶體

驗。 站在第一線銷售車輛的營業員都知道，當兩

個客人一同踏入展示中心，要讓兩人達成共識一向

是很大的挑戰。Nissan汽車資訊長Celso Guitoko指

出，「我們希望從客人一踏進我們的展示中心就能

了解他的需求，進而提供他需要的產品。透過新一

代的CRM，幫助我們了解客戶的想法，我們能為

客戶提供更多服務與附加價值，讓客戶滿懷期望踏

進來，滿懷著開心離開，於是，客戶不只是客戶，

更透過美好的消費體驗而成為我們的朋友！」 

雲端虛擬辦公室 細緻服務加分助功
 

隨著雲端、行動與全球化的趨勢，辦公室的定

義已經越來越多元，甚至可以超脫時空，Servcorp

的團隊就透過雲端服務的虛擬辦公室運作，提供商

業基礎設施以及支援服務，協助企業發展商務，並

且發掘他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潛力，將企業的夢

想化為一個個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 Servcorp的服

務如何透過雲端運作？資訊長Matthew Baumgartner

舉例，「我們的客戶前一刻還在海灘衝浪，在預

約登記虛擬辦公室的服務之後，五分鐘後一切到

位，只要客戶到達位在雪梨商業中心的全新行政辦

公室，將一身輕裝便鞋換下，穿上套裝高跟鞋，就

能與客戶在會議室中商談，完成一樁重要生意。」 

Servcorp在全球有130處的據點，透過新一代的CRM

服務，可以即時為客戶在全球130處據點進行預約

登記，並提供當地語言的客服電話，由專職接待人

員執行預約方案內容，還能夠提供細緻感心的服

務，例如一張「香檳就在冰箱內」的貼心提醒小紙

條！Matthew Baumgartner強調，「每一天我們都持

續提供創新的服務，幫助我們的客戶實現夢想、邁

向成功，而這一切背後的成功推手，有賴於在雲端

運作的CRM系統。」

無數的企業正在改變他們的營運面貌，運用

企業社群增進溝通效率與團隊戰力，經由新一代

CRM系統，洞察客戶需求，提供超乎預期的服務

與商品，創造滿意

消費體驗，企業並且透過整合通訊，跨界內外

溝通平台，讓交流更順暢更即時。現代的經理人，

以行動、雲端、社群三力合擊，以最聰明的方式，

在生活、工作與娛樂等面向應用新科技帶來的便

利，激盪創意、凝聚合作、提升生產力並緊握商機

與效率，引領企業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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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讓廣告行銷人員最苦惱的事，是老闆又砍

預算，但同時又要求提高業績目標，並且提升品牌

能見度。

真的要有大錢才能做好行銷廣告，並且帶動銷

售佳績嗎？在新的時代裡，恐怕不一定了。

在最新的全球品牌價值排名上，三星電子已排

第8名。而蘋果公司首度擠下連霸13年的可口可樂

奪冠，蘋果花多少錢做廣告行銷？一如往常的低，

總金額只有10億美元，占總營收0.6％。

結論是：蘋果在2013年品牌價值能再增加28％

的祕密，絕對不是錢，也不是賈伯斯。

多位專家直指：蘋果贏在品牌3.0的策略。

品牌3.0時代 
消費者跟你想的不一樣

品牌已經進化到3.0？什麼時候發生的事？品

牌3.0的意涵為何？

現代行銷學之父菲利浦．科特勒（P h i l i p 

Kotler），在2010年即領先宣告「行銷3.0」時代的

來臨。這同時表示品牌也邁向3.0。

直接受教於科特勒的政大企管所特聘教授洪順

慶表示，科特勒以三個關鍵字，一針見血地說明行

銷／品牌的進程：從過去只重視產品的1.0時代、

進化到重視消費者的2.0時代，再到重視人類心靈

與溝通社群的3.0。

科特勒指出，品牌1.0、2.0、3.0的主要差異，

分別在從開發產品、到重視差異化、再到重視價

值。背後的趨動力，分別為工業革命、資訊科技、

再到新一波科技。

與顧客互動方式分別為：一對多的交易、一對

一的關係，再進步到多對多的協同合作。

洪順慶特別強調，雖然是演進，但到了3.0時

代，不是前兩者不做，而是前兩者成為基本。就像

蓋房子，最下層是1.0，上面是2.0，再上面是3.0，

不能把1.0、2.0抽掉。

只是消費者之所以行為心態改變，品牌之所以

邁向3.0，有心靈面和工具面的原因。不容各大小

品牌商忽視。在心靈面，消費者基本溫飽早已不是

問題，想追求更高層次的滿足。產品的基本功能、

品質差異不大，如何感動消費者、與品牌產生聯

結，成為新的課題。

消費者的「認知」價值才是重點

「現代人要的不只是性價比，買的還有產品認

知上的價值，而非只是實際的價值，」協助多家知

名廠商做品牌再造的美商方策顧問策略及執行總監

史孟康（Mark Stocker）觀察。

史孟康分析，馬斯洛需求分五個層次：生理、

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消費者已要求第

四、第五階段，企業必須這樣溝通才會產生共鳴。

好品牌，消費者說了算！
潮牌取代名牌 價值更勝價格

「但台灣企業普遍還是在談產品的性價比、功

能，不知消費者改變快速，」史孟康發現這是不少

台灣企業的盲點。

在工具面，網路興起及多種應用工具誕生，顛

覆企業對消費者的溝通管道。部落格、社群媒體、

即時通訊軟體、行動載具⋯⋯，每一個都在改變消

費者如何得到品牌資訊。

國際品牌顧問公司品牌聯盟（T h e  Br a n d 

Union）業務總監湯姆．希爾（Tim Hill）解說，在

品牌1.0時代，品牌推出產品，消費者視產品偏好

購買；在2.0時代，品牌比產品重要，品牌的行銷

廣告訊息大增；在3.0時代，消費者懷疑品牌的宣

傳，寧可相信個人的品牌經驗，透過各種管道多元

體驗，相信推薦而非廣告。

「過去是品牌為王，現在是消費者為王，」台

北市廣告代理商同業公會理事長許益謙感歎，現在

的廣告更難做，以前是「射沙發上的鴨子」（指消

費者坐在電視前收看），現在鴨子會移動，且更難

掌握，要花更多力氣和經費。

數位化正在瓦解品牌

「企業不擁有品牌，品牌是owned by costumers

（消費者所有），」奧美廣告董事總經理唐心慧正

色說明：「消費者認為你這品牌是什麼，你就得接

受，就算跟當初設定的不一樣。」

「現在朋友推薦比林志玲推薦有效，」洪順

慶如此比喻社群口碑的力量，但同時強調，企業不

是不登廣告，網路新工具不能完全取代傳統工具，

而是必須再增加社會網絡社群媒體，增加品牌影響

力。

這意味著，消費者與品牌的關係，正在發生

巨變。首先是，消費者已從被動，變成主動。中國

數字營銷傳播研究中心首席顧問肖明超觀察：數位

化正在「瓦解」品牌，過去是消費者要儲存品牌訊

息，現在是搜尋訊息。

肖明超舉中國西門子為例：西門子的高階冰

箱在中國是第一品牌，2011年，網路名人羅永浩在

其擁有120萬粉絲的微博上面表示，他買的西門子

冰箱，門經常無法關緊，結果得到500多名用戶回

應。羅永浩在公開場合拿鐵鎚猛砸西門子冰箱，影

片在網路上被瘋狂點閱。事情鬧大到德國西門子總

部執行長寫信給羅永浩，並拍攝影音道歉。

「數位化創造更多關於品牌的內容，也挑戰品

牌的權威，」肖明超指出，消費者現在有能力打破

過去企業單向行銷的操作。

消費者精明且喜新厭舊

第二，消費者愈來愈精明、善變。政大企業管

理研究所教授別蓮蒂，以研究調查為基礎說明，台

品牌行銷觀念日新月異，從強調產品規格的1.0時代，進化到企業與產品定位的2.0時代，如

今，重視社群溝通與產品價值的3.0時代來了！產品的基本功能、品質差異不大，但如何感

動消費者、與品牌產生聯結，聽聽專家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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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消費者的品味沒有降低，但消費行為緊縮，且更

喜新厭舊，話題可能3∼5天就不見了，團購產品熱

銷期愈來愈短。

第三，消費者開始參與「塑造」品牌。當消費

者與品牌的關係，變成科特勒所分析的「多對多的

協同合作」，品牌很難再唬嚨消費者。

「數位化下，品牌必須真實，」肖明超表示。

智榮基金會微笑品牌發展中心執行總監陳柏

憲表示，現在品牌「多如牛毛」，消費者的選擇複

雜，過去一天接觸300種品牌，現在遠超過這個數

字；而且消費者依賴口碑而非資訊，企業資訊要更

真實，不管你有什麼資訊，消費者都查得出來，因

此假資訊絕對不行。

「但不能讓消費者在網路上亂談，無法收拾，

行銷人員要有機制引導品牌如何被討論，」他說。

但是，要如何引導網路世界的討論呢？許多企

業還在摸索。

陳柏憲透露，連董事長施振榮都曾問他，

Facebook上的網友反應要不要都回覆，還是選擇性

回覆，因為Facebook上的討論不是那麼慎重，但

e-mail對施董事長就是很慎重的事，他會自己一封

封親自回覆。

企業應勇敢面對新媒體並戒慎恐懼

專家歸納，在台灣，網路上流傳對企業的評

語，壞的比好的多。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業務經理徐嘉謙表

示，口碑行銷是雙面刃，批評和讚美都有，而在華

人世界，批評的多於讚美。

這的確讓企業對新媒體又愛又怕。肖明超表

示，有人說社群媒體使用愈多的品牌，品牌價值愈

低，這說法雖然有點偏激，但有一定的道理，因為

任由傳言散播，亂定義你的品牌，對品牌會造成傷

害。

企業面對這種全新的品牌／消費者關係，專家

建議勇敢面對，但戒慎恐懼。

連續三年榮獲Google年度最佳代理商獎的安吉

斯媒體集團，有多年操作網路廣告行銷的經驗。數

位長邵懿文對網路口碑傳遞效果觀察很多，認為是

一種「壞事傳千里，爆炸力百倍」的工具。

她建議，企業要勇敢去看網路上的批評，但不

必太緊張，批評可能會提醒企業該如何改善，反倒

有助益。而且，網路上贊同你的品牌的人，也會站

出來幫你捍衛。

例如某便利商店是安吉斯的客戶，有網友po文

抱怨某店長的應對態度有問題，安吉斯建議，有的

只是消費者個人想抒發情緒，這種po文可以「一概

不回應」，但應保留po文、不能刪掉。

但若有網友抱怨換不到禮物，這類的訊息累積

到一定的量，企業就應透過官網或廣告告知消費者

將採取的補救措施。

面對變局 台灣企業尚未準備好

不過整體而言，台灣企業面對品牌3.0時代，

過半都未準備好。唐心慧指出，她觀察到一般台灣

本土企業，大約只有一、兩成具備這種新概念。

台灣企業懷抱著舊作法，導致與消費者缺乏互

動。冠品科技總經理韓德行，曾在華碩擔任六年品

牌行銷總監，他觀察，台灣品牌的大問題，是讓經

銷商成為品牌最後灘頭堡，再碰到客戶往往是產品

壞掉時，而蘋果則讓消費者經常可來體驗。

舊作法二，是不太知道如何利用新數位工具

跟新的世代說話。陳柏憲接觸很多台灣中小型製造

業，他發現，領導人多半50∼60歲，不是數位世代

的人，對新世代的消費者與數位工具都不熟悉，不

知如何訂網路策略，當外面已經天翻地覆了，但企

業連基本的官網維護都很難更新。

這造成與年輕世代的數位代溝。東方線上行銷

副總監李釧如指出，2000年以後出社會的年輕人，

是網路原生族群，有能力上網找到所要的訊息，想

買東西先查口碑，不是先查價錢，而且在找自己的

表徵，不是一致化；透過自己的研究找到想要的獨

特產品，能夠重現自己的價值，這樣才酷。

「企業要不就拿出好的產品條件，要不就拿出

感動消費者的故事，才能打動他們，」奧美廣告策

略規畫總監施淑芳也說。

名牌不如能彰顯品味的潮牌

施淑芬分析， LV、Coach這種名牌，有錢就買

得到，不表示品味厲害，會讓消費者覺得厲害的

是，他們可以自己搜尋出適合自己的小眾品牌設計

師，希望獨特潮牌能彰顯他們的獨特品味。

這幾年行動通訊、與行動載具發達，繼臉書

後，WeChat、LINE崛起，加速數位行銷發展速

度，也給品牌行銷人員帶來新的功課。科特勒所

說，促成品牌3.0時代的新一波科技發展，還在演

變中。看向未來，廣告行銷預算往網路移動，是大

勢所趨。但品牌在網路上的能見度，仍須要人為操

作。

歐易亞科技（iChannels）是台灣最大的聯盟行

銷平台。執行長王彥堯指出，企業官網、Facebook

流量，九成都是經營來的，自然上門的很少，除非

是像LV、可口可樂這種響叮噹的品牌。

台灣最大的網路行銷公司亞普達董事長藍信彰

表示，台灣數位行銷費用占所有廣告行銷的比率約

10至12％，而在先進國家，包括美國與網路發達的

韓國，數字已達20至25％， 

唐心慧指出，以往行銷資源分配是傳統媒體占

八至九成，現在慢慢與數位媒體平衡，當今比較成

熟的廠商，預算在數位媒體的比重可達三至四成。

「台灣網路行銷發展大致落後國外兩年，」藍

信彰估算，台灣要趕上這個比率，五年內見得到。

從成長率已可證明這個趨勢。過去幾年，台灣

網路廣告行銷費用平均每年增加16％，而整體廣告

費用已在低成長、甚至負成長。

企業應先了解自己再打造品牌

藍信彰概估，2013年台灣網路行銷三大媒

體，最大的YAHOO！奇摩廣告收入成長率約為

10％，第二的Google成長30％，第三的Facebook成

長100％。但台灣民眾擁抱這些新科技運用的熱情

是世界級的，可能成為加速品牌網路行銷發展的觸

媒。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副所長林玉凡表

示，台灣FB社群網路的滲透率世界第一，LINE的

滲透率世界第三，預估台灣共有2000個網頁的粉絲

數超過3萬。

也不要以為數位是年輕人的特權。根據東方線

上發表的「2014年消費者生活型態趨勢」，50歲以

上準銀髮族是科技運用高速成長族群，從上網率、

智慧型手機使用、微網誌帳號到LINE使用，成長

率約達二成。這是廣告行銷人員關注的新現象。

的確，品牌3.0時代面向複雜多變，不過專

家表示，企業不必太憂心，只要找對方法因應。

「3.0的新概念是趨勢，但企業要先了解自己，」

史孟康表示，不少企業不知為何要做Facebook、

LINE、行動行銷，只是因為別人做，自己也做，

這是錯的。

如同科特勒在《行銷3.0》中指出，行銷型態

進入新紀元，企業追求利潤，也要增添人性精神，

構築更遠大的價值，回應消費者在社會、經濟與環

境問題上的深層需求，並喚起消費者心靈共鳴。

文章出自2014年4月遠見雜誌品牌專刊《贏在品
牌3.0》16頁至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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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場居於指標性地位的宜家家居

（IKEA）家具集團，是一間跨國性的居家用品零

售企業。宜家家居在全球多個國家擁有分店，開創

以平實價格銷售自行組裝傢具的領導品牌，目前是

全世界最大的傢具零售企業。

自1997年開始推動企業內網作為內部溝通的

平台，一直到2012年起開始使用微軟的Yammer企

業社群平台強調多向的協同合作，也象徵著企業從

結構化的組織逐步走向扁平化，進而提升更大的工

作效率。IKEA企業內網部門經理Linda Tinnert談到

IKEA為何選用Yammer的重要原因：「IKEA強調協

同合作的文化，員工之間的非正式管道溝通，加

上培訓員工成為”專家”是對每位員工職涯規劃

中的一環，因此Yammer可以適用在IKEA這樣的企

業。」

運用雲端的企業社群平台，加強互動
與合作、提升工作效率

對於每天都要處理世界各國零售業務的跨國

企業，企業內網所提供的溝通平台擔負非常重要的

樞紐角色。從1997年開始使用企業內網作為訊息提

供與單向的溝通後，在2000及2001年間更開發了自

己的平台作為論壇使用，並在2008年採用了微軟的

SharePoint平台，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司新聞或公告

時也表達自己的意見。負責企業內網工作長達十年

之久的Tinnert說明：「即時在不斷強化溝通聯繫的

管道時，員工仍覺得不足，並表達出希望有更好的

方式進行溝通與協作。」

Tinnert表示當初是在一個研討會上聽到許多

人在討論Yammer，因此決定親身試用看看，當時

只是想幫企業網站部門找到解決方案，因為該部門

除了管理企業官方網站 (IKEA.com) 外，成員更散

佈在25個不同國家，過去雖然有一個員工論壇，但

他們無法分享最佳經驗和眾多文件，導致有很多人

重複做同樣的工作、問同樣的問題，提供同樣的

回答。因此，當該部門成為Yammer的先驅使用者

時，就覺得這個平台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並獲

得很大的迴響。對於像這種超級科技狂的部門，

Yammer除了讓他們馬上上手之外，更容易的推廣

到全部門去，提升整體的工作效率。

Tinnert特別指出，IKEA內部有許多正式與非

正式的溝通管道，兩者對於員工之間的聯繫與互動

都十分重要，也因此需要有一種平台可以支援並強

化這兩種管道的互動與溝通方式，就好像把面對面

的溝通搬到雲端的環境也能順利進行。而在仔細評

估過許多企業社群平台後，Tinnert認為「Yammer尤

其適合像IKEA這樣的企業」。

IKEA: 透過Yammer企業社群平台
全球合作有效率、企業文化再生級

對於每天隨時要處理世界各國零售業務的IKEA，企業內部的社群平台擔負非常重要的樞紐角

色。尤其IKEA的企業文化非常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員工之間非正式的聯繫，並且

培訓員工成為自身領域的專家。透過Yammer強化溝通協作的管道，主動告知員工的訊息、

協作及學習的事項，自然有助加強員工之間的合作關係與專業知識，進而提升整體工作效

率。

樹立全球合作新風貌，
透過各種裝置，共同討論

據Tinnert分析，在IKEA使用Yammer的員工大

致可分為三大類族群：

第一類為時常需要有效地一起工作但受限於地

理限制的專業人士，如同先前的企業網站部門；過

去因為沒有類似的平台，導致許多人一次又一次在

問同樣的問題，另一群人則一次又一次回答問題，

浪費許多時間。現在很多人就可以透過Yammer找

到解答，因此讓更多的人將心思與時間花在該用的

工作上。

第二類為講求時間速度，不管是用何種裝置

都要完成工作的人；這些人即使都在同一棟大樓上

班，但仍需要很快找到知道答案的人。相較於第一

類的人，這群人接受Yammer的方式較慢，有可能

是他們對網路並不熟悉，例如客服中心。但是他們

一旦熟悉後就能體會它的好處，是可以讓所有客服

人員互相幫忙，得以更快速更好的方式解決客戶的

需求。客服人員有了這樣的平台也可以和全公司各

部門連結在一起，而提供給客戶更滿意的服務。

第三類為需要協同合作的人；以企業網站部門

為例，他們的專家平常分散各地，甚或不同國家，

但常因一些主題而需「聚在一起」討論以便合作。

目前IKEA在Yammer平台上有一個「數位工作區」

群組，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隨時討論任何主題所設

立的，讓員工得以盡情表達意見，因此也是IKEA

的Yammer平台上最熱鬧的群組之一。

縝密規劃，全員參與，
再造企業新文化

決定在全球據點推動Yammer之前，IKEA仔細

確保Yammer平台符合全球不同的法令要求。基於

此考量，IKEA透過分散於全球各地的員工，了解

當地政府法令，制定相關的使用政策；此外，積極

和其他部門說明Yammer的好處，讓這些部門也願

意接受新的互動平台，因此資訊部門願意管理這樣

的平台，連同法務與安全部門也同意這樣的平台和

乎規範；最後IKEA希望Yammer能夠成功地推廣，

高階長官的使用與各個階層的主管的接受更是關

鍵。最後，IKEA在正式發表之前，更針對內部群

組規劃了三種策略，以便所有群組能更加蓬勃發

展：高度關注組：由內部核心團隊認定某些群組需

要額外的指導與支援，刺激群組成員使用。

教練協助組：透過散佈全球的核心團隊進行指

導與業務支援後，自由發展。

自行發展組：相信有許多群組可以自行發展而

不需要核心團隊介入。因此IKEA依照使用規範制

定一套準則，向其他人展示正確使用Yammer的成

果。

此外，由於事前縝密規劃，前置作業完整，

IKEA成功導入Yammer企業社群平台。對此，

Tinnert多次強調，「IKEA是個非常注重團隊合作、

彼此支援的地方，一旦確認Yammer符合需求，我

們就充分了解該如何善用它，也就是說：如果你需

要幫忙把事情做完，就直接問；如果你有解答，就

提供給其他人；透過這樣的企業文化，很多人就可

以建立很多非正式管道，也讓很多人變得更有效

率。這樣的平台不僅對資深員工很有幫助外，也讓

新進員工可以在單一平台上獲益良多。這樣能進一

步強化公司全球營運體系外，也讓IKEA的企業文

化與特質顯示出更多的互助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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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rox創立於1906年，原以印表機、影印機等

文件處理設備起家，憑藉「技術創新」，不斷顛覆

傳統人們溝通與知識分享的方式。正因為如此，

Xerox自從創立以來即快速擴充國際事業版圖，目

前擁有全球14萬名員工，年營業額高達200多億

美金，如此行銷網遍及世界各地的跨國企業導入

Yammer社群網路平台後，更是如虎添翼。

由於Xerox本身事業即以提供客戶文件資料處

理方式為主，對如何有效處理資訊具有相當程度的

概念，因此Xerox甫接觸Yammer企業社群平台時，

即一眼看出它的優勢，並掌握如何善用這項雲端服

務的要點。Xerox很快就進入情況，成為全球採用

Yammer的先驅，堪稱為賞識Yammer之伯樂。

價值創新加快、效益何只倍增

Xerox在業界以「技術創新」著稱，員工創意

就是公司的核心價值，採用Yammer企業社群平台

之最主要目的，即是為了營造一個能讓員工能快速

而充分溝通意見的平台。

「Yammer讓我們員工緊密連結，每個人得以

最快的速度找到問題的答案」，副總經理Gregory 

North一語道出Yammer的優勢。North現任Xerox精

實管理與營運轉型事業部最高主管，其主要任務就

是思考如何帶動公司革新轉型、以更精實的營運模

式追求更高效能。他強調「我們不斷思索如何加快

創新步調，因為創新是公司致勝的關鍵」，因此靈

活、快速、多元的企業內部溝通管道對Xerox而言

尤其重要。

「Yammer非常適合像Xerox這類跨國企業使

用。North分析說，這類公司事業遍及全球，每天

日理萬機，極需要高效率之資訊處理平台，讓分佈

於世界各地的員工溝通零時差、互動沒距離。」 

此外，處於當前科技日新月異、情勢瞬息萬變

的全球市場，如何以創新確保公司在全球業界的領

導地位，一直是Xerox不斷要面對的挑戰。North相

信在這方面，Yammer具有無限無形的助力。

改變遊戲規則 帶動優質DNA的活動力

「資訊充分交流是激發員工創意的必要條件，

緊密的團隊合作關係，將使Xerox的產品與服務更

臻上乘」，North如此評論。「無疑的，Yammer為

我們節省時間，新觀念的散播有助我們將觀念化為

行動，加快創新的腳步。」

列印事業部經理Patricia Hill認為，「Yammer

最重要的貢獻，是對Xerox公司產生無形的影響。

「它改變我們的遊戲規則」，Hill言簡意賅強調，

Xerox採用Yammer企業社群平台，
創意與效率倍增

一向以標榜「技術創新」為企業標章的美國Xerox（全錄）公司，自2010年已開始導入

Yammer做為公司提高效能、激發創意的利器。Xerox形容Yammer為一種創意型的企業社

群網路平台，能協助Xerox員工以最快速的方式傳遞訊息、溝通意見，在「效率倍增」的情

況下，「無形中」擴大公司營運規模。

「那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足以改變一家公司的企業

文化，激發員工體內優質DNA的活動力。」

在Hill眼中，Yammer的最主要強項之一就是同

時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讓員工充分表達意見，激

發創意，同時增進同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更廣

泛、更深入的意見交流，無形中可挖掘更多人才潛

能，這正是Xerox追求創新成敗的關鍵。

 Yammer企業社群平台進入Xerox公司後，

確實已帶動公司的變革。「我們從未見過同事關

係如此緊密相連」，任職於公司資訊傳播部門的

Kate Dobbertin在導入Yammer不久後就觀察出「異

樣」。 「自從公司開始使用Yammer，我們的工作

效率明顯增高」，她進一步表示。

員工緊密合作、整合效率倍增

Yammer對新進員工尤其有利，讓他們以最快

的速度熟悉公司運作模式、入企業文化、並和同事

培養默契。事實上，Yammer在企業併購案中，也

扮演極重要的「整合」角色，透過Yammer緊實而

靈活的「整合」管道，能加速併購兩造實現「1 + 1

大於2的目標」。

Xerox於2010年併購Affiliated Computer Services 

(ACS)，即為最佳案例。當時Xerox全球員工人數瞬

時擴增為兩倍，其中所涉及龐大與複雜的資料文件

整合過程，若非借助Yammer，Xerox無法想像當時

整個併購案的整合過程，須耗費多少時間與人力支

援。

Yammer的強項並不只帶來公司內部的變革，

更重要的是它能協助Xerox提升服務效率，強化客

戶關係。Dobbertin表示：「它讓公司各部門與客戶

接觸的員工和客戶保持更親密的關係，進而強化客

戶對我們產品或服務的認同。」 

Xerox導入Yammer 的效益
> 加速創新，分享觀念、融合意見，為客戶與股東創造更高價

   值。

> 資訊交流通暢，員工即時取得資訊，以最快數度找到答案。

> 整合過程順暢，實現Xerox與ACS併購雙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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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加州成立的Century 21是全球第一大

的房仲連鎖品牌，服務據點遍佈全球74個國地區，

1997年由王福漲董事引進台灣市場，目前已有近

300家加盟店。

採取100%加盟制的21世紀不動產，與加盟店

互動密切，簡言之，這些加盟店和店主就是21世紀

不動產最直接面對的客戶。為了有效收集及管理體

系內外加盟店的情報，21世紀不動產至少嘗試過四

套不同的CRM系統，直到採用Microsoft Dynamics 

CRM，才扭轉了以往挫折的使用經驗。

21世紀不動產台灣區總部加盟發展部王暐傑

協理表示：「只要系統有漏洞，管理就會出問題，

但我們也不希望系統太過複雜，導致事倍功半。

Microsoft Dynamics CRM上線至今已經兩年，不但

最能滿足我們的需求，也是協助我們發展加盟業務

的完整解決方案，雲端模式和客製化彈性的效益，

更吸引其他區域總部前來探詢。」

15天建置上線
化解舊有問題及挑戰

2011年11月底，21世紀不動產台灣區正式啟用

Microsoft Dynamics CRM，在短短一個月內，系統

建置只花了15天，就完成安裝、建置、系統化、拋

轉基本資料等工作，其餘的15天則用來進行內部教

育訓練和系統微調。上線後的維運工作則由內部IT

人員接手，例如：隨需增減表格欄位配置、拖放式

自訂表格，無需外部夥伴的介入。

能以如此驚人的速度啟用CRM系統，除了事

前已完成內部作業流程及使用規範的制定，更重要

的是對本身需求的高度掌握。科技化一直是21世紀

不動產的重要支柱，期望透過資訊整合，節省加盟

店與總部的溝通時間，並提升業務開發客戶的效

率。

也正因為如此，21世紀不動產在多年前就著手

評估並導入CRM系統，但一路走來並不順遂，例

如：英文版介面在中文化時出現問題和亂碼、相容

性不佳、使用操作不夠直覺、存放在本端電腦的資

料無法自動上傳及同步、未在台灣設立據點的解決

方案供應商不易聯絡等。

王暐傑協理表示：「大家對微軟的解決方案都

很熟悉，採用Microsoft Dynamics CRM不但簡便且

可縮短學習曲線，而且系統預設就是繁體中文的操

作環境。更重要的是，能以私有雲的模式支援外部

據點人員的使用，這也成為我們提升效率和團隊合

作的利器。」

跨部門協同合作
一條龍服務成型

在21世紀不動產眼裡，體系內外的加盟店都是

客戶，這些加盟店的資料不僅是寶貴資產，更是營

收來源，所以一定要把資料留存在公司，而非業務

人員的腦袋裡，紀錄與加盟店的完整互動歷程更能

21世紀不動產以Microsoft Dynamics CRM
打造情報與商機管理方案

短短15天即上線啟用，以雲端模式串連內外部團隊，提升效率和協作力

免除人員接軌的問題，減少斷層與落差。

目前，21世紀不動產由一名專職人員負責潛

客資訊建檔，平均每月新增約800筆客戶資料，現

已累積超過兩萬筆，包括聯絡人資料、經營記錄、

接觸及互動歷史，全部涵蓋在內。有了共同的資料

庫，就能讓不同部門各司其職，又能發揮協力效

益。

發展部收集資訊，業務部執行店頭拜訪與商機

開發，督導部專責體系內的加盟店管理，21世紀不

動產計劃再納入客服部及其負責的0800專線，讓所

有客戶資料全部集中在Microsoft Dynamics CRM，

以一條龍的體系串連不同的接觸管道，為當前和未

來的加盟店提供完整服務。

以Microsoft Dynamics CRM打造的客戶資料

庫，更適時以情報協助高階主管制訂決策。王暐

傑舉例說明：「某家競爭品牌的加盟店主動接洽我

們，積極表達加盟意願，但我們從資料庫裡發現這

家店過去曾有數次交易瑕疵記錄，經過內部審查後

決定拒絕，避免對公司品牌帶來潛在傷害。」

強化外勤人員管理
自來客商機成長15%

值得一提的是，Microsoft Dynamics CRM也是

用來管理及協助外勤人員的利器。督導訪查加盟

店的事前規劃與資料準備作業，都是利用Microsoft 

Dynamics CRM設計的「約會」功能來執行，不僅

能掌握外勤人員的行程，也做為差旅費用申報的依

據。

此外，透過0800進線的來電商機，由總部接洽

後會轉交給業務人員處理，資料庫裡就有客戶背景

和需求，業務人員無需單打獨鬥，即使人在外面也

能搜尋及列印所需資料，紀錄拜訪內容；同時，總

部也能針對商機階段進行管理，提升來電商機的成

交率。

Microsoft Dynamics CRM另一個備受肯定的優

點，就是精細的權限設定，這也讓21世紀不動產更

放心把客戶資料庫開放給不同部門使用；分眾行銷

也是重要工具，可根據條件設定來搜尋符合的目

標，利用簡訊、郵寄等管道來推展整合行銷活動，

主動來電加盟的自來客商機就因此成長15%。

王暐傑表示：「房仲業的變動率很高，情報管

理攸關重要。Microsoft Dynamics CRM 不僅在管理

面對我們幫助很大，結合雲端模式更強化了團隊合

作。我們計劃添增數據統計分析功能，進一步強化

事業體整合及效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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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以文創領航企業轉型升級、用誠心傳遞

幸福生活價值」的品牌使命，冠德建設以「人」為

出發，不僅提供優質生活空間，創新生活方式，對

於精緻化服務的重視，更在建築業獨樹一幟。

早在成立之初，冠德建設即領銜業界設立客服

部門，並提出永久售後服務保證，結合諮詢服務項

目和使用者付費機制，讓客戶永遠都能找到提供專

業服務的人。引進Microsoft Dynamics CRM打造企

業級的CRM系統，則成為冠德建設實踐精緻化服

務的利器。

著眼滿意度，客服品質再精進

成立35年的冠德建設擁有超過130個建案的傲

人實績，董事長對客戶滿意度的重視及品質提升的

要求，成為導入CRM系統的關鍵，相關部門也希

望藉由CRM系統來解決人工及紙本作業難以活化

運用資料的問題，並控管售後服務案件的修繕時

程。

冠德建設資訊處林文彥經理說明，當初的評選

條件包括使用者介面、購置成本與長期TCO（整體

持有成本）、技術與人力資源，以及原廠和導入廠

商，Microsoft Dynamics CRM因而勝出，2008年9月

啟動專案，2009年1月正式上線，2013年著眼於新

版的強化功能，更完成升級，目前主要的使用單位

包括客服部與施工部門。

Microso f t  Dynamic s  CRM結合Microso f t 

Outlook，並銜接冠德建設新建置的ERP軟體，提

升了整合度、正確度與即時性。此外，Microsoft 

Dynamics CRM 強大的圖表功能與儀表版介面節省

了製作報表的時間，系統擴充性及流程彈性也更

大，讓冠德建設能隨需求靈活應變不受限。

林文彥經理進一步指出，房屋的售後時間很

長，資料量多且雜，從磁磚型號到房屋所有權狀，

所有與客戶相關的資料和文件全都保存在CRM系

統裡，即使房屋轉手，繼任屋主仍能向冠德取得所

需資訊，等於獲得了安心的保障與服務。

以流程追蹤控管進度、掌握時效

Microsoft Dynamics CRM上線後，首先應用於

客服部的售後服務案件，展現了客戶案件不漏接、

加快處理時效、提升客戶滿意度的效果。而且，所

有人員都使用相同的CRM系統，確保了資料的一

致性和即時性。

以客服部為例，當客戶撥打0800電話提出需求

時，客服部人員除了將相關資料輸入CRM系統，

同時會根據客戶問題判斷負責人員，發出通知給外

包廠商或公司同仁，48小時內必須到場處理，系統

會根據預先設定的各階流程自動追蹤及提醒，免除

主管花費時間列控及跟催。

施工部則以CRM系統來執行客戶驗屋作業流

程，將客戶指出的缺失列控，交派給合適的負責人

員並要求在限定時間內解決，自動化發送電子郵件

或簡訊通知客戶進行複驗，確認缺失解決後才完成

交屋程序。

冠德建設落實精緻化服務 
Microsoft Dynamics CRM 助陣
展現服務時效性與高品質，強化流程管理與追蹤，客戶滿意度一舉躍升至98分

林長逸經理說：「以去年交屋的捷運共構建案

為例，我們分配到的171戶在驗屋時總共列控了350

條缺失，唯有靠CRM系統來控管才能確保處

理效率且不遺漏，避免耽誤客戶交屋的時間。」

結合分析應用，發掘資料價值

不可否認的，CRM系統上線之初，由於資料

輸入的額外負擔或多或少會引發抗拒，但輸入資料

愈來愈齊全，愈容易篩選出所需資料，再加上系統

資料分類歸納清楚明確，易於存放及調閱，資料量

累積愈大，愈能感受其便利性與效益。

舉例來說，冠德建設堅持客戶導向的理念，從

產品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就開始提供精緻化的客

戶服務，在建造的過程裡納入客戶的特殊需求如隔

間、建材等變更調整，通稱為「客變」，客變資料

會掃描上傳，提供給相關的設計與施工部門，同時

也會保留在CRM系統裡。

運用Microsoft Dynamics CRM的報表製作功

能，就連客服部的人員也能自行設定篩選條件與交

叉分析，直接以拖放方式製作所需的圖表，讓系統

裡的資料發揮更大的價值。例如：以缺失記錄來統

計、追蹤及管理包商品質，找出最常出現的問題、

問題最多的包商等，甚至可成為未來選擇包商的參

考。

接下來，冠德建設將持續強化在CRM的應

用，希望在今年新增行動化支援和行銷管理，像是

第一線銷售人員接觸潛在客戶，收集並記錄其偏好

的坪數和期望預算等資料，若能利用CRM系統來

累積潛客資料庫，必能發揮更大的效益，而且還能

交叉運用在不同建案。未來，更希望能擴大應用在

個案廣告行銷方面，透過彙整分析各式廣告媒體效

益，讓資源做最妥適的分配與運用。

林長逸經理說：「Microsoft Dynamics CRM擁

有極大的客製化彈性，可依需求或流程的變化自行

修改或增加欄位，對一家永續經營的企業而言，這

是非常必要的功能，也更證明了Microsoft Dynamics 

CRM是最能滿足我們需求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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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83年的研華，憑藉軟硬體系統整合、

顧客導向的設計服務，及遍佈全球的後勤支援能

量，得以穩居工業電腦龍頭；因應雲端運算與物聯

網(IoT)世代來臨，其已將「智能地球推手」列為全

新願景，全力發展整合型IoT解決方案。

值此重大轉型時刻，研華不論面對遍及全球90

餘據點的內部同仁，及外部夥伴或客戶，皆有愈來

愈殷切的訊息傳遞需求，也期望善用行動熱潮，加

速商務溝通效率，這些都得倚靠穩定順暢的電子郵

件系統；但這個看似平凡的基本要求，背後卻蘊含

嚴苛挑戰。

研華資訊處經理林信宏說，該公司以Exchange 

2007作為全球逾4千名的郵件服務樞紐，然受制於

儲存容量，只能給予每人100~500MB信箱空間，倘

若員工疏於維護個人信箱，即可能因容量用鑿，導

致難以繼續正常收發信件，造成訊息溝通管道的斷

裂，後果著實不堪設想。

企業郵件雲端化 為不可逆趨勢

著眼於此，研華三年前即思考引進雲端郵件服

務，亦曾評估若干解決方案，但幾經試煉，最後都

以無疾而終收場。林信宏解釋，這些並非源自微軟

的雲端服務，與使用者慣用的Outlook介面之間，

不僅存在相容性的問題，更與使用者的習慣格格不

入，除此之外，取得成本也略嫌偏高，並不符合研

華的期盼。

在遍尋不著合適方案之際，研華資訊處得知微

軟推出O�ce 365雲端服務，自然深感興趣，於是著

手進行相關研究與討論，確認此項服務無論在於與

使用者介面的契合度，乃至於建置成本的合理性，

都更能滿足研華需求，因而決定予以導入，並以

3,000位使用者為購置基礎，自2013年初正式展開

佈建。

「相較於現在個人信箱僅止於100~500MB容

量，O�ce 365所提供的50GB空間，足足大上200多

倍，無疑相當誘人，」林信宏指出，有了如此龐大

的容量，使用者無需時時刻刻費心維護個人信箱，

尤其對於出差在外的同仁，更可免除信箱突然塞爆

之苦，不需緊急向資訊處越洋求救，終至將行動辦

公效益發揮到極致，也連帶減輕IT人員負擔；因此

不管對於一般同仁或IT管理者，雲端郵件服務的到

位，皆可謂莫大福音。

再者，從前若有同仁不慎誤刪重要信件，IT人

員便須責無旁貸將信件救回，但背後往往涉及耗時

費工的艱辛歷程，如今O�ce 365為每位使用者提供

30GB容量的資源回收區，好讓使用者不需假手IT

同仁，即可自行救回誤刪信件，也算是美事一樁。

惟轉換郵件系統茲事體大，再加上研華員工

人數眾多，且營運據點散居世界各地，礙難一步到

位，因此決定分為三階段導入O�ce 365，每階段的

適用對象都為1,000人。第一階段涵蓋北美、東北

研華部署 Office 365
揮別信箱塞爆打通行動辦公之任督二脈

亞、東南亞、澳洲等地域，及少部分台灣員工，第

二階段含括大陸與部分台灣員工，第三階段則一舉

囊括其餘的台灣員工，最終Exchange 2007便將功成

身退，就此除役。

微軟悉心提供奧援
迅速化解整合難題

由於分階段導入緣故，也讓研華郵件應用環

境流於複雜，以台灣總部為例，此時有的人已轉向

O�ce 365，有的人還在Exchange 2007環境，彼此之

間的行事曆如何互通、代理人如何設定，都不免存

在相容性問題。

況且，研華在全球擁有多達10~20個Domain，

針對不同Domain，如何將DNS伺服器上的MX 

Record，順利轉換至Office 365所對應的IP位址，亦

是一道極其重要的關卡。

因應這些疑難雜症，幸而微軟Premier Support

團隊悉心提供奧援，指派技術支援經理(TAM)到府

協助解決問題，使得專案得以平順推展。

林信宏另補充，此番導入O�ce 365，先由研華

幾位IT同仁、搭配若干海外據點的Key User，共同

進行前期試驗(Pilot Run)，其間除察覺到上述整合

難題外，也體認到使用者設定檔(Local Profile)的轉

換，恐對使用者造成一定負擔，而資訊處礙於人力

與時間限制，也不可能為成千上百位使用者逐一設

定；有鑑於此，資訊處遂預先準備SOP文件，以期

Step by Step引導使用者自行變更設定，此對於後續

專案的推動，同樣十分重要。

此刻尚處在第一階段專案的進行式，適用對象

仍屬有限，所以林信宏坦言，還無法產生具體的量

化效益，但即便如此，O�ce 365所帶來的好處，已

開始在研華內部發酵。第一個轉變在於行動力的提

升，同仁得以擺脫信箱容量大小之束縛，隨時隨地

憑藉行動裝置存取信件，絕不漏接重要訊息；第二

個轉變，則是因員工改採網際網路存取郵件，走的

是Internet而非較昂貴的內部網路，連帶讓企業內網

頻寬獲得紓解，有利於提升ERP、CRM或VoIP等關

鍵應用的運行效率。

第三個轉變，乃是隨著Exchange 2007逐步邁向

下架，也意謂IT人員本應承受的系統維護重擔，即

將消弭於無形，因而可保留充裕的時間與心力，善

加規劃資訊應用架構的優化之道，為企業做出更大

貢獻。由此可見，O�ce 365的導入效益，著實可見

一斑。

電子郵件對企業營運至為重要，只因不管對內或對外，都是賴以傳遞訊息的關鍵通道，萬一

信箱塞爆而影響收信，也意謂商機的折損；有鑑於此，研華決定導入微軟Office 365，確保

郵件暢通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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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擁有50多年歷史的可口可樂， 可說是

深植人心的飲料王者。目前專門在台負責產品生

產與行銷的太古可口可樂公司，全台共設有10個

營業所、3 個供貨中心，以及桃園龜山與高雄燕

巢兩大生產工廠。為了讓分處北、中、南各地的

主管， 以及四處辛苦奔波的業務代表之間的溝通

交流與協同合作，能夠更加方便、迅速且有效地

整合在一起，該公司毅然決然地從原有的Office 

Communications Server(OCS)2007 R2，升級至可因

應支援各類行動平台的Lync Server 2013，進而實現

工作效率與服務品質大幅提升的效益與目的。

將各類行動裝置納入整合通訊平台

過去太古可口可樂公司便曾基於北、中、南各

地不同營業所、供貨中心與生產工廠人員的開會效

率問題，而決定導入OCS 2007 R2。透過該整合通

訊軟體，不同區域的員工不再需要辛苦地在特定時

間與地點集合開會，在大幅提升會議溝通效率的同

時，也降低不必要的差旅與時間成本。太古可口可

樂資訊管理資深經理劉德成指出，隨著員工自帶裝

置上班(BYOD)熱潮的四處發酵，使得如何將各類

行動裝置，納入成為整合通訊系統一員的需求也隨

之高漲。但OCS 2007 R2在各類行動裝置的支援上

有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該公司因而毅然決然地

全面升級至Lync Server 2013。

劉德成強調指出，該公司仍在評估是否要全

面導入BYOD，但為了發揮行動裝置與Lync Server 

2013相搭配的明顯效益，該公司目前採取折衷的做

法，亦即統一採買並配發平板電腦給業務代表，另

外經申請通過的員工也可將其智慧型手機加入到

Lync伺服器的連線名單中。如此一來，員工便可以

隨時隨地透過行動裝置召開會議。

生產力、客戶服務、效能、成本、
安全及管理更上一層樓

「由於有購買微軟技術支援服務 ( Pr e m i e r 

Support)，所以整個Lync Server的評估、測試與導入

作業，在微軟技術支援服務團隊的專業協助下，在

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便順利完成上線。」劉德成指

出：「更重要的是，在導入期間並完成Lync Server

與該公司PBX交換機的整合工作，員工不論是出差

至何地，皆可透過手機撥打內線，這使得整體話費

的節省非常顯著。」

不僅如此，該公司更透過聯邦式整合機制

太古可口可樂善用行動整合通訊
打造最佳客戶互動服務平台

Lync Server實現員工、客戶、合作夥伴與廠商間的即時效益加乘大串聯

(Federation)，得以讓Lync與Skype串接起來， 這使得

業務代表與合作黟伴間可以更方便、更有效率地互

動。甚至該公司與微軟服務團隊間，也透過同樣的

界接機制建立互通的「熱線」，這對客戶問題的即

時解決，以及微軟服務品質的提升有很大幫助。自

從導入Lync Server後，讓員工原本在時間、地點與

裝置上的限制得以徹底解除，不但有助員工工作效

率的提升，同時業務人員也能擁有更多的時間服務

客戶，服務品質因而大增。

劉德成舉例指出，Lync Server搭配行動裝置，

能發揮即時解決客戶問題的強大功效，因為各營

業所分區業代，可以當場經由3G連線與所屬主任

進行視訊會議立即進行溝通並解決問題。再者，該

公司陳列員會透過標準作業流程，來協助量販店

進行商品的就地陳列，例如某量販店便曾在端午節

之際，進行龍船造型的商品陳列，透過行動視訊會

議，便可當場讓店長與區主任「面對面」討論適當

陳列箱數或應佔坪數的問題，進而達到最佳促銷的

效果。

劉德成認為，基本上，比起過去版本，Lync 

Server的升級，不論在生產力、客戶服務、效能、

成本、安全及管理上都更上一層樓，讓上至主管下

至員工都感到非常滿意。接下來，該公司並將著手

Lync Server備援機制的建立，以及與EPR客服模組

的整合大業，相信在未來將會發揮出更極致的整合

綜效。

為了實現行動裝置加入整合通訊行列的目標與效益，太古可口可樂公司藉由微軟技術支援

服務團隊的協助，陸續完成Lync Server 2013的導入，以及與既有PBX交換機的整合。接下

來，該公司並將整合通訊的效益進一步擴大延伸至ERP上，並為整合通訊建立備援機制，提

升更佳的可用性。

由內而外改變運作的方式

企業社群解決方案
對內: 完全整合的社交工具                               對外:更進階、更有效的網絡互動

利用Yammer社交
網路激勵、互動與
維持員工關係 

利用Yammer社交
網路激勵、互動與
維持員工關係 

利用Yammer社交
網路激勵、互動與
維持員工關係 

透過Lync 即時連結
員工、合作夥伴與
客戶 

利用Yammer社交
網路激勵、互動與
維持員工關係 

利用Yammer社交
網路激勵、互動與
維持員工關係 

利用Yammer社交
網路激勵、互動與
維持員工關係 

Microsoft Dynamics 
CRM協助企業了解
來自市場的反應並
建立忠誠度 

Microsoft Dynamics 
CRM+MarketingPilot
協助企業在社交網
絡上與顧客互動 

Microsoft Dynamics 
CRM + Netbreeze
協助企業從社交網
絡上贏得新的客戶
關係 

Microsoft Dynamics 
CRM+MarketingPilot
協助企業在社交網
絡上與顧客互動 

Microsoft Dynamics 
CRM協助企業了解
來自市場的反應並
建立忠誠度 

透過Lync 即時連結
員工、合作夥伴與
客戶 

利用Office 365的協
同合作能力更快速
的解決企業面臨的
挑戰 

利用Yammer社交網
路激勵、互動與維
持員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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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以下依英文字母排序）

AudioCodes is a Voice-over-IP VoIP technology market leader focused on converged VoIP & data 
communications and its products are deployed globally in Broadband, Mobile, Cable, and Enterprise 
networks. AudioCodes´ product range includes Media Gateways, Multi-Service Business Router, Session 
Border Controllers (SBC), Residential Gateways, IP Phones, Media Servers, Value Added Appl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udioCodes High Definition (HD) VoIP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provide enhanced 
intelligibility and a better end user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 in emerging Voice communications. 
At this event we are featuring AudioCodes One Voice for Lync which is a unified product and service 
program intended to simplify and accelerate voice-enablement of Microsoft Lync implementations. The 
program leverages AudioCodes´ Microsoft-qualified end-to-end voice elements, wide-ranging services 
and extensive expertise to enhance Microsoft Lync voice implement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
www.audiocodes.com/microsoft

ESi (Express Solution International直通國際) 成立於2006年12月，為微軟之金級合作夥伴(Microsoft Gold 
Certified Partner)。ESi主要業務為提供企業客戶資訊系統的規劃、顧問及系統建置服務；目前主要客戶遍及電信

業、金融業、工程業及製造業等不同的產業，以微軟SharePoint、Dynamic CRM、BI系統平台為基礎，為客戶提

供最佳產業解決方案，成效卓著獲得客戶一致肯定。

精誠軟體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前精誠資訊 商業軟體事業部團隊）銷售國內外原版軟體，產品種類齊全，尤其能為大

型客戶量身規劃軟體採購方案，配合客戶運營策略規劃多元且彈性的部署方案及提供跨區專業服務。精誠軟體更以

堅強的技術服務實力，搭配豐富的行銷資源，達成全方位的服務理念，故能年年榮獲台灣微軟合作夥伴服務英雄獎

的肯定。

Plantronics繽特力是世界領先的專業及消費類語音通訊產品製造商。從呼叫中心、統一通信解決方案到消費類藍牙

耳麥，Plantronics繽特力的產品具有無與倫比的音頻品質，體現了我們50多年的創新與對客戶的承諾。

Plantronics繽特力的產品在全球財富100強的企業中得到廣泛使用，是美國空中調度中心，美國911緊急電話中心和

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耳麥選擇，並在多部電影和重要場合中被使用，包括著名的1969年美國阿姆斯壯登月中的“個人

一小步，人類一大步＂歷史性的通話傳輸。

晉泰科技近年來已成功輔導多家企業導入Microsoft Dynamics CRM，應用範圍包含製造代工銷售、OEM/ODM業

務運作、國際展場行銷、新產品開發管理、客戶售後服務與投資人關係管理等。為了讓系統能順利融入客戶現有環

境，晉泰團隊以完整的產業經驗加上應用模組，並搭配系統整合服務，讓企業以最有效益的方式快速建置全球領先

的Microsoft Dynamics CRM相關應用服務平台。 

微軟客戶體驗中心是微軟全球專為重要客戶所設計，有別於以往單向式溝通為主的企業研討會，而是以真實體驗的

互動式環境讓企業決策者可以深入了解微軟所能帶來的企業價值，目前全球僅有 120 個微軟客戶體驗中心。

微軟客戶體驗中心是以真實體驗的互動式環境讓參與者可以深入了解微軟能為企業帶來的價值，包括最新的趨勢 - 
雲端互動體驗中心，最熱門的裝置應用話題 - 用戶端與行動裝置管理體驗中心，行動力的增進與企業 App應用 –
Windows 8.1行動工作家，掌握市場脈動之能力 - 商業智慧體驗中心，以及能夠提升企業生產力 - Your Modern 
Office 體驗中心，我們將為您規劃一個專屬體驗之旅，歡迎蒞臨體驗。請上網http://www.microsoft.com/
taiwan/cie/

Tectura瀚資資訊方案，作為Microsoft Dynamics CRM與ERP的全球金級合作夥伴，客戶遍布全球，包含食品飲

料、精品、化妝品、生物科技、電子、高科技製造與貿易業等。

在全球有超過1,800名專業顧問，服務據點遍及20多個國家。至今提供全球5千多家客戶微軟CRM及ERP的服務，也

提供各國語言的本地化服務，協助企業導入跨國商務解決方案。

創新企業夥伴：

企業社群高峰會合作夥伴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