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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ly Outrageous Service

莊雅量
2012.11.06

非 常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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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 一般的經理人可能以為，公司只要賣產品或服務
給消費者，就算是成功了。

• 45% 服務不良
• 20% 未獲重視
• 15% 產品價格較貴
• 15% 產品品質不好
• 5% 原因不明

• 但競爭激烈的市場上，企業卻常常面臨顧客流失
的問題，美國研究機構發現，流失的原因大致可
歸納為：

• 然而，研究顯示：開發一新客戶的成本是留住
老客戶的五倍。

顧客終生價值

蘋果推出iPod後，在2002年有人聰明地提出
“Halo effect光環作用＂，提出顧客若喜歡iPod
，會進一步買麥金塔電腦。iPod接者iPhone接者
iPad，光環一環牽一環，造就蘋果現在成為全
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一但進入蘋果生態園，可
能會愈買愈多蘋果的產品。

Bernstein Research的分析師Toni Sacconaghi提出
“顧客終生價值＂概念：每個購買者在未來可
能為企業帶來的收益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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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2/2000.html

顧客終生價值(2)
因為蘋果iTunes、App Store、iBookstore、iMessage、
iCloud等各平台都鎖定了固定用戶群，所以約90%的
iPhone購買者傾向於在新款iPhone推出時再次購置。
所以蘋果的“顧客忠誠度＂很高，換平台機率少。

他也預計，蘋果主要產品的價格和更換率：
iPhone：700‐900美元，每兩年換一次
Mac：600‐650美元，每三年換一次
iPad：275‐300美元，每三年換一次

以此計算，蘋果到2012年末的顧客終生價值總和將達
到2040億美元，到2014年末將達到3730億美元，如
再加上蘋果預估的現金流，這一數值將增至5480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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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2/2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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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重視為顧客服務

• 今日的顧客己厭倦被當成「會走路的錢包」

• …我大可以到其他很多網站購物，但Michael S. 讓
我的購物經驗變得不一樣...其實我曾在其他網站
看到相同的產品，而且價格較低，結果還是回來
[這裡]買，因為我知道像Michael這樣的員工，會
給我優厚的價格與服務。在現在的社會，很難得
能夠碰到像[這裡]這樣真心重視為顧客服務的公
司，這也是我會一直到這裡購物的原因。你們處
理貨運的員工也很優秀，收到的產品總是非常完
好，和我在其他網路零售業體驗到的很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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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ly Outrageous Service

• Good service 好的服務
• True service 顧客要的服務
• POS service 比顧客期待還要好的服務

• Gross, T. S. (1991). Positively Outrageous 
Service: How to Delight and Astound Your 
Customers and Win Them for Life. New 
York, NY: Warner Books.

Source:穿上顧客的鞋子:POS非常服務給您非常成功。p. 32。

7/56

非常服務的體驗

• 這是我第一次…訂購禮物。除了電子商品，我在
網路購買衣服的經驗不是很好。不是質料與預期
不符，就是尺寸不正確，往往衝動購物的結果造
成一堆麻煩。這年頭，不論網路或零售店的客服
都很糟糕，因此，我的期望很低。這次為老婆訂
的洋裝尺寸弄錯(這方面我比較不在行)，我已經
準備好打電話去換貨時，會被長篇大論詢問理由，
退換貨的過程一定也要拖很久。由於正逢假期，
我預期客服人員的態度一定不會好，肯定心不甘
情不願(經驗累積的預期)。

• 結果讓我驚訝的不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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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服務的體驗(2/4)

• 從開始講電話那一刻起，Dan的態度就是很正向
地表明「我就是要來幫你的」。坦白說，我完全
沒有心理準備。他不僅有禮、友善又專業，而且
很用心地投入談話。我很驚訝。這是一個真正稱
職的人，而且感覺很樂在工作。這顯然是企業文
化的一部分，而這正是今天許多公司都欠缺的。

• 換貨流程超簡單的，只要透過電郵寄出退貨標籤
就好了，不僅如此，顧客服務的品質，實在太超
乎我的期待，我忍不住走出辦公室，問有沒有人
在[那家]上買過東西。有人說沒有，我便分享我
的經驗，告訴他們一定要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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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服務的體驗(3/4)

• 太神奇了! 坦白說，你們讓一個原本已不抱希望
的消費者完全改觀了。以我經驗到的這種服務，
你們在每個地方都會吸引熱情的粉絲。感謝你們
提供如此讓人耳目一新的經營方式，以及真誠的
顧客服務。

• 了不起的服務! ! ! 最頂級的!

• 從Debbie接聽我電話的那一刻起，便讓我感覺
自己很特別，好像當下我是這世界上她唯一重
視的人。我找不到想要的商品，她主動表示要
上網幫我到別處找。多麼了不起的概念，[你們]
真正在乎顧客的需求!黛比和我建立起關係後，
我就從此上鉤了，跑也跑不掉。

：WOW, 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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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服務的體驗(4/4)：WOW

請回想一下，最近可曾有什麼樣的服務，

讓您感覺到WOW般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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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gest Design News in August

Photo Source: http://phandroid.com/2012/08/24/samsung‐and‐apple‐issue‐statements‐on‐trial‐verdict‐microsoft‐too‐k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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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 Industrial designer Chris Stringer:

With the iPhone, the company 
wanted something that would 
“wow” people, in particular 
because Apple was new to the 
market.

Source: http://allthingsd.com/20120731/apple‐literally‐designs‐its‐products‐around‐a‐kitchen‐table/

Photo Source: http://chinese.engadget.com/2009/06/08/apples-iphone-3g-drops-to-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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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服務的體驗：WOW Again

有人想到WOW的體驗，要跟大家分享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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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

Positively 
Outrageous Service
非常服務？

15/56

非常服務
要創造三高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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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服務
創造非常價值
讓顧客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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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企業的價值觀

1.誠實
2.尊重
3.責任
4.公平
5.卓越
6.專業
7.多元
8.效率
9.彈性
10.創新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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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pos的核心價值

1.透過服務創造驚喜
2.擁抱並追求改變
3.創造樂趣與一點點搞怪
4.勇於冒險、創造、敞開心胸
5.追求成長與不斷學習
6.透過溝通，建立開放坦誠的關係
7.建立正向的團隊與大家庭精神
8.以不多的資源做不少事
9.熱情有毅力
10.謙虛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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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pos:顛覆性創新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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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產品 服務

人才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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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服務的八大步驟

顧客第一

深入瞭解你的顧客 意見調查＆IPA分析

穿上顧客的鞋子

建立你的服務架構 建構企業學院

重視危機 為顧客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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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顧客第一

Zappos顧客忠誠組資深代表泰茨瑪：

「我從十五歲就從事零售業，很習慣聽老板強調要
把顧客擺在第一位，但老實說，那只是口頭說說而
已。來到薩波斯之前，我真的不知道那是什麼意思。
一般的客服中心政策，會限制與顧客的每一通對話
不得超過一分鐘或一分半鐘，但薩波斯很不一樣，
我可以慢慢和顧客建立連結。此外，我擁有資源和
權利，可以自行判斷要不要讓顧客驚喜。」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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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顧客第一(2/3)

Zappos顧客忠誠組資深代表泰茨瑪：

「…舉例來說，我們顧客忠誠組會使用一種空白卡，
在通話中得知顧客有特殊需求時，就把它寫上去。
人們已經很信賴我們團隊的真誠服務精神，有些人
無法上網，而想要知道附近演什麼電影時也會打給
我們，我們便會盡可能幫他們查詢網路。極少數情
況下，當顧客要的商品我們沒有存貨，我甚至會到
競爭對手的網站幫顧客找，讓顧客去那裡買。」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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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顧客第一(3/3)

在《服務經濟學》 (ServiceEconomics)一書裡，
作者指出：「一家公司若能真正讓員工維護顧客
的最佳利益，平均而言，獲利能力比不那麼以顧
客為中心的公司高出百分之二十。如果你不只是將
顧客當做『會走路的錢包』到頭來必然是服務者與
被服務者同蒙其利。」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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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瞭解顧客的需求

• 企業應該先深入思考，顧客重視的是「什麼」及
「為什麼」。

• 客戶期望的產品品質及服務品質面向，可分為三
種層次：

– Must基礎的：50分
– Needs客戶要求的：75分
– Desire顧客渴望的：95分

• Good service 好的服務
• True service 顧客要的服務
• POS service 比顧客期待還要好的服務

Source:穿上顧客的鞋子:POS非常服務給您非常成功。p. 32。

2.瞭解顧客的需求

28/56

請回想一下，您上次購買非生活必需品時

• 是買了什麼？

• 在哪裡買的？為何選擇這裡？

• 花了多少錢？

• 購買的經驗如何？

• 你下次採購時，會先到這裡詢問嗎？還會到同樣的地方買
嗎？

• 如果是網路購物，你有什麼經驗、期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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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Prime 的快速宅配服務:
提高消費者的線上購物慾望

30/56

除了讓消費者下載數位內容之外，亞馬遜另一個課題是利用
Kindle 促進消費者線上購買實體產品，例如玩具、相機等等。
為此，亞馬遜新推出一個加值服務： Amazon Prime。這個服
務收費每年49英鎊，換來的是所有直接從亞馬遜訂購的產品
都可快速宅配。

對台灣已經習慣隔日到達的消費者，可能很難理解這項服
務的價值。不過一般在美國或歐洲，因為幅員廣大，通常宅配
是從5個工作天起跳。Amazon Prime 則將之縮小到最多2個
工作天。

這個服務對亞馬遜有兩個好處：(1) 提高消費者在線上購買
的意願，(2) 減少消費者在其他網站上比價的意願。

Source: http://yowureport.com/?p=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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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求調查與IPA分析

顧客滿意的

顧
客
重
視
的

Over EffortLow Attention

Need Extra Effort 努力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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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穿上顧客的鞋子

Zappos顧客忠誠組主管Derek Carder：
「碰過一位叫做Georgina的顧客，她要買一雙鞋，
準備在即將舉行的婚禮中穿。遺憾的是那種鞋沒貨
了，而且已經停產。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36。

Carder記得他竭盡所能地想找到另一雙她可能會喜
歡的鞋，不只看薩波斯的網站，連競爭對手的店也
找，但喬琪娜就是要原來那雙。卡德說：『我將尋
找那雙鞋當做個人的使命。在接電話的空檔，我找
遍喬琪娜居住地附近的小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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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穿上顧客的鞋子(2/2)

Zappos顧客忠誠組主管Derek Carder：
「找到第四天，他將搜尋範圍擴大，終於找到一雙
適合喬琪娜的尺寸，但距離她家一百二十哩。「我
不希望她錯失那雙鞋，因此我提供個人的信用卡幫
她預留。非得把那雙鞋留下不可！然後我打給她，
她好興奮，真的高興到大叫。我表示很抱歉，要她
跑那麼遠去拿，她說完全沒問題，最後還寄給我感
謝卡，內附婚禮邀請函。」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36。
34/56

5.建立你的服務架構

35/56

5.建立你的服務架構(2/7)

• CEO, Tony：「顧客與Zappos的接觸多半發
生在網站上，但平均而言，每位顧客在一
生中，至少會與我們的人員有一次的接
觸。」

• 正因為顧客與Zappos人的接觸很少，偶爾
的電話或聊天便很重要。套用顧客經驗設
計的流行術語，這種重要的互動稱為「關
鍵時刻」。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08。
36/56

5.建立你的服務架構(3/7)

• Zappos訂定的績效目標是，百分之八十的
電話必須在二十秒內接聽。

• 薩波斯最關切的是顧客經驗，而不只是服
務速度，因此只規定急速回應，通話時間
不限。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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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立你的服務架構(4/7)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06。

Zappos顧客忠誠組成員Lauren Spenser處理過
一通長達七小時二十八分的電話：「愛麗絲是
很好玩的人，她告訴我在候診室的雜誌上，看到薩
波斯廣告的商品。但那本雜誌實在太老舊，她詢問
的商品我們都沒有了。在接下來的幾個小時裡，愛
麗絲談到『美好的舊時代服務』醫院會到府看診，
牛奶會送到家門口。愛麗絲還分享她生命中重要的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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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立你的服務架構(5/7)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25。

• 一通七個半小時的電話，最後愛麗絲也沒
有買東西。我們沒有她要的產品，她甚至
沒有電腦可以查看，只是記得雜誌上看到
的東西。我提供給她我有的東西，就是專
注與關懷。

• 如果有人想說話，我就陪她說話。我不會
說：『抱歉，我不做個人服務。』公司並
不是只雇用我來賣東西的。而且，只要我
服務得好，銷售成績自然好。

39/56

5.建立你的服務架構(6/7)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p. 125‐126。

• 麥尼斯說：『其實只要一點點關懷，就能讓糟糕
的服務變得優越。說起來很可惜，如果企業能多
想到人與人的互動，不那麼在乎交易成不成，顧
客自然會源源不絕。』

• 薩波斯見解產品經理Robert ：『現代人渴望真誠
的連結。當員工不僅被允許，而且被鼓勵將人性
的一面帶上職場，他們與顧客及非顧客之間，往
往會發生讓人印象深刻，甚至很神奇的互動。」

40/56

5.建立你的服務架構(7/7)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29。

• 正是這種對互動的重視，促使人們進一步與
薩波斯連結。

• Tony：『人們也許不會確切記得你做過的事，
或是說過的話，但永遠會記得你帶給他的感
覺。』

• 如果你[在Zappos] 廠走走，隨機攔下一位
Zappos人問:人們與Zappos接觸時，應該會有
什麼感覺?你得到的答案只有少數幾種
「驚喜」、「快樂」、
「個人層次的情感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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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構企業學院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57。

• 很多公司會將新人訓練壓縮在一天內完成，
一整天填鴨式地灌輸公司的政策與章程、討
論員工手冊的重點、介紹公司的簡史、粗略
說明公司的使命(mission)、願景與價值觀。

42/56

6.建構企業學院(2/5)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57。

• Zappos的所有新進員工，都要接受為期一個月的
新人訓練，經歷周詳設計過的文化浸淫。

• 你是否能想像一個會計、資訊科技專員、新的財
務長全部積極參與，與一個第一次進入職場的新
進人員一起受訓?

• 這些人將一起認識公司的歷史、經營哲學與價值
觀，了解客服的重要性，以及公司的長遠願景，
甚至要花兩個星期的時間，真正接聽顧客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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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構企業學院(3/5)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57。

• George B. Bradt與Mary Vonnegut在《組織融
入》 (Onboarding: How to Get Your New 
Employees Up to Speed in Half the Time)一書
裡定義組織融入是：「徵得新的團隊成員後，
不論他們來自組織內部或外部，都要幫助他
們適應、融入、快速進步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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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構企業學院(4/5)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p. 58‐59。

• Zappos的業務助理David說：「我在那四星期
的訓練裡學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Zappos
期待我們每個人認真做事。我必須把以前的經
驗調整過來；我在以前的公司學會對顧客懷有
戒心，會竭盡所能地保護公司。但在Zappos，
我開始思考該為顧客與同事著想，讓同事也能
為顧客著想。…訓練能幫你拋開舊模式，並按
照Zappos的方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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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構企業學院(5/5)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59。

• 認知新裡學有所謂「順向干擾」(Proactive
Interference)的概念，意指一般人很難拋開以
前學會的舊訊息，接納新的知識。有一些舊
行為可能會妨礙新人學習融入你的文化，有
效的組織融入，通常可幫助新人「忘掉」以
前學的這些行為。

46/56

7.創造顧客價值

產品品質

服務品質 價格

顧客價值＝
產品品質+服務品質

價格

47/56

7.創造顧客價值(2/7)

48/56

7.創造顧客價值(3/7)

• 預測性( predictive)的期待：是指依據個人經驗、
他人表達的經驗、媒體等來源，認為理論上、實
務上理應會有的結果。基本上，是顧客依據對你
產業的了解，做出的務實預期。

• 規範性( nonnative)的期待：則是顧客認為應該發
生的事，顧客的這些信念，並不是依經驗得來的，
而是認為應該如此。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p. 114‐115。

• Zappos能達到讓顧客驚喜的效果，就是因為在很
多地方超越這兩種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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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創造顧客價值(4/7)

在預測的期待方面，

•很多顧客預期網路零售商會要求顧客付運費，如果要退貨，
運費也是顧客支付。

•此外，顧客也逐漸有一項預期:萬一有問題要打電話到網路
公司，要在網站上找到客服電話很不容易。Zappos則是將
「每週七天二十四小時客服電話…」明顯放在每一頁。

•薩波斯領導者的選擇與員工的作為，都是為了不斷超越顧
客的期待，尤其當這些期待是建立在冗長的電話等候時間、
外包客服員工、由其他供應商提供制式的客服等。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15。
50/56

7.創造顧客價值(5/7)

再從規範性期待的角度來看，

•網路顧客相信，產品「應該」依結帳時承諾的時
間送達。在這方面，Zappos經常讓顧客嚇一跳: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15。

訂單總監安東尼﹒維克斯說得好: 我們的網站上說，免費
提供四至五日陸運送達，但我敢說，有百分之七十多一
點的產品，都是隔日空運送出。

當你做的比說的多，顧客會感覺備受禮遇。
光是這一點，就足以構成普通服務與驚喜服務
的差異。

51/56

7.創造顧客價值(6/7)

@Hyjenrenee 
讓人驚喜，薩波斯......你們是怎麼辦到的?每次隔天收到貨
都讓我很驚訝。

@Dsalt 
如果網路上每家公司都像薩波斯一樣，就再也沒有人會出
門購物了。我訂購兩日送達的產品，結果隔天免費空運送
來，第二天就拿到了。

@mikestenger 
剛成為貴賓。我本來就已經感覺自己很受重視，現在竟然
不只吃到蛋糕，還附送冰淇淋!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16。
52/56

7.創造顧客價值(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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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危機處理

非常服務的蛋糕理論

Source:穿上顧客的鞋子:POS非常服務給您非常成功。pp. 18‐22。
54/56

8.危機處理(2/6)

Zappos的顧客 Karen Batchelor：
夏天終於要來到密西根了，上過我訂了兩件Jag的黑色工
作短褲(cargo shorts)。我以前在薩波斯買過......以前不論
可什麼，都有我的尺寸，也都按時送達一一一毫無問題。
但今天我收到包裹時卻失望了，裡面確實有兩件黑褲，
但兩件的尺寸不同，有一件不對......我拿起電話來做兩件
事:(一)抱怨，(二)詢問第二件是否還有。

電話由一位很親切的客服代表接聽......我解釋我碰到的問
題，她馬上行動......檢查是否還有另一件。問題是已經沒
有了，這實在太糟糕了，但反正死不了。接著，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12。

55/56

8.危機處理(3/6)

一位和善的年輕客服一再道歉，為Zappos的錯誤提
供下列解決方案......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13。

1. 她以電郵寄給我UPS包裝的退貨標示，以及完整填妥
的退貨表格，內含錯誤黑褲的所有詳細資料。我不需
要去找褲子上的號碼再填寫表格。

2. 此外，她讓我升級成為Zappos貴賓，將來訂購任何產
品，可升級為一日送達。

3. 接著，我決定再訂一件比原來短褲貴七美元的東西，
她告訴我免付差價。最後還送我十美元的折價券，下
次購物時可以使用。

我真的當場倒地，到現在還爬不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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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危機處理(4/6)

• Zappos最大的賣點是服務信譽，因此，員工必須
能將負面的互動，轉變成圓滿的結局。

• 如果無法將失誤視為「透過服務創造驚喜」的機
會，不滿意或失望的顧客，很快就會變成惡意批
評的聲音。

– 不滿意的客戶中只有不到20%的人會抱怨。大多數人
懶得抱怨，覺得要抱怨很麻煩，反正還有很多其他的
選擇，乾脆換一家就好了!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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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危機處理(5/6)

• 一個知識豐富，而且落實Zappos價值觀的員工，
為公司的錯誤向Karen道歉，在這個過程中，快速
減輕Karen的麻煩，而且費盡心思要讓顧客不只滿
意，而是感到快樂；雖然會被他的服務嚇到倒地
不起。

• 這則故事也具體顯現出Zappos基本服務法則的最
後一項元素：驚喜的力量！

Source:WOW! Zappos不思議！傳遞快樂。讓顧客願意回購的神奇法則。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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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危機處理(6/6)

好的危機處理能力不但是服務的基礎，更是一流的
非常服務，而危機處理除了考驗「臨場反應」，更
需要「機智」與「應變能力」。

Source:穿上顧客的鞋子:POS非常服務給您非常成功。p. 131。

有一天深夜，你獨自開著法拉利，行駛在郊外，
發現突然有三個人攔車，而你的車只能載一個人，
你會怎麼選擇?

a 一個身患重病的老奶奶

b 曾經是你救命恩人的醫生

C 你夢寐以求的夢中情人

59/56 60/56

Zapp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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