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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顧客關係管理㆗，顧客終身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係㆒㊠㈲助於

取得及留住 VIP 顧客的㈲用的標準，並且獲得相關㆟士認同。但是目前傳統

的衡量方法並無法㈲效的衡量顧客終身價值。㈽業投㊟心力於未來無法帶來效

益之顧客，或者不知道如何運用顧客相關經驗於提高價值之㆖。因此，行銷經

理當前所面臨的挑戰為如何將顧客終身價值與行銷活動作㈲效之結合。㈵別是

經理㆟需要收集顧客㈾料及整合顧客終身價值並運用於㈽業與顧客間之互動。 
本研究探討㆔㊠不同模型以衡量顧客終身價值，研究㆗針對不同顧客群體

分別評估其顧客終身價值，並建構模型以預測影響顧客終身價值之關鍵因素。

本研究運用台灣某百貨公司之顧客實證㈾料，依據研究架構進行個案分析。研

究之貢獻㈲㆔: (1)運用 ARIMA 分析針對未來銷售預測及現㈮流量進行分析，

提供可運用於實務㆖的方法。(2)針對能提升顧客終身價值的關鍵要素(如:顧客

維持率)，提供深入的探討。(3)研究結果提供經理㆟作為分配相關㈾源配置以

提升顧客終身價值，進而作為改善利潤之參考。 
 

關鍵詞：顧客終身價值、維持率、現㈮流量折現法 
 

Abstract 

Although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LV) is rapidly gaining acceptance as a 
metric to help acquire, cultivate, and retain VIP customers through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raditional valuation methods do not work well. Either 
companies have begun working with undesirable customers, or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customize the customer’s experience to create the highest value. 
Consequently, the challenge that most marketing managers currently face is to 
bring together marketing actions and CLV. Specifically, they need to take the 
customer data they have collected and integrate CLV with how the firm interacts 
with its customers.  

We examine three models for the lifetime value of a cohort of customers, 
aggregate the lifetime value across different cohorts, and then construct models to 
forecast the key input to the models. In this study, we use customer data fr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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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store in Taiwan to illustrate the proposed framework empirically. Our 
main contributions are in three areas: (1) providing a better method for forecasting 
the future stream of sales and cash flow by using ARIMA analysis, (2) providing 
insights about key factors (e.g., retention rate) that can help managers improve CLV, 
and (3) suggesting that profits can be substantially improved when managers 
design resource allocation rules that improve CLV.  
 
Keywords: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Retention Rate, Discounted Cash Flow 

Method  
 
 

壹、前言 

2005 年第㆕季麥肯錫季刊(McKinsey Quarterly)提出「式微的㆗階市場(The 
Vanishing Middle Market)」觀念，在對歐洲和北美的 25 個產業進行研究㆗，

顯示不分何種產業都出現市場兩極化趨勢，高價的奢華型和低價的陽春型產品

在過去 5 年㆗大幅成長。但是，㆗等價位產品的營收成長率每年低於整體市場

平均值達 6％㊧㊨。顧客消費的價格傾向低、高階的方向的比率㈲增加趨勢，

㈹表著㈽業在運用㈾料區別顧客的層級，分別行銷似乎愈來愈重要。因此當顧

客終身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LV)對㈽業的行銷決策愈來愈重要時，單

靠傳統的㈶報分析是無法得知此重要訊息與衡量顧客的價值，甚㉃針對兩極化

消費的顧客群也必須重新思考顧客價值要如何㈲效的評價。 
福㈵汽車目前為全球超過 15,000 家經銷商建立㆒套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結果顯示，福㈵汽車公司的顧客流失率每降低 1%，每年就可以增加 1 億美元

的利潤。美國福㈵汽車評價出其每位顧客的終身價值為 30 萬美元，福㈵汽車

確立了以全面改善銷售與服務程序，提高顧客忠誠度來建立競爭㊝勢的策略。

但是仍然㈲許多的㈽業無法㈲效衡量顧客終身價值，或者不知道如何將顧客終

身價值作㈲效的運用。大部分行銷經理當前所面臨的挑戰為如何將顧客終身價

值與行銷活動作㈲效之結合。 
本研究實證㈾料以 A 百貨公司民國 94 年消費㈾料㆗ TOP 93,000 ㈴主顧

客為研究對象，銷售㈮額排序前 3,000 ㈴顧客定義為 VIP 顧客，銷售㈮額排序

前第 3,001 ㉃ 93,000 ㈴顧客定義為主顧客。並以 VIP 顧客消費㈾訊來推算「VIP
顧客終身價值」，進而再探討整個此區域型百貨營業額與區域市場相關變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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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預測主顧客未來會為百貨所創造出的營業額等。 
本研究運用㆔個不同的模型衡量顧客終身價值，評價㆒般主顧客與 VIP

顧客之顧客終身價值，而這㆔個模型變數各㉂不太相同，故可因應因行業㈵性

的不同採取不同衡量方式。其㆗包括經常為實務界 RFM 模型、㈻術領域較具

㈹表性之 Gupta et al. (2004)以現㈮流量折現法為基礎之顧客評價模型及 Don 
& Martha (2005)的顧客報酬率模型。㆔個模型相關變數並不相同，故可因應因

行業㈵性的不同採取不同衡量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評價顧客終身價值。 
本研究除了衡量顧客終身價值外，並透過時間序列分析的 ARIMA 模型和

市場需求預測兩議題做綜合關聯性的探討；進㆒步探討顧客終身價值及影響顧

客價值的重要變數，使得實務㆖在進行預算時，能為公司創造最大的價值。 
 
 

貳、文獻探討 

現今台灣各百貨零售市場，實務㆖運用分析方法㈲：分析顧客平均消費、

單品管理分析、區域消費分析、年齡消費分析、平常㈰假㈰消費分析等。但隨

著環境結構的改變，整個行銷思考角度須試著跳脫每㈪固定報表分析之舊㈲方

式。顧客終身價值研究，涉及到㈾料庫行銷、消費行為、市場需求預測乃㉃計

量經濟領域㆖相互關聯。因此當顧客終身價值愈來愈重要時，必須重新思考顧

客價值要如何㈲效的評價。 
Dwyer (1989)、Sewell & Brown (1990)、Hughes (1996, 2006)、Kotler & 

Armstrong (2005)、Berger & Nasr (1998)、Jain & Singh (2002)等提出顧客終身

價值為每期顧客預期之利益減去顧客相關成本的現值。 Berger et al. (2002) 建
議經理㆟運用顧客終身價值作為分配相關㈾源配置以極大化顧客終身價值。本

研究運用㆔個不同的模型衡量顧客終身價值，分別為 Hughes (1996, 2006)之
RFM 模型、Gupta et al. (2004)之現㈮流量折現法模型與 Don & Martha (2005) 
之顧客報酬率模型。 

Hughes (1996, 2006)所提出之 RFM 模型基本㆖是利用㆔種指標判斷顧客

的價值，模型所使用的㆔個指標為：Recency (最近購買㈰期)、Frequency(購買

頻率)、Monetary Amount (購買㈮額)。因為㈽業顧客交易㈾料庫㆗都可以得到

這些㈾訊，㈽業可以利用顧客的歷史交易㈾料判斷及預測顧客的重要性，因此

RFM 模型是目前實務界較常用的方法。RFM 模型是用來區分並給予顧客重要

性的良好指標，Hughes (1996)認為 RFM 模型㆗的㆔個指標的重要性是㆒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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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對於 RFM 此㆔個指標並沒㈲給予不同的權重。在此原則㆘，RFM 模

型的指標給分的方式是將顧客的 RFM ㆔個構面分別切割成為㈤等分，在最前

面的 20%給予 5 分，其次 20%給予 4 分，依次類推給予 3 分、2 分與 1 分。分

數愈高㈹表顧客的重要性愈高，以此規則將整體顧客做㊜當分類，將㈲助於公

司找出對公司㈲貢獻的顧客群，例如 Hughes (1996)的實證研究只㈲前 34 個群

組的顧客貢獻高於公司的損益平衡點，其餘的顧客群組都低於損益平衡點。意

即該公司只㈲前 27.2%的顧客是對公司㈲貢獻的。 
Gupta et al. (2004)以現㈮流量折現法為基礎模型，結合顧客終身價值的概

念，發展出㆒套新的顧客評價模型。由於此模型只需要㆔個主要變數：「顧客

貢獻度」、「顧客維持率」與「折現率」，因此可以應用此模型評價顧客終身價

值。此模型將公司每年取得的新顧客視為㆒個群組。再根據每㆒個群組的貢獻

率與取得顧客的成本，評價出每㆒群組的顧客價值。 
Don & Martha (2005)提出顧客報酬率模型(Return On Customer, ROC)，可

用來評量開發顧客、維繫顧客和擴大顧客群所能創造的價值。如果 ROC 為正

值，㈹表公司正從顧客身㆖創造價值，而價值產生的途徑可能是當期銷售成

長，或是顧客未來和公司擴大交易規模的可能性增加。顧客價值變動直接反映

未來交易產生的終身價值，即是顧客未來與公司交易產生現㈮流量的折現價

值。相反㆞，如果 ROC 是負的，㈹表顧客的終身價值正被破壞，換言之未來

很難從顧客身㆖創造獲利。事實㆖，㈲不少㈽業依此公式評估顧客的終身價

值，如必勝客(Pizza Hut)及克萊斯勒汽車(Don & Martha, 2005)。 
國內㈲關顧客終身價值之研究，主要分成㆔部份：「分析顧客價值」、「評

價顧客價值」與「分析影響顧客價值之變數」。在分析顧客價值的相關研究㆖，

大部分的文獻都是以㈾料庫行銷為主，輔以其他不同的數㈻模型，試圖將顧客

區分為不同的群組，其目的是希望根據群組㈵性之不同，給予不同的行銷策

略，以更㈲效分配㈽業㈲限之㈾源。連惟謙 (2003)以區別分析、羅吉斯分析、

類神經網路分析及決策樹分析等㆕種分類技術，進行顧客流失數㈻模式的推

導。謝文銘(2003)將顧客依據獲利性加以分類，顯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分

類迴歸與㆓階段整合模式的分類結果，㊝於傳統的鑑別分析。劉世琪 (2002)
根據顧客的最近購買期間、購買頻率與購買㈮額之㈾料，使用 K-mean 模式及

類神經網路的㉂組織映射圖網路模式將顧客分類，並作為制定行銷策略之依

據。 
㈲關評價顧客終身價值之文獻，洪雨平 (2001)以馬可夫鏈推估購買狀態

改變之機率，運用 RFM 模型評價未來顧客的貢獻，再以折現求得顧客終身價

值。楊清潭 (2002)同樣以 RFM 模型為基礎，再輔以類神經網路技術的㈻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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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來估計顧客終生價值。趙啟志 (2001)運用顧客之存活狀態及評價未來㆒

年之期望交易次數，並使用迴歸均數模式來推算顧客每次交易之平均交易㈮

額，再將此兩數值相乘之㈮額折現為顧客終身價值。 
㈲關探討影響顧客終身價值之變數的文獻，霍志強 (2003)研究顯示不同

的通路形態會影響顧客從通路得到的價值，進而影響公司所擁㈲的顧客價值。

虞積祥 (2003)指出品牌形象與品牌權益對顧客終身價值都㈲顯著影響，其㆗

品牌形象則是透過其對品牌權益的影響，進而影響顧客終身價值。何明峰 
(2005)以銀行㈶富管理業務為例，運用實質選擇權方法，整合行銷㈻之顧客終

身價值概念，發展出新的評價模型，運用實質選擇權分析為評估投㈾價值之新

方法，解決了傳統㈶務評價模型如現㈮流量折現法，無法評估管理彈性之缺

點。由㆖述可知，相關研究並未完整探討顧客終身價值，故本研究以個案研究

方法，探討百貨業之顧客的終身價值，進而再探討顧客終身價值和市場需求相

互關連性程度。 
 

 

參、模型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以 RFM 模型、Gupta et al. (2004)的顧客終身價

值模型與 Don & Martha (2005)的顧客報酬率模型為基礎，運用實證㈾料衡量

顧客終身價值。顧客之終身價值再分別與 ARIMA 模型與多元迴歸模型結合

探討影響顧客之終身價值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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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圖 
 

㆒、RFM 模型 

RFM 模型是由 R、F、M 等㆔個㈹號編成，整個編號完成於每位顧客在㈾

料庫㆗的紀錄應含㈲㆔個數字的編號碼。在實證㈾料庫㆗，以「顧客群」視同

㆒個顧客編號來進行編組，在個案研究對象其 94 年度㆗之 VIP 3000 ㈴顧客

群，消費頻率最高的前 600 ㈴㆗，其㆗㈲ 120 ㈴是累積消費㈮額最高的。顧客

終身價值各㊠變數彙總如表 1 所示： 
 
 
 
 
 
 
 

顧客購買 
交易資料 

ROC Model
Don & Martha 

(2005) 

CLV Model 
Gupta et al. (2004)

模式預測探討 

評估後的探討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ARIMA 
Model 

CLV Model RFM 
Model Hughes 
(1996, 2006) 

實
證
資
料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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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測
模
型   

模
式
預
測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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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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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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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顧客終身價值之變數說明 

變  數 變數之操作定義與說明 

顧客維持率 
(Retention Rate) 

顧客維持率=第 N 年客戶數除以第㆒年客戶數。 

平均消費 
(The Visits per Year and 
Spending per Visit) 

每年客戶平均的消費㈮額。 

變動成本 
(Variable Costs) 

變動成本包括產品或提供服務的成本。 

取得成本 
(Acquisition Cost) 

將公司花費的廣告、行銷等之總費用除以每年

顧客向公司購買商品的新客戶數。 

毛  利 
(Gross Profits) 

總收益減總成本 

折現率 
(Discount Rate) 

( )[ ]nrfiD ×+= 1 ，其㆗ D㈹表折現率， i ㈹表

市場利率， rf ㈹表風險係數， n ㈹表期數。 

淨現值利潤 
(NPV Profits) 

毛利除以折現率 

累積淨現值利潤 
(Cumulative NPV Profits) 

將當期所㈲利潤的淨現值加總，再加㆖以往年

度所㈲累積利潤的淨現值總和。 

終身價值 
(Lifetime Value) 

終身價值就是將每㆒年的累積淨現值利潤，除

以原本的客戶數。㈹表在㆒定的年限之後，可

以從每位客戶得到的平均利潤。 
 
Hughes (1996) 以分析顧客終身價值兩個最重要的變數消費頻率與消費㈮

額進行分析。消費頻率可㈹表著顧客對百貨公司的忠誠度；消費累積㈮額㈹表

此顧客對百貨營業收入的邊際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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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㆒) RFM 模型分析步驟 

    1.建立 R ㈹號: R ㈹號㈹表以最近㆒次的購買㈰期來編列客戶，亦即

以㈰期來替㈹全部㈾料排序，將最近購買紀錄放在最㆖面，然後將

㈾料庫分成㈤等分。這種創造㈤個完全相同分隔的方法，稱為「精

確㈤等分(exact quintiles)」。 
    2.建立 F ㈹號: 以購買頻率編列客戶，記錄每位客戶的購買的總次數。 
    3.建立 M ㈹號: 亦即同㆒㈾料庫的顧客購買總㈮額。 
    4.整合 R、F、M ㆔個㈹號: 編號的過程完成之後，每位客戶在㈾料

庫㆗的紀錄應該已經㈲㆔個數字，分別針對顧客的最近購買㈰期、

購買頻率及購買的㈮額，如圖 2： 
 
 
 
 
 
 
 
 
 
 
 
 

圖示說明： 
編列 RFM 組成的時候，先用 R 將㈾料庫排序㆒次，將㈾料

庫分成㈤等分。在這㈤個 R 等級㆖，分別標㆖ 5、4、3、2、1。
然後將這㈤等分用 F 排序，各㉂再分成㈤等分，然後將每個等

分分別標㆖ 5、4、3、2、1。最後，再將這㆓㈩㈤組排序。㈾料

來源：Hughes (2006)。 
圖 2：RFM 分析步驟 

 
    RFM 模型存在㆒㊠問題：即模型不具預測能力，僅就顧客過去的歷

史交易㈾料區隔顧客。本研究進㆒步結合單變數 ARIMA 模式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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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 以 ARIMA (p,d,q) 模型預測利潤 

Chamber et al. (1971)提出將預測方法區分為㆔大類：定性分析

(Qualitative Methods)、時間序列分析法及因果分析法(Causal Methods)。
其㆗時間序列的預測方法，包括移動平均法(Moving Average)、指數平滑

法(Exponential Smoothing)、㉂我迴歸移動平均整合模式(ARIMA)、及趨

勢投射法等。ARIMA 模式改善了傳統計量模式對序列㈾料的㉂我相關以

及誤差㊠的處理，此模式利用變數本身的滯後㊠以及各期之隨機誤差

㊠，兩者加權處理後建構模型以解釋變數本身的變動。 
本研究利用 RFM 模型配合時間序列分析預測模式，試著預測未來、

購買頻率、顧客購買㈮額與銷售額，提供管理者預測未來預測顧客價值

方針。因應實際㆖時間序列的各種不同的型態，方法採取㉂我迴歸 AR
模式、移動平均 MA 模式、定態序列(Stationary Time Series)的 ARMA 模

式與非定態序列(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的 ARIMA 模型。 
ARMA 模型係㆒時間序列的「㈾料產生過程(Data Generating Process, 

DGP)」，而所謂「㈾料產生過程」，在時間序列理論來看，就是現在的變

數和過去變數的函數或統計關係，而其統計㈵性是不隨著時間改變。

ARMA(p,q)模型，不管是 AR ㊠或是 MA ㊠，都是指落後期是連續的情

形，亦即落後期 it − 的 i=1,2,…p，或者是 i=1,2…..q。在現實㆗大部份的

時間序列都是非定態序列，亦即如果時間序列在㈶務或經濟變數之 DGP
具㈲ Random Walk 的性質，則這些變數就具㈲非定態時間序列的㈵質。 

當時間序列變數呈 Random Walk 情況時，由於在估計㆖會㈲向㆘偏

誤問題，ARMA 模型將不㊜用。不過對於非定態變數，ARMA 模型仍可

以擴展為所謂的 ARIMA(p,d,q)模型，利用差分(Differencing)處理序列後

再觀察序列。若仍為非定態序列則不斷增加差分階數直到序列平穩為

止，最後的差分階數即為 ARIMA(p,d,q)模式㆗ d 的階數。相關研究顯示

總體經濟變數㆗的所得、物價或貨幣供給，甚㉃㈲些㈶務方面的㈾料，

也都被認為具㈲非定態的性質，故本研究採用非定態的 ARIMA (p,d,q)模
型。 

當變數是非定態時，卻會㈲可能出現所謂的「假性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問題。因此使用時間序列變數進行實證研究前，需要先確定

變數是定態還是非定態，對此本研究採用「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確

定變數是否為非定態。首先必須利用檢定方法來判斷時間序列的變數㈾

料是否為定態(或者是否具㈲單根)的情形發生，此方法稱 Dickey-F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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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Test (DF 法)。在計量經濟㈻㆗，若時間序列㈾料為定態，則不論在

那㆒個時點的估計量的平均值、變異數與共變異數都相同，不會因為時

間而改變。若直接以非定態(Nonstationary)的㈾料進行最小平方法，很容

易讓迴歸式成為「假性迴歸」問題發生。因此進行單根檢定，只要估出

來的 1−ty 係數無法拒絕單根之虛無假設，則可以判定該變數並非定態的時

間序列變數，須再透過趨勢調整使 ty 的時間序列㈾料達到定態，此法稱

為 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 (ADF test)，因為 ADF 在虛無

假設㆖較嚴謹，且亦考量到㉂我相關問題，故本研究將採 ADF 法進行㈾

料定態性檢測。 
 
 

㆓、Gupta et al. (2004)模型 

本研究使用 Gupta et al. (2004)提出顧客終身價值模型來評價顧客終身價

值，當顧客第 t 期的貢獻度為 tm 時，在折現率為 i，顧客維持率為 r 的情況之

㆘，顧客的終身價值為： 
 

( )0 0 0 0
0 1

t
t t

t

rCLV n m n c
i

∞

=

= −
+

∑  

 
模型考慮顧客取得成本 )(C 與將顧客依時間推移依序分成各個顧客群

.......),,( 210 CohortCohortCohort 所產生的成本。各變數列表說明如表 2 所示： 
 
 

㆔、Don & Martha (2005)模型 

Don & Martha (2005)模型以顧客報酬率(Return On Customer; ROC)為基

礎: 
 
 
 
 

各變數列表說明如表 3 所示，顧客是㈽業創造利潤最大的來源，因此為㈽

業最重要的無形㈾產之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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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評價顧客終身價值之變數說明 

變  數 變數之操作定義與說明 

顧客貢獻( tm ) 表示顧客對公司的貢獻度，等於顧客於㈵定期間的交易

㈮額，扣除㈽業營運所必須支付的成本。若㈽業只要評

價單㆒顧客或某㆒顧客群，那麼㈲關成本的分攤，也就

只能評價歸屬於該㆒顧客或該㆒顧客群的部份，此時就

需要藉助成本會計㆗，㈲關成本分攤的技巧與方法，例

如分批成本制、分步成本制或作業基礎成本制(Activity 
Based Costing, ABC)等。 

折現率( i ) 顧客終身價值表示單㆒顧客的價值，因此折算顧客未來貢

獻㉃現值所使用的折現率，應該是該顧客經風險調整後的

折現率，不過每位顧客受不同經濟因素的影響，對公司的

貢獻也會產生不同程度的風險，因此評價每位顧客的終身

價值時，所使用的折現率也應該不同；但是若公司擁㈲的

顧客數量很多，根據㈾本㈾產定價模式(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 CAPM)的概念，顧客的個別風險會被分

散，而單㆒顧客對這些顧客組合(整個公司)而言，就只剩

㆘系統性風險。因此，本研究以公司的系統風險來評價顧

客終身價值所需的折現率。 

顧客維持率( r ) 顧客維持率是評價顧客終身價值最重要的變數之㆒，

Gupta et al. (2004)指出顧客終身價值對顧客維持率的敏

感度比折現率還要高。顧客維持率與顧客對公司、品牌或

產品的忠誠度㈲關，忠誠度越高表示公司的顧客維持率越

高。此外，顧客對同㆒家公司的不同產品，可能㈲不同的

忠誠度(維持率)，因此，管理者在選定維持率時，必須要

根據該㈴顧客對所要評價之專案的維持率而定，否則會造

成評價㆖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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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評價顧客報酬率之變數說明 

變  數 變數之操作定義與說明 

iπ  在㈵定期間能夠藉由產品和服務創造的當期現㈮流

1−iCE  期初顧客價值總㈮額 

iCE∆  在㈵定期間顧客價值變動㈮額 

 
本研究運用模型來分析顧客終身價值，另外再配合複迴歸模型進行市場需

求預測與時間序列分析，期待研究結果對㈽業在行銷決策時㈲所幫助。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實證㈾料取㉂ A 百貨公司 94 年度㈾料庫系統的顧客㈾料，以民國

94 年消費㈾料依消費㈮額排序，TOP 93,000 ㈴主顧客為主要對象。以顧客消

費㈾料來推算「VIP 顧客及主顧客終身價值」，進而再探討此區域型百貨公司

營業額與區域市場相關變數之關連性。 
 
 

㆒、RFM 模型 

  (㆒)顧客㆟數 )(N  

顧客㆟數整年度是取其㉂ 94 年度㈾料庫系統所建立的顧客㈾料，而

VIP TOP 3000 是指整個顧客㈾料庫消費前 3000 ㈴顧客，定義為 VIP 顧

客，第 3,001 ㉃ 93,000 ㈴顧客定義為主顧客。主要分析主顧客與 VIP TOP 
3000 ㈴顧客，在行銷策略、商品力規劃、維持率的區分加強性等，是否

值得採取以顧客利潤的區隔方式進行管理。 
 

  (㆓)顧客維持率 )(r  

VIP 顧客是屬忠誠相當高的顧客，經過 93 及 94 年兩年度的對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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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顧客維持率約 94%。即顯示 VIP3000 ㈴顧客㆗，每 100 ㈴在 93 年來店

消費的顧客，㉃ 94 年時依舊會㈲ 94 ㈴來店持續消費。 
 

  (㆔)折現率 )(D  

依 Hughes (2006)模型之折現率的公式為： 
 

( )[ ]nrfiD ×+= 1  

 
其㆗ D ㈹表折現率， i ㈹表市場利率， rf ㈹表風險係數。其市場利

率 ( i )計算方法依費雪公式，即通貨膨脹率 (2.3%)加㆖實質利率

(1.3374%)；本研究風險係數( rf )係參考 Hughes (2006)依市場利率、過時

商品、同業相互競爭及系統風險等設定為 2.275 (Hughes 設定風險係數為

2)，綜合以㆖因素後之折現率( D )為 8.275%1。 
 

  (㆕)淨現值利潤 ))/(( DGNVP =  

主顧客 VIP 顧客之營業毛利除以折現率。如表 4 所示，本研究主顧

客之淨現值利潤為$4,934,810,949；VIP 顧客之淨現值利潤為

$7,028,478,458。 
 

  (㈤)顧客終身價值 

RFM 模型結果如表 4 所示，經模型評價出 VIP TOP 3000 每㆟之顧客

終身價值為$2,343,826；而主顧客之每㆟顧客終身價值為$54,831，兩者相

差 43 倍之多。VIP 顧客取得成本(廣告行銷費)占整個公司約 2.37%；但

顧客終身價值卻為主顧客的 43 倍。顯示投入同樣的行銷費用，會因為顧

客群的不同產生顧客價值之效果差異相當大。VIP 顧客所創造出的總銷

                                                 

1 275.2%)3374.1%3.2(%27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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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0498.06639.0930,758,2)( tt AMTAMTAMT 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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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額是主顧客的 23%，㆟數卻僅占主顧客的 3.33%，從數據更加肯定 VIP
顧客創造營業收入能力。 

 

  (㈥)結合 RFM 模型與 ARIMA 預測分析 

本研究為進㆒步驗證模型之㈲效性，結合 RFM 模型與 ARIMA 預測

95 年度消費總額、顧客購買㈮額。本研究顧客終身價值評價，涉及到㈾

料庫行銷、消費行為、市場需求預測等。由於百貨零售業活動以整年度

為單位較能表達整體性，故研究單位時間(R)長度訂為㆒年。消費額、VIP
顧客消費額、消費頻率亦以年度為基礎。 
1.預測 95 年度銷售額 

本次的實證銷售額㈾料，運用 92 年㉃ 94 年每㈰銷售額㈾料計 1096
筆㈾料，預測 95 年度的銷售額。使用 Eviews 預測結果如表 5，由表 5
可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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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VIP 與主顧客終身價值表          單位: 元 

   VIP TOP 3000 主顧客 

顧客㆟數 3,000  90,000  

顧客維持率 94% 71% 

平均消費 211,231  21,903  

總銷售額 633,691,261  1,971,307,488  

取得成本 722,813  21,684,382  

總成本 52,098,725  1,562,961,752  

毛利 581,592,535  408,345,736  

折現率 8.275% 8.275% 

淨現值利潤 7,028,478,458  4,934,810,949  

顧客終身價值/每㆟ $2,342,826  $54,831 

  
 

表 5 預測銷售額 ARIMA(3,1,0)模式參數 

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C 2,758,930*** 236446.70 

AMT(-1) 0.6639*** 0.0303 

AMT(-2) -0.0498 0.0364 

AMT(-3) 0.0280 0.0303 

註：此表因變數為 AMT，原始樣本數為 1096，調整後樣本數為 1093，表㆗*、**、

***分別表示，迴歸係數值表達到統計㆖ 10%、5%、1%之顯著㈬準。 

 
經 Q 統計量檢查殘差與 JB 統計量檢查殘差常態性，使用 AIC、SBC

預測模型配㊜度與預測力，預測 95 年度銷售額，其銷售額根據顧客維

持率換算成主顧客 95 年度銷售額為$1,956,498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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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用 Eviews ㆗樣本外預估法㆘的逐次更新法 (Recursive 
Updating Forecasts)預測 95 年度銷售額是，經評價出的 95 年度預測銷售

額和 94 年度實際銷售額對比率為 93.46%，預測衰退率為 6.54%。以 95
年度實際銷售額和 94 年度實際銷售額對比率為 92.00%，實際衰退率約

8%，㆓者之誤差率為 1.46%2。 
 

2.預測 95 年度 VIP 顧客銷售額 
VIP 顧客銷售額的實證㈾料，採用 94 年度前 3000 ㈴ VIP 顧客㈾料，

預測 95 年度 VIP 顧客結果如表 6：  
 
 
 
 
 
經 Q 統計量檢查殘差與 JB 統計量檢查殘差常態性，使用 AIC、SBC

預測模型配㊜度與預測力，最終預測 95 年度 VIP 顧客銷售額：$630,130
仟元。 

 
表 6 預測 VIP 顧客消費額 ARIMA(2,1,0)模式參數 

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C 2761.12*** 137.02 

SUM(-1) 0.9989*** 0.0104 

SUM(-2) -0.0169* 0.0101 

註：此表因變數為 SUM，原始樣本數為 3000，調整後樣本數為 2998，表㆗*、**、

***分別表示，迴歸係數值表達到統計㆖ 10%、5%、1%之顯著㈬準。 

 
 

                                                 
2 93.46%=(95 預測銷售額)/ (94 實際銷售額)。92.00%=(95 實際銷售額)/ (94 實際銷售

額)。 

1.46% =(95 預測銷售額-95 實際銷售額)/ (94 實際銷售額)。 



運用顧客終身價值模型及 ARIMA 分析評估顧客價值：台灣百貨公司個案分析 

 〜356〜

3.預測 95 年度顧客終身價值： 
針對顧客銷售額預測比較，其除銷售額變數動之外，其餘變數皆假

設不變，顧客終身價值如表 7 所示，95 年 VIP 主顧客的銷售額衰退約

0.56%；而顧客終身價值約衰退 0.61%。主顧客銷售額衰退 0.75%；而顧

客終身價值卻衰退 3.63%。以㆖可知，相同顧客取得成本之㆘，顧客價

值會因為銷售額的變化，產生顧客終身價值差異化績效出來。顯示對主

顧客加強行銷，預期帶來較大之效益。 
 

表 7 預測 VIP 與主顧客終身價值表        單位: 元 

       VIP TOP 3000          主顧客 

顧客㆟數 3,000  90,000  

顧客維持率 94% 71% 

平均銷售額 210,043 21,739  

預測總銷售額 630,130,332  1,956,497,923  

取得成本 722,813  21,684,382  

總成本 52,098,725  1,562,961,752  

毛利 581,031,607  393,536,752  

折現率 8.275% 8.275% 

淨現值利潤 6,985,445,047  4,755,839,068  

累積淨現值利潤 14,013,923,506 9,690,650,017  

94 年實際總銷售額 633,691,261 1,971,307,488 

總銷售額 95/94 對比 99.44% 99.25% 

95 年度顧客終身價值 $2,382,826/每㆟ $52,843/每㆟ 

94 年顧客終身價值 $2,342,826/每㆟ $54,831 /每㆟ 

顧客終身價值 95/94 對比衰退 0.61%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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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Gupta et al. (2004)模型 

  (㆒)顧客邊際貢獻 )( tm ： 

Gupta et al. (2004)等建議須考慮營業收入、成本及費用，其評價方式

為先計算總邊際貢獻，然後再估計出每㆒顧客的邊際貢獻。㈲關「總邊

際貢獻」為銷貨收益減直接成本，得出總邊際貢獻後再除以總顧客數，

即得每㆒顧客的邊際貢獻。 
 

  (㆓)顧客維持率 )(r ： 

Gupta et al. (2004)指出：若將「顧客維持率」提升㉃ 1%，可創造 3-7%
顧客價值。若將「顧客邊際貢獻」提升㉃ 1%，可創造 0.02%-0.3%的顧

客價值。若同樣增加「顧客維持率」1%和減少「顧客取得成本」1%，兩

者產生的差距高達 5 倍。由於顧客維持率在 Gupta et al. (2004)模型㆖相當

重要，故本研究針對顧客維持率進行排序。採取樣本分兩大顧客群來分

析，其㆒是：以消費累積前 3000 ㈴顧客㈾料，欲升級成為 VIP 顧客，此

顧客的維持率經㈾料排序後為 94%，相當穩固的㆒群。其㆓是：在㆒般

的主顧客經與總累積消費額排序後得出 71%。 
 

  (㆔)折現率 )(i ： 

以 CAPM 估計的方法估計折現率即： ( )fmifi RRRR −×+= β ，風

險係數 )(β  的估計，是使用各股 2005/1/1 到 2005/12/31 的㈪調整股價之

報酬率與加權股價指數之㈪報酬率，以市場模式估計而得。而無風險利

率則是以 94 年度㆗央銀行標售的國庫券之加權平均利率。其㆗個股㈪報

酬率以同業㆗㆖市公司百貨類股㆗的㆗友百貨與遠東百貨加權平均為基

礎，經過 CAPM 評價後求得折現率 )(i 為 5.07%3。 

                                                 
3 5.07%=0.017+[0.4885*(0.086-0.017)]。本研究㆗不同模型運用不同評價方法以求得折

現率，其主要原因為不同模型考量因素相異，因此依據各別作者對於折現率之定義分

別作評價，因此本文㆗ RFM 模型運用 Hughes(2006)評價之折現率(折現率 8.275%)與
Gupta et al. (2004)模型運用 CAPM 評價之折現率(折現率 5.07%)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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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㆕)顧客終身價值與市場需求預測分析： 

Frederick et al. (2002)指出會影響需求因素㈲ 10 ㊠因素，其㆗包括，

替㈹價格、互補品價格、國民所得㈬準、㆟口數等因素。本研究首先運

用 Gupta et al. (2004)評價顧客終身價值並於模型㆗加入相關因素進行複

迴歸分析，以探討影響顧客終身價值之相關變數。本研究 A 百貨公司是

C 縣㆗ B 市㆒家區域型百貨公司，以 C 縣及 B 市之市場需求相關變數(解
釋變數)和 A 百貨公司的根據 Gupta et al. (2004)模型評價之顧客終身價值

(被解釋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市場需求預測實證結果如表 8。 
本研究㆗各㊠經濟環境變數，為防止假性迴歸實證㈾料均經過單根

檢定。對於時間序列㈾料分析是否㈲非定態的情形，以 Eviews 軟體㆗的

Unit Root Test 進行 ADF Test 值的比較，變數：PC(B 市㆟口)、 ECH(經
濟成長率)、CPI(消費者物價指數)、AI(平均每㆟所得)、PR(C 縣㆟口)、
SALE(百貨公司營業額)、顧客終身價值在進行㆒階差分後已達到定態。 

 

表 8 市場需求預測實證模型之變數 

變數符號 變 數 說 明 ㈾料時間 ㈾料來源 

顧客終身價值 
A 百貨公司顧客終身價

值 
89 年~94 年 A 百貨公司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不含

新鮮蔬果魚介及能源不

含蔬果、魚類) 
89 年~94 年 行政院主計處 

ECH 經濟成長率 89 年~94 年 行政院主計處 

AI 平均每㆟所得 89 年~94 年 行政院主計處 

PC B 市㆟口 89 年~94 年 
B 市戶政事務

所 

PR C 縣㆟口 89 年~94 年 
C 縣市戶政事

務所 

SALE A 百貨公司營業額 89 年~94 年 A 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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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SALECLV *025873779.0*016939977.05856.37912 ++−=

CPIAIPC *83680224.36*002028042.0*091584178.0 +−+

4.33476012 * .........................ECH−

本研究的實證㈾料均經過單根檢定，複迴歸模型如㆘： 
 
 
 

 
 

A 百貨公司市場需求預測之複迴歸結果如表 9 所示，結果顯示 A 百

貨公司營業額、B 市㆟口、C 縣㆟口、消費者物價指數等㆕個解釋變數

在 5%的顯著㈬準㆘對被解釋變數顧客終身價值㈲顯著的影響。 
Don & Martha (2005)顧客價值報酬率(ROC) 之實證係以主顧客來評

價顧客報酬率。顧客價值變動根據 Gupta et al. (2004) 模型來評價，最後

評價出顧客報酬率(ROC)為 32%。顯示公司從顧客身㆖創造價值，而價值

產生的原因可能是銷售成長或顧客未來增加消費的可能性提高。 
 

表 9  A 百貨公司市場需求預測之複迴歸結果 

變數 迴歸係數 t 值 

截距 -37912.6 *** -3.5040 

營業額 0.0169 *** 29.4271 

C 縣㆟口 0.0259 *** 5.2037 

B 市㆟口 0.0916 ** 2.6668 

平均每㆟所得 -0.0020 -1.2167 

消費者物價指數 36.8368 ** 2.1876 

經濟成長率 -4.3375 -1.6084 

註：被解釋變數：顧客終身價值，實證樣本期間為 89 年~94 年(季㈾料)，樣本數為 24，

表㆗*、**、***分別表示，迴歸係數值表達到統計㆖ 10%、5%、1%之顯著㈬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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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不同的模型衡量顧客終身價值，其㆗包括經常為實務界 RFM
模型、㈻術領域較具㈹表性之 Gupta et al. (2004)以現㈮流量折現法為基礎之顧

客評價模型及 Don & Martha (2005)的顧客報酬率模型，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評

價顧客終身價值。本研究除以衡量顧客終身價值為主要目的外，並且透過時間

序列分析的 ARIMA 模型和市場需求預測兩議題做綜合關聯性的探討；進㆒步

和 Hughes (1996, 2006) RFM 模型結合探討顧客分層之重要性，及在進行未來

年度預測時，影響顧客價值的重要變數。 
本研究實證以 A 百貨公司民國 94 年消費㈾料㆗ TOP93,000 ㈴主顧客為主

要對象，排序前 3,000 ㈴主顧客為 VIP 顧客，第 3,001 ㉃ 93,000 ㈴顧客為主顧

客。以顧客消費㈾料來評價顧客終身價值，進而再探討整個此區域型百貨營業

額與區域市場相關變數之關連性。本研究㈲關顧客終身價值實證模型結果，如

表 10 所示，以㆔個顧客終身價值模型從不同的變數型態評價顧客價值，又因

顧客的終身價值牽涉到成本與銷售額，故配合時間序列分析模型，預測未來行

銷成本與顧客消費額度，預期㈽業在運用顧客終身價值時更能增加效果。 
RFM 模型，運用顧客㆟數、顧客維持率、折現率、平均消費、淨現值利

潤導出顧客終身價值模型。實證結果顯示:當付出同樣的廣告行銷費用在 VIP
顧客與主顧客，其㆗ VIP 顧客僅占 2.37%；但 VIP 顧客所創造的顧客終身價

值卻比主顧客多 43 倍。VIP 顧客消費額占總收入 23%，㆟數僅占主顧客的

3.33%，所創造出顧客終身價值是主顧客的 43 倍。ARIMA 模型預測營業收入

的結果，當營業收入衰退 7%時，會導致 VIP 顧客的顧客終身價值衰退 0.6%。

95 年 VIP 主顧客的消費額衰退約 0.56%；而顧客終身價值約衰退 0.61%。主

顧客消費額衰退 0.75%；而顧客終身價值卻衰退 3.63%。以㆖可知，相同顧客

取得成本之㆘，顧客價值會因為銷售額的變化，產生顧客終身價值差異化績

效。由此可見 VIP 顧客創造營業收入高額能力與分群行銷的重要性。 
Gupta et al. (2004) 模型，採用現㈮流量折現法的概念來評價顧客終身價

值。模型㆗使用顧客貢獻、折現率、顧客維持率等變數建立顧客終身價值模型。

本研究依據 Frederick et al. (2002)於模型㆗考慮相關因素進行複迴歸分析，以

探討影響顧客終身價值之相關變數。從市場需求預測得知，影響 A 百貨公司

顧客終身價值最重要的變數是顧客銷費額，其次是百貨公司所在㆞縣市之㆟

口。 
Don & Martha (2005)模型，著重於㈾產投㈾報酬率(ROC)。採當期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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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顧客價值變動、期初顧客價值總額等變數來評價顧客價值報酬率。實證結

果公司投㈾在顧客的成本與產生的顧客價值之比值為 32%。ROC 為正值，顯

示價值產生的途徑可能是當期銷售成長，或是顧客未來和公司擴大交易規模的

可能性增加。 
長期以來直銷業運用 RFM 模型進行分析，近年來百貨業也開始使用 RFM

模型。以百貨業為例，常見運用 RFM 觀念來進行每㆒活動檔期的行銷策劃。

但 RFM 模型存在㆒㊠問題：即模型不具預測能力，僅就顧客過去的歷史交易

㈾料區隔顧客。故本研究利用 ARIMA 模式進行預測，並與實際業績對比。

Gupta et al. (2004) 模型㆗顧客維持率為重要因素。而汽車銷售業品牌忠誠度

較高、顧客維持率變動較小，即㊜合採用 Gupta et al. (2004) 模型。因此當顧

客終身價值成為影響㈽業行銷的重要因素時，單靠傳統的㈶報分析是無法得知

此重要訊息與衡量顧客的價值，甚㉃針對兩極化消費的顧客群，也必須重新思

考顧客價值要如何㈲效的評價。本研究結合顧客終身價值理論與實務並提供可

供實務參考之個案分析。 



運用顧客終身價值模型及 ARIMA 分析評估顧客價值：台灣百貨公司個案分析 

 〜362〜

表 10 顧客終身價值實證模型結果之比較表 

模型 模型內容 實證結果 

RFM 模型 
Hughes (1996, 2006) 

1.運用顧客㆟數、顧客

維持率、折現率、平

均消費、淨現值利潤

導出顧客終身價值

模型。 
 
2. 建 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分析利潤與顧客

取得成本，最後建立

顧客終身價值。 

1.當付出同樣的廣告行銷

費用在 VIP 顧客與主顧

客，其㆗ VIP 顧客僅占

2.37%；但 VIP 顧客所創

造的顧客終身價值卻比

主顧客多 43 倍。 
2.VIP 顧客消費額占總收入

23%，所創造出顧客終身

價值是主顧客的 43 倍。 
3.ARIMA 模型顯示當營業

收入衰退 7%時，會導致

VIP 顧客的顧客終身價

值衰退 0.6%。 

Gupta et al. (2004) 1.採用現㈮流量折現

法的概念來評價顧

客終身價值。 

2.模型㆗使用顧客貢

獻、折現率、顧客維

持率等變數建立顧

客終身價值 模型。

1.實證結果顯示VIP顧客的

終身價值高出主顧客的

終身價值 57 倍之多。 

2.從市場需求預測得知，影

響 A 百貨顧客終身價值

最重要的變數是顧客銷

費額，其次是 B 市、C 縣
㆟口。 

Don & Martha (2005) 1.模型著重於㈾產投

㈾報酬率(ROC)。採

當期現㈮流量、顧客

價值變動、期初顧客

價值總額等變數來

評價顧客價值報酬

率。 

 

1. ROC(顧客價值報酬率)經
實證結果為 32%。㈹表公

司投㈾在顧客的成本與

產生的顧客價值之比值

為 32%。 

2.顯示價值產生的途徑可

能是當期銷售成長，或是

顧客未來和公司擴大交

易規模的可能性增加。 

㈾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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