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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領先的體驗策略略諮詢

beBit於東京成立，2012年年走向國際，以上海海、台北辦公室輻輻射⼤大中華區，並在舊⾦金金⼭山成立研究
中⼼心，為企業提供策略略⾄至落落地的完整服務。

beBit在2000年年成立，以創造商業價值為⽬目標，透過『以顧客為

中⼼心』之設計⽅方法，分析顧客的⼼心理理與⾏行行為，提供企業完整的品

牌溝通與跨通路路數位策略略之顧問服務。

領先體驗策略略顧問公司

上海海

臺北北

東京
舊⾦金金⼭山

“

”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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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略諮詢組

陳鼎⽂文 (Jason Chen) 
⼤大中華區 總經理理

《數字⾦金金融》系列列

《⾦金金融科技》系列列

顧客策略略出版品

《網路路使⽤用者中⼼心策略略》系列列

國際設計獲獎

創新設計組

我們的團隊

背景：羅蘭蘭⾙貝格諮詢公司   

學歷：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 

丁光正 (Andy Ting) 
⼤大中華區 合夥⼈人
背景：麥肯錫諮詢公司  

學歷：美國耶魯魯⼤大學商學院 

鐘思騏 (Caesar Chung) 
⼤大中華區 合夥⼈人
背景：羅蘭蘭⾙貝格諮詢公司  

學歷：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 

朱貞蓁 (Genesis Chu) 
⾸首席客⼾戶體驗官 (CX)
背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學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張君瑋(Chunwei Chang) 
⾸首席顧客體驗官 (UX)
學歷：代爾夫特理理⼯工⼤大學 

獲獎：Red Dot Award (2012)、 

if Award (2011) ⾦金金獎等

Red Dot Award (2012) 
if Award (2011) ⾦金金獎

beBit⼤大中華團隊擁有豐富的策略略諮詢與創新設計經驗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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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it（微拓拓）協助企業在數數位時代，以顧客中⼼心的核⼼心⽅方法進⾏行行差異異化的商業規劃，提供顧客
體驗地圖、顧客創新策略略與體驗策略略

通過分析顧客淨推薦值(NPS)找

出影響品牌與推薦度的關鍵驅動

要素，建立品牌與顧客體驗提升

舉措，並優化品牌組織運營。

根據使⽤用者需求進⾏行行創新與跨界

結合，以使⽤用者視⾓角制定創新⾏行行

銷、產品⽅方案與使⽤用者體驗，有

效建立差異異化的市場定位與數位

運營。

透過深入理理解顧客旅程與痛點，

重新檢視現有數位⾏行行銷、產品運

營與跨管道整合，以顧客為中⼼心

的提出整體數位規劃與產品的優

化⽅方針。

顧客創新策略略 
Customer Innovation

體驗策略略 
NPS  Strategy

顧客體驗地圖 
Experience Map

我們的服務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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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顧客體驗項⽬目

500
國際級⼤大型顧客

+
15,000

顧客研究調查

++

我們的客⼾戶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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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sh Boya

新顧客註冊量量提升約410% 

續訂率提升

• NEC

資料申請數增長12倍

來來電詢問數增長4.5倍

智能保顧上線10天轉發量量3M 

會員登陸引流數提升2.3x 

產品推薦流覽提升9.4x 

服務推薦流覽提升3.8x 

⾸首⾴頁跳出率下降11%

• 太平洋保險

• 7-net

消費者轉化率提⾼高 13.4% 

全站跳離率降低 7.6%

• United Arrows

提升銀⾏行行理理財和基⾦金金的易易

額；提升投資⼈人數；提升

平均投資頻率；提升客單

• 浦發銀⾏行行

完成移動數位產品規劃 

e海海通財的⽉月活率提升138%

• 海海通證券

幫助升級既有管道，獲取
更更穩定的諮詢與管理理收入
規劃針對90後的發展路路徑
與理理財 App

• 興業證券

• Suntory膠原蛋⽩白

單⽉月平均營收提⾼高20%

B2C
更更好的顧客體驗

優化數位平臺定位品牌網
站的PV2倍 

品牌網站到EC網站的流入
量量 1.5倍

就Microsoft雲端平臺，針對 

Partner、KA與⼩小B端的線上 

線顧客痛點分析對顧客痛點
進⾏行行系統性優先排序

• Brothers

三年年策略略執⾏行行計畫制定 

數位平臺KPI制定 

跨國網站可⾏行行性研究

• Microsoft Azure

•  富⼠士通

Finance
出眾的市場表現

B2B
優化的客⼾戶關係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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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體驗協會UXPA、 IXDC

⾏行行業影響⼒力力

⾏行行業協會商學院管理理層顧問

beBit每年年於⽇日本舉⾏行行全國最⼤大的「客⼾戶體驗研討⼤大會」，分享最新客⼾戶體驗管理理體
系（CEM）及NPS應⽤用信息，每年年獲得數百間企業的參參與，重要企業的董總層級的
分享，與媒體報導

客⼾戶體驗研討⼤大會（⽇日本最⼤大）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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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it（微拓拓）的顧客創新思維⽅方法論分五步驟，從「洞洞察」到「規劃」協助企業發展⾼高效、⾼高
品質且可落落地的創新規劃  

交
付
物

執
⾏行行
內
容

• 理理解企業期待和策略略⽬目

標，瞭解各業務模組運

營現狀狀，進⾏行行使⽤用者分

群與畫像的分析研究，

譜繪完整的顧客旅程

✓ 顧客畫像 

✓ 顧客旅程全景圖 

✓ 爬蟲資料料分析

• 借由定性/定量量的顧客

分析，找出顧客旅程

中的痛點/機會點，在

此基礎上進⾏行行顧客創

新規劃

✓ 顧客痛點/機會點挖掘 

✓ 優先度分析

• 根據beBit（微拓拓）經

驗，並參參照國際國內案

例例，通過協作⼯工作坊來來

發想、總結、確定潛在

的顧客創新規劃

✓ 痛點/機會點解決⽅方案 

✓ 競品案例例分析

• 根據收益性、可⾏行行性、

必要性等⽅方⾯面的綜合判

斷，確定解決⽅方案執⾏行行

優先順序

✓ 解決⽅方案可⾏行行性、收益
性、必要性分析 

✓ KANO模型

• 針對⾼高優先順序的解決⽅方

案付諸模型/設計規劃，驗

證實⾏行行細節 

• 透過試運⾏行行先建立規劃雛

形，形成反覆運算創新

✓ 解決⽅方案落地設計

發散

收斂 發散
收斂

創新思維⽅方法論

顧客旅程
1

痛點挖掘
2

⽅方案發想
3

優先排序
4

模型/原型 
設計

5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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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Bit（微拓拓）辦公室設有專⾨門⽤用於顧客研究的
實驗室，配備眼動儀、⼿手機視頻追蹤儀等設備 

• 除了了實驗室，beBit（微拓拓）研究環境還會設置
線上下真實⾨門店以及顧客家中，最⼤大程度上還
原顧客真實的使⽤用情景

豐富的顧客觀察經驗  
User Observations

數據量量化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 beBit（微拓拓）會依項⽬目需求，融合不同的定量量
研究⽅方法，通過內部（Log、會員資料）、外部
（爬蟲、問卷）資料來來源，找出對項⽬目有價值
的商業洞洞察

客⼾戶即時參參與  
Workshop

• beBit（微拓拓）⼀一貫重視為客⼾戶創造實際價值，
因此在使⽤用者研究過程中，客⼾戶能夠即時參參與
研究過程，共同討論⽅方案的有效性以及實現難
度，確保⽅方案的最終落落地

beBit
顧客研究

原型敏捷迭代優化  
Prototype

• 顧客研究過程中，beBit（微拓拓）製作原型，將
解決⽅方案視覺化，實現對解決⽅方案的快速迭代
優化，保證最終專案⽅方案的有效性

beBit（微拓拓）在顧客研究與創新規劃領域深耕⼗十數年年，已形成成熟的顧客研究⽅方法論，擁有豐
富的顧客觀察經驗、量量化分析能⼒力力、客⼾戶即時參參與以及原型敏捷反覆運算四個研究特⾊色

beBit（微拓拓）的特⾊色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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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it（微拓拓）從2006年年開始進⾏行行深入的顧客深入訪問及觀察，並搭配「Tobii眼球追蹤」和
「Mindwave腦波偵測」儀器輔助，⽬目前已進⾏行行超過15,000場 
 

線下⾨門店深訪 顧客家中深訪

顧客⾏行行為觀察 科技輔助

眼球追蹤

定性研究中，重現真實使⽤用的情境，注重消費者「⾏行行為」⽽而非「意⾒見見」，從⾏行行動或環境中發現問題，分析顧客內⼼心。

定型研究

公司專⽤用測試室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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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了深厚的定性研究經驗外，beBit（微拓拓）也會依不同專案所需，導入不同的定量量研究⽅方法為
定性研究提供⽀支持 

以量量化分析來來排序顧客體驗旅程中定性研究所獲得的驅動因
數數，並作為未來來優化的優先順序建議

NPS相關度分析

以KANO模型來來分析不同因數在顧客體驗旅程中扮演⾓角⾊色

資料料來來源：beBit（微拓拓）顧客體驗創新策略略諮詢

數據量量化分析

狒瞱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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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爬蟲技術篩選出⽬目標客群聲量量與⽬目標產品/服務關聯度皆
⾼高的場景

爬蟲分析

KANO模型

Log Analysis

透過Google analytic/ adobe ominature分析不同流量量入⼝口
以及轉化障礙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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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商業價值為⽬目標，提供
企業完整的體驗策略略顧問服務 

                    (微拓拓) 是⼀一間於客⼾戶體驗的管理理顧問公司，我

們認為客⼾戶體驗不不只是設計，⽽而是以⼈人為本的經營策略略

思維，基於對⼈人的深度理理解，為企業提供策略略⾄至落地的

完整服務，⾃自2000年年於⽇日本東京創⽴立，於2012年年開始以
台北北及上海海辦公室為中⼼心提供⼤大中華區業務，⾄至今服務

超過500家跨領域的企業。

beBit的服務項⽬目涵蓋數數位平台的體驗設計（UX）、創新

服務設計（S e r v i c e D e s i g n）及體驗規劃與管理理
（CX），通過NPS追蹤體系的導⼊入，為企業建⽴立客⼾戶反

饋機制，驅動客⼾戶中⼼心的體驗優化及創新，連續三年年在

⽇日本東京舉辦⼤大型客⼾戶體驗研討會，每屆參參與⼈人數數超過

千⼈人。 

beBit

臺北 

+886-2-2725-1690 

www.bebit.com.tw 

info@bebit.com.tw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路89號7樓樓C室 

上海海 

+86-21-5386-6180 

www.bebit.com.cn 

info-china@bebit.com 

上海海市徐匯區漕溪北路路45號701單元 

東京 

+81-3-5210-3891 

www.bebit.co.jp 

info@bebit.co.jp 

東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4-2-1市ヶ⾕谷東急ビル7階 

舊⾦金金⼭山 

535 Mission St 14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5, USA 

Facebook

WeChat

Linked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