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求對話的客服時
代來臨

傳訊功能已成了客戶尋求支援時必用的管道；2020 年首
次傳訊給企業的人，有 74% 表示會繼續使用此方式。

2020 年是充滿變化的一年，客戶行為也不例外。
除了尋求客服支援的人數創新高以外，更有許多
人希望以日常慣用的方式，像是使用 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 等傳訊管道與客服人
員溝通。

64%
的客戶在 2020 年試用了新的溝通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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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客服必須以客戶最注重的方式來進行溝通，而傳訊功
能不僅方便迅速，又能保障個人隱私與安全，因此也成了客
戶和企業廣泛採用的溝通工具。對客戶來說，只要使用手機
上已安裝的 app，就能在他們需要時得到解答。此外，使用
傳訊功能不需要和對方即時對話，因此可以在尋求支援的
同時處理其他事務，像是遛狗或是開 Zoom 視訊會議。
目前全球社群傳訊 app 的使用頻率預估將高達每月 27.7
億人次，因此各大企業無不加緊腳步優先採用傳訊功能；這
不僅徹底改變了與客戶的互動方式，顧客期望也和以往大
不相同。而其中主要的變化是什麼？傳訊功能在整體客戶
服務策略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為了深入暸解過去一年來的迅速變遷，以及傳訊的興起對
客戶與企業的互動有何影響，我們為您進一步分析了
《Zendesk 2021 年客戶體驗趨勢報告》中的資料。這些資
料源於針對眾多客戶、客服人員、客服主管及科技系統採購
人員的意見調查，以及來自 175 個國家/地區 90,000 多家
使用 Zendesk 客服軟體的企業產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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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的時間變長，傳訊的頻率
也提高

通訊軟體的商務使用趨勢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湧現，不但去
年的新使用者人數創新高，且絕大多數表示會繼續使用。
將近三分之一的客戶在 2020 年首次傳訊給企業。

2020年通訊管道受歡迎程度
(相較於 2019 年)
社群傳訊

+110%

SMS/簡訊
+75%
App 內傳訊
聊天訊息

+36%

在 2020 年傳訊給企業客服的人會繼續使用。

+17%

電子郵件

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 等社群傳訊軟體，可
說是在一夕之間忽然竄紅。事實上，社群傳訊是去年大多數
人偏好使用的溝通管道，因此使用者人數激增，特別是年輕
族群。有三分之一的 40 歲以下人士表示，尋求客戶支援時，
社群傳訊是他們的必用方式。

+12%

電話

-6%

這對企業客服而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那就是：客戶希望
與客服人員的對話能像跟親友一樣，輕鬆自在地一來一往。

全球各地區哪些通訊管道的
使用率增長幅度最大？

具體來說，客戶越來越常使用傳訊 app，最主要的原因是方
便和熟悉。尤其在疫情期間，人們彼此傳訊的頻率暴
增。2020 年使用 WhatsApp 申請客服支援的數量增加了
101%，使用 Facebook Messenger 和 Twitter 私人訊息的數
量則增加 58%，緊接在後的是 SMS/簡訊的 34%。

Facebook Messenger/Twitter 私人訊息
WhatsApp

簡訊/SMS

+190%

+172%

+117%
+96%
+63%

+82%
+41%

歐洲、
中東及非洲

74%

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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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33%

綜觀全球各個區域，使用 WhatsApp 申請客戶支援的數量
成長，則和 Facebook Messenger 等其他社群傳訊 app 不
相上下。WhatsApp 在歐洲、中東、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增加
率最高，而北美洲及亞太地區則以 Facebook Messenger
和 Twitter 為大宗。

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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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在哪，商機就在哪
傳訊功能是客戶尋求支援時的首選管道，而企業也注意到
這個現象。在 2020 年推出新客服管道的企業中，有 53%
選擇納入傳訊功能。而客戶支援團隊使用傳訊功能的頻
率，也比去年提高了 20%。

企業最常使用的傳訊管道
WhatsApp
+62%
Facebook Messenger
+51%
SMS/簡訊
+47%
網站訊息

+29%

App 內管道

+27%

全球各大地區提供傳訊客服的主因

全 球 最 受 歡 迎 的 傳 訊 管 道 為 何？

WhatsApp 居冠，其後為 Facebook
Messenger 及 SMS/簡訊。

不僅客戶喜歡傳訊功能，客服專員也認為使用傳訊讓工作
更得心應手。事實上，比起傳統的即時交談，客服人員使用
傳訊的意願高出 50%，因為可以同時處理多件申請，再隨
時回頭處理稍早的對話。

將傳訊功能納入客服管道的主因還有哪些？企業主表示，傳
訊具備全天候支援功能，是迅速解決客戶問題的途徑。也就
是說，客服專員有空時能更快地回覆客戶，忙碌時則可由機
器人代勞；如此一來，客戶永遠能立即得到回應。安裝容易、
部署方便也是傳訊功能的優點，它能幫助疫情早期需遠距
工作的客服專員及其他支援管道，減輕他們的壓力。

縮短解決問題的時間
更多人際互動

可同時服務多位客戶

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支援
+50%

+50%
+42%

亞太地區

+46%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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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2%
+43% +41%

歐洲、中東及非洲拉丁美洲

42%

最迅速答覆客戶且擁有最高 CSAT 度的客服團
隊裡，使用傳訊功能與客戶溝通的可能性高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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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傳令兵也能立大功
人們越來越常使用傳訊功能，AI (人工智慧) 及聊
天機器人的使用率也跟著提高。2020 年與自動
化客服互動的人數增加了 81%，僅次於使用
WhatsApp 互動者。至於 AI 的重要性為何？自動
回覆不但是制訂傳訊策略時不可或缺的一環，若
想滿足日益升高的客戶需求，企業也必須提供良
好的自動化服務。

聊天機器人最大的優點與缺點

優點
非營業時間也能得到解答

29%

更快速獲得回覆

27%

我能得到確切回答

19%

以上皆非

18%

不需與客服專員對話

聊天機器人無法 (也不該用來) 解決客戶所有問
題，但是對顧客與企業雙方來說，確實有助實現「
無縫接軌」服務。除了全天 24 小時提供回覆，機
器人還能讓客服專員立即接手辦理，幫客戶省去
重述問題的麻煩。
根據客戶意見，聊天機器人最大的好處是在非營
業時間也能迅速答覆。然而萬一碰到較複雜的問
題，自動回覆內容往往不夠準確，或是讓客戶繞
一大圈才聯絡上客服專員，此時客戶觀感可能就
會大受影響。

7%

缺點
我得不到確切回答

43%

與客服專員通訊時必須重述問題
我無法連絡上客服專員

31%

23%

以上皆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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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機器人有哪些功用？超過 40% 的客戶認為，聊天機器人可用來追蹤訂單，將近三分
之一的人士則喜歡用機器人查詢付款狀態或帳戶餘額。至於像是提出申訴或請求技術支
援等較為複雜的問題，則有 40% 的客戶想要與真人客服互動。

偏好透過自動化客服或客服專員來完成的事項

自動化客服

客服人員

追蹤訂單

41%

查詢付款狀態或帳戶餘額

32%

變更訂單

22%

無。我不想使用自動化客服
退貨或換貨
要求報價
請求技術支援
帳單或付款問題
提出申訴
以上皆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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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1%

19%

19%

18%

17%

提出申訴

40%

請求技術支援

40%

退貨或換貨

32%

帳單或付款問題

31%

變更訂單

27%

要求報價

23%

以上皆是
追蹤訂單

20%

13%

查詢付款狀態或帳戶餘額
13%

無。我不想與真人互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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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hatsApp 還是
Facebook Messenger？
視客戶需求而定。

制訂傳訊客服策略時，並沒有所謂的通用法則。市面上已有眾多傳訊 app，包括新推
出的 Apple Business Chat、Google Business Messages 等，企業採行時所考慮的不
僅是平台的適用性，更要投客戶所好。總的來說，Facebook 公司旗下 app 在市場上
獨占鰲頭：WhatsApp 目前在 112 個國家/地區拔得頭籌，Facebook Messenger 則是
在 57 個國家/地區 (包括美國) 居冠。其他像是 WeChat 和 KakaoTalk 等，則是在開發
商當地市場為最多人使用。

世界各國最多人使用的通訊 app
WhatsApp

Facebook Messenger

Viber

WeChat

LINE

IMO

KakaoTalk

資料來源：Similar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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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人和

無論您是從零開始規劃傳訊客服策略，還是正在考慮要新增哪些功能，首先都必須
掌握客戶在哪個國家/地區。

客戶偏好傳訊方式

北美洲

最常用來申請客服支援

在公司網站或行動裝置 app 中新增 SMS/簡訊及傳訊功
能，或考慮新增 Facebook Messenger。

SMS/簡訊，Native Messaging
SMS/簡訊，Facebook Messenger

建議做法

Facebook Messenger

北美洲客戶偏好使用 SMS/簡訊或網站來聯絡企業客服，
然而在疫情期間，使用 Facebook Messenger 和 Twitter
私人訊息申請客服支援的人數增加了 172%。目前提供傳訊
客服的企業中，半數使用 Facebook Messenger，41% 使用
網站留言，三分之一使用 SMS/簡訊或行動裝置訊息。

客戶偏好傳訊方式

亞太地區

最多企業提供的傳訊管道

Facebook Messenger，網站訊息
疫情期間增加最多使用者

社群傳訊，SMS/簡訊
最常用來申請客服支援

Facebook Messenger
最多企業提供的傳訊管道

Facebook Messenger，SMS/簡
訊，WhatsApp
疫情期間增加最多使用者

Facebook Me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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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做法

新增 Facebook Messenger，考慮新增 WhatsApp、SMS/
簡訊或當地常用的軟體，如 WeChat (中國)、Kakao (韓國)
或 LINE (日本)。
在全球各地區中，亞太地區透過 Facebook Messenger 申
請客服支援的人數最多。雖然用 WhatsApp 和 SMS/簡訊
申請客服支援的人數相較之下並不多，但在疫情期間仍有
增多的趨勢；據客戶表示，他們偏好以社群傳訊和簡訊來
聯絡企業客服。目前提供傳訊客服的企業中，超過半數是
使用 Facebook Messenger 和 SMS/簡訊，47% 使用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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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偏好傳訊方式

社群傳訊，SMS/簡訊，Native
Messaging
最常用來申請客服支援

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
最多企業提供的傳訊管道

WhatsApp，SMS/簡訊，Facebook
Messenger
疫情期間增加最多使用者

WhatsApp

客戶偏好傳訊方式

社群傳訊，Native Messaging
最常用來申請客服支援

WhatsApp

最多企業提供的傳訊管道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疫情期間增加最多使用者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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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東和非洲
建議做法

新增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考慮新增
SMS/簡訊、Native Messaging 或當地常用的軟體，如
Viber (東歐)。

EMEA 地區透過 Facebook Messenger 申請客服支援的
人數最多，然而去年使用 WhatsApp 的人數增加了 190%。
此地區的客戶表示，在各種傳訊給企業的管道中，他們偏
好使用社群傳訊 app、簡訊，或直接透過網站或行動裝置
app 留言。目前採用傳訊客服的企業中，67% 使用
WhatsApp，使用 SMS/簡訊 (45%) 和 Facebook
Messenger (43%) 皆不到半數。

拉丁美洲
建議做法

新增 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考慮新增
Native Messaging、SMS/簡訊和 Instagram 私人訊息。

拉丁美洲透過 WhatsApp 申請客服支援的人數比其他地區
加總還要多，去年增加的數量高達 96%。此地區的客戶聯絡
企業客服時，偏好使用社群傳訊 app (像是 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此外也不排斥直接透過公司網站
或行動裝置 app 留言。目前提供傳訊客服的企業中，幾乎
全部使用 WhatsApp (91%)，也有 74% 使用 Facebook
Messenger。此外拉丁美洲的企業還提供哪些傳訊管道呢？
答案是 Instagram 私人訊息 (33%) 和 Telegram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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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需求不同

大多數人仍習慣用公司網站或行動裝置 app 發送訊息給企業，就算這些管道很
久沒更新也一樣。這也不無道理，畢竟比起其他傳訊客服管道，網站和行動裝置
訊息已行之有年。

線上客服方興未艾，已有不少客戶和企業透過社群傳訊 app 互動。即便如此，Z
世代和千禧世代使用社群傳訊的意願，仍比年長族群高出 40%，而這些客戶也希
望企業能跟進。

您喜歡以何種管道傳訊給企業？
18-24:

25-39:

透過公司網站或行動裝置 app
社群傳訊 app

透過公司網站或行動裝置 app
42%

40%
社群傳訊 app

39%

35%
SMS/簡訊

SMS/簡訊

17%

21%
以上皆非

以上皆非

40-54:

5 5 歲 以 上：

透過公司網站或行動裝置 app

透過公司網站或行動裝置 app

3%

3%

社群傳訊 app

47%

31%

社群傳訊 app

22%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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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MS/簡訊

SMS/簡訊
以上皆非

48%

以上皆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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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管道，同步對話

優秀的企業能符合客戶期望，也必須隨時為客戶服務。然而，不論現
在或未來使用何種方式和客戶互動，任何大大小小交談都要緊密連
結，才能建構出更重要的對話。除了讓客戶省力、不必一再重述問
題，企業也能迅速掌握脈絡，提供客戶最符合個人需求的體驗。

進一步了解 Zendesk 傳訊如何協助企
業在多種管道上表現出色，提供超乎預
期的優質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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