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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导论

本章目标
1. 解释服务的内涵，明确服务的重要发展趋势。
2. 说明社会对特殊的服务营销概念及实践知识的需要，以及为什么这种需要得以迅猛发
展及加速扩张。
3. 探讨技术对服务的深刻影响。
4. 概括服务与商品的基本区别以及它对服务业的相应挑战。

开篇案例

所有企业都是服务企业 1

人们常说“每种东西都是服务”，而且“每个企业都是服务企业”。不会有人争论像
迪士尼（Disney）、万豪（Marriott）和星巴克（Starbucks）这样的品牌偶像是不是服务公
司，服务是这些公司业务的核心，杰出的服务是它们成功的一把钥匙。西门子（Siemens）、
IBM、卡迪那保健（Cardinal Health）以及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也都是服务提供者，
它们依靠提供捆绑在产品上的培训、修理和配送等必要的服务，在它们的行业中进行有效
的竞争。此外，它们还提供诸如咨询、数据和技术服务，在各自具有专长的领域开展管理
流程外包等更为复杂的服务，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即使像苹果（Apple）和三星（Samsung）
这样的消费产品公司也是服务提供者。对这些公司而言，服务是埋置或嵌入在产品自身中
的，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可以提供许许多多必要的服务和解决方案，其中有许多是我
们日常生活所急需的——尽管智能手机出现的时间很短，而且在过去的管理中并不使用它
们。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多数突然出现的新管理模式都是服务模式，其中许多是技术支撑
的。像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等公司，正在使其行业发生颠覆性变化。
这些例子说明了本教材将描写的服务公司多样性的特点，以及你将要学习到的企业
种类。
万豪
万豪在美国“优秀服务公司”名单中总是处于领导地位，它也在《财富》
（Fortune）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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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称赞公司”名单中名列前茅。取得这些高排名的一个原因就是万豪总是承诺以员工和顾客为中心。在
万豪，人是第一位的，他们的价值观是：“关爱你的员工，他们将关爱顾客，而顾客将再次光顾。”这种
价值观已经转化成全世界著称的品牌名字——19 个不同酒店品牌的母体。“做顾客和员工最优秀的服务
者”是多个世纪以来万豪成功的关键。
通用电气
许多传统的制造企业和高科技公司，几个世纪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服务供应商，现在它们中有不少
公司逐渐进入数据驱动服务行业。通用电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把核心成长战略转移至以数字服务
为中心的服务和围绕从产品提取的数据所设计的服务上来。通用电气前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
把该公司转变为一个服务巨人，而现任总裁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正在以数字变革为中心，力图
到 2020 年使该公司位列软件和数字服务公司前 10 名。在通用电气的一个大众广告中描述了一个名字叫
Owen 的年轻人，该广告表达了公司工业数字变革的诺言和想要雇用像 Owen 这样的人来推动数字变革的
欲望。
苹果
在许多行业，产品正在成为服务提供的媒介，这在电子消费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你的智能手机中的
每一个应用程序都能为你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信息、娱乐、采购机会和独特的解决方案。手机实际上
就是一个它所提供的信息的容纳器。当苹果被《华尔街日报》（24/7）宣布在所有公司服务中排名为第三
时，它作为一个服务企业的地位已得到社会认可。苹果虽然在技术和产品设计上仍处于前沿，但它总是
力图为顾客提供他们对该公司所期望和依赖的创新性服务和解决方案。
优步
当前，技术、合作和共享经济正在促发新的服务，其中有些是短暂的，而有些则似乎是确有生存力
的。优步在客运行业飞速崛起，广为人知。技术使优步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而消费者的合作愿望是其
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通过技术优步能够把全体司机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驾驶着自己的车去把
寻求乘车的顾客送往顾客想去的地方。技术能跟踪位置、车辆的充足程度、付款额，并能对司机和乘客
进行评价，从而使得这种服务形式非常有效又高度顾客定制化。尽管这种服务面临税务管理和其他挑战，
但优步的全球迅速扩张验证了这个服务模式的强大生命力。

正如案例的提示，服务是跨行业广泛分布的，服务战略可能是非常盈利的，而技术和企
业与行业的数字化改革正在驱动服务的成长与创新。然而，密歇根大学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
一直以来却表明，当与其他产品比较时，服务的得分较低。2
本教材将为你提供一个用以看待服务营销和管理的透镜。你所学到的东西既可以用于像
通用电气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也可以用于一些纯粹的服务企业。你将学到可能为公司提
供竞争优势的工具、战略和开发与提供盈利服务的手段。在服务营销和管理的基础上，你将
发现延展到公司各职能部门的强势的以顾客为中心的理念。

1.1

什么是服务
用最简单的话说，服务是行动、过程和表现，是由一个实体或个人为另一个实体所提供

或联合生产或创造的绩效。本章开篇案例和 4 个公司的例子说明了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当今
能提供服务的公司的种类。尽管我们以这个简单、宽泛的服务定义为依据，但是大家应该注
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与经济服务部门定义存在细微区别。服务定义的多样性通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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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人们讨论服务和描述组成经济服务部门的产业时所产生的困惑和异议。与我们这个简单
定义一致的另一个较广义的服务定义是：“服务是一种经济活动，它并不产出有形的产品或构
造，在生产的同时便进行了消费，提供便利、娱乐、省时、舒适或健康等各种形式的附加值。
这些形式基本上是购买者无形中会关注的。”3 美国经济中服务业的分布情况如图 1-1 所示。
农业、矿业、
建筑业 7%

金融、保险、
房地产 20%

制造业
12%

政府服务（大
多数服务业）13%

批发和零售贸易
12%

运输、仓储、
公用事业 5%

其他服务
（包括信息、娱乐）11%
教育和
保健服务 8%

图 1-1

专业和商业服务 12%

2016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服务业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Online, April 2016.

1.1.1

服务业、服务产品、顾客服务以及衍生服务

在我们开始讨论服务营销与管理时，区分服务业与服务企业、服务产品、顾客服务以及
衍生服务是很重要的。你在本书所学到的工具与战略适用于所有这四类服务。
服务业与服务企业

包括服务部门中典型的以服务为核心产品的产业或企业。下面这些

公司均可视为纯服务企业：万豪国际酒店集团（Marriott International，住宿）、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运输）、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金融）、梅奥诊所（Mayo Clinic，保
健）。整个服务部门包括大量的服务产业，如图 1-1 所示。这 些产业中的公司以提供服务为
核心。
服务产品

代表着市场上顾客估价和购买的无形产品。提供服务产品的可能是服务企

业，也可能是非服务企业，如制造型或科技型企业。例如，IBM 和惠普向市场提供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从而与埃森哲（Accenture）这个传统的纯服务企业竞争。其他产业的例子包括百
货公司，如梅西百货提供礼物包装与运输的服务；宠物商店，如宠物大卖场（PetSmart）提
供宠物美容与训练的服务；以及 VWR 向其研究实验室客户提供仪器测定、设备维护和库存
管理。
顾客服务

同样是我们“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顾客服务是为支持企业的核心产品

而提供的服务。一般来说，顾客服务并不收费。顾客服务可以在现场进行（如一位员工帮助
顾客找到一件想要的物品或回答一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进行（如戴尔提供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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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室帮助客户诊断硬件问题）。许多企业的顾客服务电话中心 24 小时有人值班。此外，有
些顾客服务是通过机器对机器而非任何人员互动而远程提供的。不管用什么方法，优质的顾
客服务都是建立顾客关系的必要因素，但是不能把它与企业为销售提供的服务相混淆。
衍生服务

衍生服务是我们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市场营销》杂志有一篇史蒂夫·瓦

戈（Steve Vargo）和鲍勃·卢施（Bob Lusch）的获奖文章，他们认为营销研究中一个新的主
导逻辑就是所有的产品和实物商品都是它们所提供服务的价值载体。4 通过引用有关经济学
家、营销人员以及哲学家的观点，两位作者指出，由实物商品衍生出的价值实质上是由商品
所提供的服务，而非商品本身。例如，制药厂的药品提供医疗服务，剃须刀提供刮脸服务，
计算机提供信息与处理服务等。尽管这种观点过于抽象，但是它给予服务更广阔、更深入的
视野。

1.1.2

有形性图谱

服务的广义定义说明“无形性”是确定一个提供品是否为服务的决定因素。尽管这是
正确的，但可以肯定，很少有产品是纯粹无形的或者完全有形的。相比较而言，服务要比制
造品更无形，而制造品则比服务更有形。例如，快餐业尽管被划为服务业，但它仍有许多有
形部分，像实物、包装等。汽车制造业尽管被划入制造业，但也提供许多无形物，如交通运
输服务。图 1-2 所示的有形性图谱表明了这个观点。在本书中，当提及服务时，我们将假定
服务这个广义定义并承认很少有“纯服务”或“纯产品”。我们所讨论的课题和方法将指向
图 1-2 右边无形部分的那些提供品。
盐

软饮料

清洗剂

汽车

化妆品

快餐店
无形部分

有形部分
快餐店

图 1-2

广告代理

航空

投资管理

咨询

数据

有形性图谱

资料来源： L. G. Shostack,“ Breaking Free from Product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41 (April, 1977), pp.
73–80,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1.3

服务业发展趋势

尽管我们经常听到和看到有关资料说现代经济已由服务业主导，但美国和其他国家并未
在一夜之间成为服务型经济国家。早在 1929 年，美国就有 55% 的劳动人口就业于服务业；
在 1948 年，美国约 54% 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服务业创造。图 1-3 和图 1-4 中的数据
说明服务业的增长趋势仍在继续，到 2016 年，服务业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81%，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80%。这些数据并不包括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
它们的就业人数和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将划入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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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研究服务营销
为什么学习服务营销、服务质量和服务管理很重要？服务营销与制造品营销的区别是什

么？这些区别导致了人们对有关服务书籍和课程的需求。有许多动因引起了服务营销的迅速
发展，许多行业、企业和个人已定义了其概念的范围、框架，并界定了服务领域的战略。服
务营销和管理的领域是所有这些力量整合的结果。

1.2.1

服务经济

随着服务业的迅猛增长，营销概念和战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理论对美国及世界经济
变得日益重要。正如前面提到的，2014 年美国
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达
80% 多，而 2016 年所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
总值中的比重则超过了 81%。几乎所有工作数
量的绝对增量和工作组织的快速增长都在服务
业，特别是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专业服务。
服务经济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全球范
围 的 服 务 贸 易 不 断 增 长。 实 际 上， 尽 管 美 国
的商品贸易仍为赤字，但自 2000 年以来，服
务出口跃至 84%，2015 年服务贸易顺差已达
2 270 亿美元。事实上，美国国外服务销售额
在全世界排名第一。5, 6
不 仅 在 美 国，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服 务 市 场 也
在不断增大，服务在经济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
（见表 1-1）。这种成长不仅出现在经济发达国
家，也出现在经济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政
府已把服务业成长放至优先地位。服务业的增
长已引起全球范围对服务的关注。

1.2.2

表 1-1

2015 年服务业在各国或地区 GDP 中所
占的比重

国家或地区
中国香港
英国
荷兰
法国
美国
新加坡
日本
巴西
加拿大
德国
新西兰
澳大利亚
瑞士
墨西哥
印度
中国内地

2015 年服务行业占 GDP 比重（%）
93
80
80
79
78
76
72
72
71
69
69
67
65
62
54
48

资料来源：The CIA World Fact Book, 2015.

服务在以商品为中心的企业业务中的必要性

服务营销与管理领域的最早发展主要来自于人们对诸如银行、运输、医疗和保健等服
务业的研究动力。随着这些传统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并越来越有竞争力，对有效服务管理与营
销的需要一直在持续。然而，当今跨行业公司也已经发现了服务创新和服务成长战略的价
值。7 制造企业［如通用电气和卡特彼勒（Caterpillar）］、技术公司［如安富利（Avnet）、施
乐（Xerox）、IBM ］、零售商（如宠物大卖场）以及包装商品公司［如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等都已经注重以服务为导引的成长潜力。所有这些企业都已经意识到，优质产品
已不是企业取得长期成功的唯一保证。
以施乐公司为例，它现在主要提供文件管理服务，所凭借的是它能够接管一个组织内所
有文件（包括数字文件和纸质文件）的管理。这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其传统的打印
机修理与维护服务业务。大型宠物零售店宠物大卖场最近几年来几乎其所有的成长都归因于
它的服务——包括宠物旅店、修饰打扮和训练。宝洁公司也已经开始推出服务并把它们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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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些更新的品牌上，包括“洗车场先生”（Mr. Clean Car Wash）。它是汰渍干洗（Tide Dry
Cleaners）的一种连锁模式，还有一种称之为“汰渍旋冲”（Tide Spin）的新型洗衣服务。在
认识这些品牌的巨大价值的同时，宝洁公司小心翼翼且 精心地把这些品牌扩展到服务中去。
为了扩展它们的服务业务专长，许多技术公 司已经与一些服务企业合伙或者对其进行收购。
IBM 已收购了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惠普（Hewlett-Packard）收购了 EDS，戴
尔（Dell）并购了佩罗系统（Perot Systems），以上所提到的仅是少数几个例子。
为什么所有这些公司都选择聚焦于服务？这有许多原因。第一，很多产业的产品去溢价
导致很多有形产品的价格和利润压力。服务可以帮公司提供定制化产品从而为顾客提供附加
价值。第二，顾客，特别是在 B2B 市场，很需要服务和解决方案。在许多情况下，顾客需
要与多样产品和服务相关的问题和挑战的解决方案。他们期待供应商来创造和提供这些产品
服务解决方案。第三，服务通常比产品有较高的边际利润，因而可以为公司提供服务利润平
台。第四，正如你将在后面各章所学到的，顾客忠诚与顾客满意很大程度上是公司所提供的
服务质量和服务方案所驱动的。第五，当前许多行业面临高度竞争，服务是拥挤的市场中的
一个差异因素。
当企业向服务转变时，它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诸如文化变革、销售渠道问题以及对服务设
计和所提供服务的专业知识的需求等严重挑战。这些公司是典型的工程、技术、科学或者运
营驱动的，它们把专门知识固定在它们的产出上。当这些公司转型或通过服务寻求成长时，
它们会发现需要新的服务逻辑和关于服务管理和营销的特别的概念和方式，这已成为显而易
见的事实。8

1.2.3

取消管制行业与专业服务的需求

随着取消管制行业与专业服务业经营方式上的急剧变化，这些行业都产生了对服务营销
概念的特定需求。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府对众多大型服务业，包括航空、银行、电信和
货运，都放松了管制。类似的管制放松也已发生在其他一些国家。结果，过去有政府牢牢掌
控的营销决策现在可以部分（在有些情况下是全部）由单个企业控制。9 例如，历史上所有航
空收费、路线以及向旅行机构支付的佣金都是由政府确定并监管，放松管制后这些都发生了
改变。现在各个航空公司可以自由地设定它们自己的价格结构并确定飞行路线。取消管制在
航空业中引起了波动，加速了对更复杂、基于顾客和竞争敏感的市场营销的需求。
专业服务的提供商（如牙医、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师），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
烈，以及允许进行少量的广告而导致专业标准变更，他们的业务也需要新的概念和方法。尽
管这些行业历来避免使用“营销”这个词，但他们正在寻求更好的方法理解和划分他们的顾
客，以便能提供优质的服务并在不断增加的竞争者中增强其竞争实力。

1.2.4

服务营销具有特殊性

当上面所描述的各种原因同时起作用时，那些涉身其中的企业人士意识到服务营销与
管理存在一些他们在制造业和有形商品公司中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管理咨询顾问加
里·尼斯利（Gary Knisely）就在一系列调查访谈中捕捉到这些不同点和挑战（见专栏 1-1）。
例如，当一家企业的核心提供物是一个行为（如工程咨询）时，这家企业如何向市场保证稳
定的产品质量？随着服务业开始注重市场营销并决定雇用营销人员，其自然要从世界上最优
秀的营销企业（如宝洁）中招聘。从制造品行业的营销转向保健、银行及其他服务性行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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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工作的人们发现，他们的技能和经验是不能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直接转换的。他们在制成品
和制造业中的经验并不能应对他们在服务营销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些人认识到服务业
的营销与管理需要新的观念和方法。
服务营销人员对这些压力和挑战做出了反应，开始跨学科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实业者一
起为服务业开发和整理营销实践资料。

◎ 专栏 1-1
服务营销是不同的事物吗
1979 年，约翰逊·史密斯 & 尼斯利（Johnson Smith & Knisely）咨询顾问公司的一位主
要负责人加里·尼斯利向从事服务营销实际工作的人员询问了服务营销 有什么差异这个问
题。尼斯利还特别调查了几个高级营销管理人员，他们是在商品行业取得丰富的产品营销经
验后（因其出色的营销才能而知名）才转入服务行业的。
这些高级营销管理人员确实发现了区别。当他们试图直接将消费品营销实践应用于服
务业时（后来证明部分是成功的），他们发现了区别。假日酒店（Holiday Inn Inc.）的詹姆斯
L. 肖尔（James L. Schorr）曾在宝洁公司工作，他发现无法把消费品企业的营销系统搬用于
服务企业。他与其他被调查的管理人员一起，描述了某些重复发 生的问题。首先，服务营销
组合的变量要比消费品的多。肖尔认为服务业的营销与运营的联结比制造业更为紧密，因
此，服务生产过程是营销过程的一部分。其次，顾客介入是商品营销与服务营销的一个主要
区别，来自于有形产品企业的管理人员从未想过与顾客直接对话，对于肖尔来说，推销宾馆
房间可归结成一种“人对人”的销售。罗伯特 L. 卡特林（Robert L. Catlin）在谈到他在航空
业中的经历时说：“在顾客看来，与服务的其他任何特性一样，你的人员是产品的重要组成
部分。”人们购买产品是因为他们相信产品有效用，但对于服务来说，人们会与他们喜欢的
人打交道，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喜爱这项服务才购买，这使得顾客与员工的接触成为营
销工作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也探讨了商品和服务营销中通用的营销组合变量在这两种行业背景下
的营销战略应用上的巨大差别。在服务的分销和销售 中，企业不能再依靠那种顾客推着手推
车在精心摆放的货架间进行商品挑选的方式。我们可以说服产品经理正在为公司销售人员的
“头脑货架空间”而竞争。美国信托公司（United States Trust Co.）营销小组负责人罗德尼·伍
兹（Rodney Woods）认为与有形产品相比，服务营销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定价。他认为确定服
务相关的生产与交付成本的改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比他以前曾工作过的大型制造品企业如
皮尔斯伯里（Pillsbury）、宝洁和勃列斯多 – 迈耶（Bristol-Myers）所遇到的困难大得多。另外，
利用价格作为促销手段的效果也不明显，促销性降价会损害企业苦心经营起来的定位和形象。
当学者们早先开始争论商品与服务在营销管理上是否存在差别这一课题时，在这两个行
业中均有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员在 1979 年宣布这种差别是存在的，而这种差别今天依然存在。
这些早期的服务营销人员注意到的区别是今天应用的许多观点、概念和战略发展的推动力。

1.2.5

服务等于利润

20 世纪后几十年，许多企业都跳上了服务乐队的彩车，主动投资于服务创新，并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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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作为差别化和形成竞争优势的方式。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都是基于那些相信优良顾
客服务的经理人员的信念和直觉进行的，这些经理人员重视优良的顾客服务，并且发自内心
地相信高品质的服务能够带来好的业绩。确实，致力于高品质服务为许多分属不同产业企业
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莱昂纳德·贝瑞（Leonard Berry）在《探索服务灵魂》（Discovering the
Soul of Service）一书中详细介绍了 14 个这样的企业，这本书写成之时，书中企业的平均经
营时间已达 31 年。10 这些公司都是盈利的，其中的 5 个加起来已经存在了超过 407 年。贝
瑞博士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成功的企业致力于 9 个服务主题，其中主要有价值驱动型领导、
对员工成功的投资承诺、在组织基础上与顾客和其他伙伴建立基于信任的关系等。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企业就已经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战略在公司最基层的
效益。学者们也开发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案例说明适当实施的服务战略可以带来大量利
润。由营销科学学会赞助的研究指出，关注顾客满意度、收入生成和服务质量的战略比关注
成本节约或者希望同时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战略能够实现更多利润。11 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构建
了“服务利润链”，将内部 服务与员工满意度和顾客价值以及最终利润相联系。12 相当数量
的研究指出顾客满意度（经常是由服务结果推动的）和顾客忠诚以及利润之间的关系。 13 从
密歇根大学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我们可以看出顾客满意度与股东价值相关。在
ACSI 中排名前 25% 的企业的股东价值明显高于后 25% 的企业。基于 ACSI 的数据还表明，
排名前 20% 的企业显著超过标准普尔、纳斯达克和道琼斯行业水平。14
这种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选择正确的战略，并且确保很好地实施这些战略。三位服
务研究的先驱者詹姆斯 L. 赫斯克特（James L. Heskett）、W. 厄尔·塞瑟（W. Earl Sasser Jr.）
和莱昂纳德 A. 施莱辛格（Leonard A. Schlesinger）最近把关于服务成功与失败的研究成果发
表在他们 的新书《杰出服务领导者的知识与行为》15（What Great Service Leaders Know and
Do）中。从本书学到的许多东西可以指导你做出正确的服务战略决策并且出色地实施战略。
在本章“战略洞察”中列出了企业在竞争中通过服务获得成功与利润的四种战略。在第 16
章中，我们将通过完整地说明服务的财务和利润影响再回到这个课题。

☉ 战略洞察
基于服务的战略竞争
利用服务，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竞争中追求利润。通过与行业内一些企业合作并把
它们与其他一些企业标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了四个战略主题，这四个主题是企业通过服务
进行竞争的基本模式。尽管在特定时间内企业也会强调这些战略中的一项或者两项，但实际
上完全能够做到更多项的兼顾。
典型的非传统顾客服务
有一些企业的竞争优势以非传统的顾客服务而著称。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梅
奥诊所、美捷步（Zappos，一家线上鞋子和服装零售商）、赞恩自行车（Zanes Cycles，康涅
狄格一家小型自行车商店）是其中几例。这些企业跳出传统顾客服务的观念，以独特的方式
提供顾客服务。
西南航空：在飞行过程中，员工通过做游戏、讲笑话为顾客带来与众不同的乐趣。
梅奥诊所：休息室陈列着巨大的钢琴，医生与病人坐得很近，并注视着病人的眼睛，坚
信“病人的利益是唯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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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pos.com：提供每双在售鞋子 9 张不同角度的图像及视频。
赞恩自行车：为顾客组织了一个“漏气车胎俱乐部”。
创新、前沿服务
有一些企业通过提供创新的、前沿的服务提高竞争力——力争成为行业翘楚或新发明、
新技术、新科学的倡导者。例如亚马逊网站，它是首家实现高效在线销售的企业。梅奥诊所
也可以归为此类，它一直居于美国医药领域的前沿，特别是对于难以诊断或病情复杂患者的
照看，诊所的研究基础、团队向导、咨询模式使之成为医药领域的领头羊。
技术有助于企业扩展服务和创造顾客总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例如亚马逊的回声
（Amazon Echo），它是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装置，它能演奏音乐、预报天气、邮购到家的产
品，并且能够控制一系列其他与互联网连接的产品，诸如恒温器、强光灯泡等。所有的这一
切都是根据用户的声音而执行。
增值、增收服务
这些年来，制造、信息技术以及其他非服务行业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引入增值、增收
服务。这些行业的企业认识到，不能仅靠制造的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来竞争。很多企业（如
IBM、惠普、西门子以及通用电气）都将服务整合到它们的提供物组合之中。
对增值服务的关注已经扩展到零售业。例如，宠物大卖场是美国最大的宠物零售商，为
了在利润相对低下的行业中开展竞争，它近些年引进了许多新的服务。它在广告中定位于
“宠物家长”，提供的特殊服务包括宠物训练、美容以及通宵照看。
差异化的服务文化
最后，企业可以通过培育一种服务文化来吸引行业内最好的员工，进而展开竞争。吸引
到最好的员工，企业就在竞争中具备了提供最好服务的优势，也因此成为行业内“员工的首
选”，又成为“顾客的首选”。例如，西南航空、梅奥诊所、迪士尼和万豪酒店就采取了这种
方式。在万豪酒店，潜在的企业理念就是“照顾好你的员工，他们就会照顾好你的顾客”。
这种理念渗透在所有的万豪品牌之中，从公平旅馆（Fairfield Inns）到丽思·卡尔顿（Ritz
Carlton），这使得万豪在该行业保持着全球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Center for Services Leadership, W. P.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www.
wpcarey.asu.edu/csl).

1.2.6

是不是“糟糕的服务”

尽管服务非常重要，而且服务业具有潜在的保底利润，但消费者感知认为许多公司和行
业的总体服务质量并不优秀。16 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周刊》在其封面故事专栏公开谴责服务
业“为什么服务如此糟糕”，此外，《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以“我们花钱买粗鲁”为题来
责问服务质量与价值。17 还有，虽然在每一个行业都有例外，但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显示服
务的得分普遍低于耐用和非耐用工业产品的得分。18
谴责服务业会引起混乱，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服务业从未像现在这么好。我们只要想
想一个行业——医疗，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能力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强，这导致了美国和其
他发达国家对于寿命期望值的持续上升。或者看看通信行业——快捷、高效、便宜地进行全
球通信，这比过去要容易得多。大量的信息、娱乐和音乐，与 10 年前人们所享受的相比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非常明显，在某些情况和某些领域中，服务是比过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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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诸多明显的进步，但也有切实证据显示，消费者现在对在许多公司和行业所享受
到的服务是不满意的。有许多对这种状况似乎有理的解释，包括：
● 由于有更多的公司根据各不同细分市场的预计利润率而提供定向服务，许多顾客实际
上获得的服务要比过去少。
● 由于公司大量使用自我服务或者基于技术的服务，这样就缺乏人际交互或者个人定
制，使感知到的服务减少了。
● 由于从一些公司获得出色的服务，导致所有行业顾客的期望变高，他们期望从所有企
业那里获得同样的服务，因而经常会感到失望。
● 组织削减成本导致人手不足而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 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导致一些缺乏技术的员工来从事一线服务工作，而有技术的一线
员工很快获得提升或者离开公司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 许多公司只是口头上讲以顾客为中心和服务质量，但是它们不能提供真正高质量服务
所必需的培训、补偿和对员工交付高质量服务所需要的具体需求给予支持。
这些解释并非定论，可以争论。但是对于服务营销和管理的经理人员、学生和教师来
说，这些解释所提供的信息非常明确，即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在本书中，我们将提供许多
最佳实践的案例——了解如何正确完成并实现成功服务的公司。我们也会介绍一些帮助扭转
“糟糕的服务”这一看法的工具、概念和战略。

1.3

服务和技术
在前面的一节中，我们考察了服务营销的根源以及这个领域和管理部门存在的原因。另

外一个主要趋势——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目前正在塑造着这一领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服
务营销实践。根据研究人士罗兰 T. 拉斯特（Roland T. Rust）和黄明辉（Ming-Hui Huang）的
诊断，信息技术正在引起一次“服务革命”，其结果是服务 部门的大扩展和各类经济中服务
重要性的增强。19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的和消极的），为我们贯
穿整本书的内容奠定基础。在每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技术亮点”的专题，突出介绍
技术对于相关章节内容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也会在本书的一般讨论中适当贯穿技术和服务
问题。

1.3.1

基于技术的服务提供物

回顾过去，技术是服务创新背后的基础力量已被公认为是理 所当然的。自动语音邮件、
交互语音答复系统、手机、自动取款机和其他普遍的服务都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而成为可能
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技术服务，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戏剧性的不同。
最近，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从而产生了许多新服务。像亚马逊和 Google/
Alphabet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现在灵巧的电话可以提
供无数的难以想象的服务应用。早已建立的公司也开始利用互联网作为提供新服务的一种方
式。20 例如，《华尔街日报》就开始提供一种交互的版面编辑方式，允许顾客提供个人的偏
好和需求来组织报纸的内容。许多大学提供全学位在线课程，从而为那些否则就不能享受这
些课程教育的人服务。
就在我们编写此教科书之时，许多新的技术服务正在出现和形成，而且它们将以快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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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长的趋势继续爆发。21 例如，“汽车联运”（Connected Car）可以使人们接受到所有种类
已有的和新的在途服务。汽车内的系统可提供购物介绍，当驾车人与他们所喜欢的零售店还
有一定距离时，系统就会提供各种相关信息。在旅途中系统可能提供天气预报和预警；当需
要停车夜宿时，系统能够在一个附近的旅馆预订房间、介绍餐厅或者预订晚餐。
其他先进技术还可能实现远程医疗，医疗专业人员可以远程监视患者的病况，甚至还
可以通过技术媒介提供医疗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指导等。类似地，诸如约翰迪尔（John
Deere）、卡特彼勒和通用电气等大型制造企业现在能对其设备提供监控和服务，还可以通
过因特网向其用户提供复杂的信息和数据。这种基于由机器传送的数据的复杂服务是大
家所知道的物联网（IoT）的一部分。除了能产生大数据之外，IoT 还能够产生大量的服务
机会。22

 技术亮点

顾客服务的变化

出色的顾客服务——一个公司提供的日
常的、正在进行的支持——对于形成品牌的
识别以及获得最终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它包
括回答问题、接受订单、处理账单问题、处
理抱怨、日程安排以及类似的活动。这些重
要的功能能够形成或者破坏一个组织与其顾
客的关系。顾客关系的质量对于服务业、制
造业和消费品业的品牌识别有显著影响。由
于其在形成印象进而维持顾客关系中的重要
性，顾客服务有时也被称为一个组织的“前
门”或者“脸面”。
那 么， 顾 客 服 务 如 何 通 过 引 入 技 术 来
改善呢？在过去，所有的顾客服务都是通过
顾客和员工之间直接的人际交互面对面完成
的。要想获得服务，你就需要亲自前往店铺
或者服务提供商所在地。电话改变了这一
切，有了电话就允许顾客在每周一到周五，
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致电公司并直接和员
工交谈。使用电话使得顾客服务的人际化程
度更低，但是毫无疑问更有效率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顾客服务
代表（CSR）变得更加高效。通过计算机信
息系统和顾客数据文件，CSR 能够在他们的
工作站实时调出顾客的记录以回答问题。随
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大型组织开始将其顾客服务职能集中，
建立一些大型的电话中心，它们可以坐落在

国内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电话是
全天 24 小时开通的。但是，在这种形式的
电话中心中，顾客服务大部分都是员工与顾
客之间的人际交互，是一种一对一的交谈。
高效但是也有很多弊病的自动化语音系
统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已经将许多组织的个人
顾客服务变成了菜单驱动的自动化交互。在
几乎所有的行业和许多企业内，消费者都会
接触到这种类型的系统，而其中一些会令人
感到很沮丧。例如，系统菜单选项很长而且
容易混淆，或者没有菜单选项符合致电的目
的。与此类似，消费者如果不能简单地使用
自动化系统或者无法和员工通话，他们也会
感到很恼火。
除了自动电话系统之外，互联网的扩张
使许多企业戏剧性地改变了其顾客服务。现
在顾客能够在互联网上通过电子邮件、网站
机器人、FAQ（常见问题解答）和在线聊天
等方式与企业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没
有直接的人际交互活动，实际上是顾客在进
行自我服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顾客服务
还可以做到完全没有人际互动，例如，许多
B2B 的制造企业可以提供远程设备监控和自
动的机器对机器的服务，这些服务根本没有
顾客或员工的参与。
随着技术解决方案的飞速增长，企业发
现对于顾客服务的预期已经发生了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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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何获得服务，顾客希望有多种选择，不
管是通过电话、自动语音系统、传真或电子
邮件，还是通过互联网的自我服务或者远程
的机器对机器的服务。尽管顾客通常会比较
欣赏基于技术的服务，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要
求提供这种服务，但是由于这些系统有时不
可能运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或者
它与人工服务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或者
在遭遇失败时没有适当的恢复系统，顾客就
会不喜欢技 术服务。有趣的是，如果互联网
站点或者自动应答系统不能按照预期的那样
运作，顾客会迅速寻求传统的人机交互（个

1.3.2

人或者电话），转了一圈又回到我们开始的
地方！
资料来源：J. A. Nickell,“ To Voice Mail Hell and
Back, ”Business 2.0, July 10, 2001, pp. 49–53; M. L.
Meuter, A. L. Ostrom, R. I. Roundtree, and M. J. Bitner,
“ Self-Service Technologies: Understand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with Technology-Based Service Encounters, ”
Journal of Marketing 64 (July 2000), pp. 50–64; S. Ali,“If
you want to Scream, Press . . .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0, 2006, p. R4; J. Light,“ With Customer
Service, Real Person Trumps Tex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5, 2011, p. B7.

提供服务的新方式

技术除了为新服务提供机会外，还为现存的服务更易于获得、便利和更具效率提供了支
持。技术加速了基本的顾客服务职能（支付、问询、核对账目记录和跟踪订货）、交易（不仅
包括零售，还包括 B2B 业务），以及学习或者信息搜集。本章的“技术亮点”探讨了借助历
史记录，技术是如何永久改变客户服务的。我们从面对面的服务变为基于电话的服务，进而
变为广泛应用交互语音应答系统乃至基于互联网的顾客服务，以及目前的无线服务。有趣的
是，许多企业在绕了一整圈之后，在顾客服务有那么多形式的今天又把人际接触作为了顾客
服务的一种基本方式！
技术也通过提供直接媒介促进购买业务。在金融服务领域，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将自己从传统的经纪人变为一个在线金融服务公司，目前有超过 70% 的顾客业务
是在线完成的。技术公司财捷集团（Intuit）可以提供为方便顾客金融生活而设计的以技术为
基础的服务，其中包括太保税（Turbo Tax）和快捷账本（Quick Books）。他们的免费应用程
序薄荷应用（Mint App）允许顾客把他们所有的账、卡和投资划入一个地方，来跟踪花费、
建立预算和接受清单通知。技术也已经改变了许多 B2B 公司的服务生产与交易。例如，技
术巨头思科公司的系统利用技术为其企业客户提供了所有的顾客服务和订货功能。
最后，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为顾客学习、研究和合作提供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存取信息非常简单。例如，有超过 2 万个网站目前可以提供与健康相关的信息。许多网站为
某些特定的疾病、药物和治疗问题提供答案。关于在线医疗信息使用的调查中，皮尤公司
（Pew）发现在上网的美国人中，有 80% 在互联网上寻找健康或者药物方面的信息。23 技术还
有利于公司和个人服务商与客户进行简单直接的沟通，其结果是产生了如爱彼迎、优步和五
美元网站（Fiverr）这些新的共享服务。这些服务类型共同构 成了日益增长的“共享经济”，
有时也称为激励经济（gig economy）。24

1.3.3

顾客和员工的双效应

技术使得顾客和员工在获得和提供服务方面都更加有效率。25 通过使用自我服务技术，
顾客能够更有效地为自己服务。通过在线银行，顾客可以了解其账户信息、查询余额、申请

第1章

服务导论

贷款、在账户之间转移资金，并且进行任何可能的银行业务——所有这些都不需要银行职员
的参与。经由互联网和智能化电话的在线购物以及成千的服务应用还在不断地改变消费者的
生活。通过社交媒介，个人和公司相互之间可以很好地沟通与合作。
对于员工来说，技术能够为他们更高效地提供服务给予巨大的支持。顾客关系管理和销
售支持软件都是能够帮助一线员工提供更好服务的重要技术种类。由于可以直接访问关于产
品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以及特定的顾客信息，员工就能够更好地为顾客服务。这种类型的信息
使得员工能够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这种方式比过去使用纸质文件记录顾客和
产品信息或者依靠销售和顾客服务代表本身的记忆更有效、更及时。

1.3.4

服务的全球扩张

技术的渗透使得服务可以以过去不可能的方式送至全球各个角落的顾客。互联网本身就
以无边界和无障碍著称，因此，信息、顾客服务和交易能够跨越国家、跨越洲而到达每一个
访问互联网的顾客。技术也使跨国公司的员工可以较容易地进行接触——分享信息、咨询问
题、作为虚拟团队的成员一起工作。所有这些技术都能够加速服务企业的全球化扩张并且提
高效率。“全球特写”阐述了服务工作岗位的全球转移以及随处可提供服务的能力。

全球特写

服务岗位转移

随着信息技术复杂程度的迅猛发展，组织的触角已经戏剧性地遍布世界各地。一些
过去需要人际接触才能完成的活动，现在已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以及通信技术来实现。
这一优势意味着实现或支持这些活动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来完成，结果导致所谓的
跨国间的“服务岗位转移”。例如，由美国、英国转移到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或者东
欧一些国家，近期还包括中国、哥伦比亚和巴西。
服务的全球化看似不可避免，但很多争论也随之而来。最明显的一个争议就是高
薪的服务岗位向低薪国家过渡而逐渐消失，这对失业的人而言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
这一数字可能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根据马萨诸塞州剑桥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的研究报告，预计到 2015 年，330 万高科技和 服务岗位将会移出美国，其他
一些预测远高出此数目。另一个争议就是离岸岗位将会在其他领域创造和扩大工作机会，
生产力的提高会使全球市场下的消费者获益，企业更具竞争力。事实上，美国劳工统计
局预计 2000 ～ 2010 年，美国市场将会产生 2 200 万个岗位（大多数是业务服务、健康
护理、社会服务、运输以及通信等）。尽管服务岗位转移的连带效应还不为人所深知，但
可以断言的是服务全球化将会持续发展，未来将导致人们以及国家之间边界的弱化。
服务岗位的转移不仅仅包括呼叫中心和信息帮助热线，还扩展到跨行业服务，而且
与技术水平相关。如印度一些跨国企业正在从事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芯片设计、
财务分析、工程设计、分析学、药物研究等服务工作。甚至连医疗诊断以及病史档案查
询也可以通过远程的视频、互联网以及扫描技术来实现。
除了把离岸服务工作交给一些公司之外，其他一些做起来更琐碎的服务工作则通
过签订合同的形式交给个体工作者。这种模式有时被称为“人云”（Human Cloud）或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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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经济。其特征是个体工作者在公开的线上市场或通过跨地域和无语言边界的特别线上
平台出卖自己的技术和时间。通过这种在线经济，一些白领工作（有些是高技能的而其
他则只需要少量技能）的操作和报酬是通过买卖双方个体协商来完成的。诸如后续工作
（Upwork）、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和人工每小时（People Per Hour）等线上平台，它们
把打字、IT、设计工作以及法律和行政等一系列待完成的任务描述出来，有不同技能的
个体对这些任务“投标”，并在工作完成之后得到相应的报酬。
为什么服务岗位的转移发生在现阶段？加速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可接
近性也越来越高。服务业是信息密集型企业，而现在即使没有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信
息依然可以分享自如。例如，坐落于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有印度硅谷之称）的韦
尔奇科技中心（John F. Welch Technology Center）有近 4 000 名印度学者和工程师为通
用电气各部门从事研究，项目涵盖多个范围，如 DVD 原材料的开发、GE 车间生产力
的提升以及 涡轮发动机刀片的运转
等。 这 些 设 计 工 作 可 以 在 印 度 完
成（团队工程师可能来自各地），而
设计结果可以瞬间传递到任何需要
它们的地方。另一个全球巨星德勤
公司（Deloitte）雇用了接近 27 000
人，这些人分布在位于印度海德拉
巴（Hyderabad）的德勤美印公司的
11 个办公楼塔之内，行政工作、审
计、兼并研究、项目基础上的咨询
工作等就是其工作人员为德勤自己
和其全球客户所做的一些事例。工
印度海德拉巴，德勒美印公司。
作在何处完成并不重要，也没有意
义，准时圆满地完成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 David pearson/Alamy Stock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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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U. Karmarkar,“ Will You Survive the Services Revolu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2
(June 2004), pp. 100–107; M. N. Baily and D. Farrell,“ Exploding the Myths of Offshoring, ”
The McKinsey Quarterly, online at www.mckinseyquarterly.com, July 2004; A. Vashistha and
A. Vashistha, The Offshore N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A. King,“ Inside Deloitte’s
Indian Growth Engine,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April 13, 2016, p. 1; S. O’Connor,
“ Cloud Atlas: The New World of Work,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9, 2015, p. 11; A. L. Sussman
and J. Zumbrun,“ ‘Gig’ Economy Spreads Broadl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6–27,
2016, p. A1.

1.3.5

互联网就是服务

一个了解技术影响力的有趣方式就是将互联网看成“大型服务业”。所有在互联网上运
作的企业和组织实质上都是在提供服务，无论是提供信息，还是执行基本的顾客服务职能，
促进交易或促进个人之间的社会接触。M2M（mobile to mobile）或 IoT 的提供物其核心也全
部是服务。因此，所有你在研究服务营销和管理过程中学习到的工具、概念和战略都能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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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用于互联网或者电子商务领域。尽管技术和互联网对于我们做生意以及可能提供的服务
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很明显，顾客依然需要最基本的服务。他们需要过去一直需要
的东西——可靠的结果、获取简便、响应系统、弹性、道歉以及发生失误时的补偿，不同的
只是现在他们期望从基于技术的企业和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中获得相同的结果。26 事实表明，
许多互联网企业遭受挫折甚至最终失败都可归因于缺乏基本的顾客知识，以及实施、物流和
服务追踪方面的失误。27

1.3.6

技术和服务的悖论以及负面影响

尽管技术在支持建立和强化服务方面有很大的潜能，但是它依然有潜在的负面影响。非
常受尊敬的消费者研究专家米克（Mick）和福尼尔（Fournier）指出了关于为消费者所提供的
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许多悖论。28 例如，两位学者指出，技术能够促进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意识，
但是如果技术被认为是不够灵活的，那么它也可能是强制的或者是约束的；技术能够促进人
们之间的接触和接近，但也能够孤立或分离他们。本节将着重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论述。
在企业试图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情况和与顾客进行直接交互时，顾客对于隐私和机密的关
注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顾客关注对保健行业先进技术应用中所做的努力有不少妨
碍。例如，并不是所有的顾客都一致地对用技术手段与公司进行接触感兴趣。一项“顾客技
术准备”的研究报告指出，一些顾客对使用和准备使用技术不感兴趣。29 员工们也可能不愿
意将其融合到他们的工作、生活之中，尤其当员工们正确地或错误地认为技术将替代人力并
可能取代了他们的工作时。
随着技术的不断应用，人际接触开始缺失，许多人都认为这对于生活品质和人际关系方
面是非常有害的。父母哀叹他们的孩子在计算机或智能电话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打游戏、
搜集信息或者和朋友通过即时信息或聚友网（MySpace）聊天、上网玩推特（Twitter）和脸书
（Facebook）等，而不是面对面人际接触。组织中的员工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于通过技术进行沟
通，甚至在同一个办公室、在同一辆车内联系时也使用电子邮件或在线聊天室。技术渗透到
日常生活中所自然出现的结果及其正面和反面的理由是斯坦福大学正在研究的项目的主题。
该项目研究涉及从精神病学、医疗学和通信学到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等多个学科。30
最后，技术投资的回报通常是不确定的。一项投资要获得生产力或顾客满意度方面的收
获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有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收获。例如，麦肯锡的报告就指出，一个将记账
和服务电话移至互联网的企业项目节约了 4 000 万美元。然而，由于降低的顾客使用率，那
些最初使用网络申请的顾客会有预料之外的跟踪电话和电子邮件，以及缺乏交叉销售机会导
致的收入损失总数达到了 1 600 万美元。31

1.4

服务的特性
人们一般认为商品与服务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区别，本节所讨论的这些显著的特性对服

务管理者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帮助）。32 认识到这些特性中每一个都可以被安排在一个类似
于图 1-1 的连续谱中很重要。因为，与商品相比，服务更加异质、无形，更难做出评估，但
是商品与服务的区别并不是严格的泾渭分明。33
表 1-2 总结了商品与服务的特性以及相应的含义。本书所提出的战略、工具以及框架都
是在强调这些特性，这些特性一直被营销学者所忽略。近来有学者指出这些特性不应该被看
作是服务独有的，它们与产品同样相关。有学者提出“所有的产品都是服务”
“经济交易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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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关于服务提供”。34 这些观点指出，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可能从服务营销框架、工具和战
略中获得有价值的见解。
表 1-2
商品

商品与服务

服务

相应的含义

有形性

无形性

服务不可储存
服务不容易申请专利
服务不容易进行展示或沟通
难以定价

标准化

异质性

服务的程度与顾客的满意取决于员工和顾客的行动
服务质量取决于许多不可控因素
无法确知提供的服务是否与计划或宣传相符

生产与消费相分离

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

顾客参与并影响交易
顾客之间相互影响
员工影响服务的结果
分权可能是必要的
难以进行大规模生产

可储存

易逝性

服务的供应和需求难以同步进行
服务不能退货或转售
服务在给定时期不能延期销售或交付

资料来源：A. Parasuraman, V. A. Zeithaml, and L. L. Berry,“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ournal of Marketing 49 (Fall 1985), pp. 41–50.

1.4.1

无形性

服务最基本的特性就是无形性，因为服务是一种绩效或行动，而不是实物，所以我们不
能像感觉有形商品那样看到、感觉到或触摸到服务。例如，医疗保健服务是由提供者针对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的行为（如手术、诊断、检查和治疗），尽管患者可以看到或接触到服务的某
些有形部分（如设备、医院病房），但总体而言医疗保健服务是顾客看不见和摸不到的。实
际上，许多诸如医疗保健的服务即使在心理上也是很难把握的，即使一项诊断或手术已经完
成，患者也可能不完全理解已提供了的服务，尽管服务的有形证据（如伤口、包扎、疼痛）
可能十分明显。
相应的营销含义
无形性显示了几个营销挑战：服务不能存储，因此很难管理需求的波动。例如，2 月对
凤凰城旅游度假旅馆房间有巨大的需求，但在 7 月却极少，而店主所拥有的房间数目在一
年内是相同的。服务不能容易地依法申请专利，因此新的服务概念可以轻易地被竞争对手模
仿。服务不容易向顾客展示或轻易地沟通交流，因此顾客难以评估其质量。如同定价一样，
在广告及其他促销材料中应包括什么内容的决策也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单位的服务”的
实际成本难以确定，价格与质量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1.4.2

异质性

由于服务基本上是由人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它具有频繁产出、消费，且常常含有
人际合作共创等特点，因而没有两种服务会完全一致。员工所提供的服务通常顾客都看在眼
中，员工的行为可能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有区别。另外，没有两个顾客会完全一样，每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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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都会有独特的需求，或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验服务。由于服务经常是与顾客一起生产和
共创的，顾客的行为会带来变化和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服务结果的质量差异，因此，服务的
异质性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员工和顾客之间）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所有变
化因素所导致的。例如，在同一天，一位税务会计师可能向两个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
务，这取决于顾客的个人需要、个性，以及会计师在与顾客会面时，他是在精力充沛的早晨
还是在开了一整天会而精疲力竭的临近下班时间等这些不同的因素，从而造成向这两个顾客
所提供的服务的异质性。
相应的营销含义
服务因时间、组织和个人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因而确保一致的服务质量是一个具有挑
战性的问题。实际上，质量取决于服务提供者不能完全控制的许多因素，例如顾客对其需要
清楚表达的能力、员工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和意愿、其他顾客的到来（或没有其他顾客）以
及对服务需求的程度。由于这些复杂的因素，服务经理无法确知服务是否按原来计划和宣传
的那样提供给顾客。有时，服务可能会由第三方提供，从而会加大服务的异质性。

1.4.3

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

大多数商品首先是生产，然后是进行销售和消费；但大部分服务却是先销售，然后同时
进行生产和消费。例如，一辆汽车可以在底特律生产，运到旧金山，两个月后卖掉，并在数
年时间内消费；但饭店的服务在没有出售前却不能提供出来，而且就餐过程基本上是生产和
消费同时进行的。这也通常意味着服务生产时顾客是在现场的，而且会观察甚至作为服务的
合作生产者或创造者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同步性还表现在服务的生产过程中顾客之间一般会
有相互作用，因而会影响彼此的体验。例如，在一架飞机上邻座的陌生乘客可能会影响彼此
对服务的体验，商业旅行人员通常尽可能保证他们不与带小孩的乘客坐在一起，这一现象就
明显地说明了乘客理解上面所说的彼此影响体验这个事实。生产与消费同步性的另一个结果
是服务生产商发现他们本身就是服务的一部分，而且是顾客对服务体验的一个基本因素。随
着技术的发展，许多服务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生产和消费，从而减少了对一些服务提供者在
同步性方面的挑战。35
相应的营销含义
由于服务通常是生产和消费同时
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将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真实瞬间”发生的情况，包
括员工的行为、员工和顾客之间以及
顾 客 与 顾 客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显 然，
服务“真实瞬间”的特性对于单个顾
客来说有能够提供定制化服务的优势。
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也意味着不太可
能通过集中化来获得显著的规模经济
效益。一般来说，生产运作需要相对
分散一些，以便可以直接把服务提供
到顾客便利的地点，尽管对很多服务

© Monkey Business Images/Shutterstock

进行的，因而大规模生产很困难。服

在大学课堂中学习的学生与同学和教授一起创造了这
项教育服务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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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这种需要，然而由于消费和生产的同步性、顾客加入生产过程中
并且能观察生产过程，所以他们可能会影响（积极或消极地）服务交易的结果。

1.4.4

易逝性

易逝性指服务不能被储存、转售或退回的情况。客机上或宾馆里的一个位子、律师的
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未被使用或购买，是不能重新收回并在以后使用或重新出售的。这与商品
可以库存或在另一天再出售，或者是由于顾客不满意而退货的情况正好形成对比。如果一项
差劲的理发服务可以退货或重新出售给另一位顾客，不是很好吗？但是，对于大多数服务来
说，易逝性使这一设想不太可能实现。
相应的营销含义
在服务易逝性方面，营销人员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服务不可储存，因而为充分利用生
产能力进行需求预测并制订有创造性的计划就成为重要的和富于挑战性的决策问题。服务一
般不能被退回或重售的事实也表明必须制定有力的补救措施，以防差错的出现。例如，尽管
一项差劲的理发服务不能退回，但理发师应该在这类问题发生时有恢复服务信誉的战略和补
救措施。

1.4.5

搜寻、体验和信用质量

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社会提供物性质的一种分类方法，在对商品与服务价值评估过程
中，我们以这种分类方法为框架来找出二者之间的不同。36 经济学家首先区分了产品的两种
性质：搜寻质量和体验质量，前者是顾客在采购之前就能决定的属性，而后者是只有在采购
后或消费中才能辨别的属性。搜寻质量包括颜色、风格、价格、适合与否、感觉、硬度和气
味等。体验质量包括味道、耐用性和舒适度等。诸如汽车、服装、器具和珠宝等产品都具有
高搜寻质量，因为它们的属性几乎全部可以在购买之前被认定和评价，而诸如度假和餐馆的
饭菜则具有高感知质量，因为它们的属性在顾客没有采购和消费之前是不能够全部知道和评
价的。第三种属性是信用质量，它包括那些顾客发现即使在购买后和消费中都不可能评价的
属性。37 具有高信用质量的提供物的例子包括阑尾手术、汽车制动性能以及软件更新等。很
少有顾客具有足够医疗的、机械的或技术的技能来评价这些服务是否必要或者是否完成得恰
到好处，即使在这些服务被提
供之后也难以评价。

ੲ৭সߍ⮰䃰ќ䉔䛻

对不同类型产品的评价
连 续 统 如 图 1-5 所 示。 高 搜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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ੲ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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๓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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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使用和消费之后也难以估量。大多数商品排在连续统的左端，而大多数服务因为有上
述特点而排在了连续统的右端。服务的特点使其与商品相比更难以被评价，尤其是在采购之
前。评价的困难反过来迫使消费者在对服务进行采购决策和评价时，去依赖不同的线索和
程序。

1.4.6

服务营销人员的挑战和困难

由于服务的这些基本性质，服务营销人员面临一些很实际而又独特的挑战。服务管理者
们在回答下面所列出的这些问题时往往会被难住。
● 当产品是无形且非标准化的时候，如何定义并改进服务质量？
● 当服务基本上是一个无形的过程且经常是与顾客和网络工作提供商合作时，如何有效
地设计和检测新的服务？
● 当如此多的营销组合因素需要与顾客进行交流沟通，并且有些因素就是服务提供者本
身时，企业如何确知它是在传递一个一致而又相关的形象呢 ?
● 当生产能力固定且服务本身易逝时，企业如何适应需求的波动？
● 由于服务是即时提供的，因而员工成为产品本身关键的一部分，那么企业如何更好地
激励和挑选服务人员？
● 当难以确定生产的实际成本，而且价格与顾客对质量的感知密切相关时，如何定价？
● 在营销、运作和人力资源这些职能部门中，当任何一个部门中的一项决策对其他两个
部门产生重大影响时，企业应如何组织以便能更好地进行战略和战术决策？
● 为最大化组织效率和顾客满意度，如何平衡标准化和个性化？
● 当服务过程不能依法申请专利时，组织如何保护新服务创意以防止竞争者模仿？
● 当提供品是无形的并且不便于试货和展示时，企业如何向顾客传递质量和价值信息？
● 当组织的员工和顾客自身都会影响服务产出时，组织如何保证能提供稳定的服务
质量？

1.5

服务营销组合
前面所提出的问题许多是由服务业的经理和营销人员提出的，这些问题将会在全书中通

过一系列工具和战略加以分析和解决。有时这些工具是传统的营销工具，例如这里介绍的服
务营销组合；有时这些工具是全新的营销工具，例如第 8 章中介绍的服务蓝图。

1.5.1

传统的营销组合

营销组合是营销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它是指组织可以控制的，能使顾客满意或与顾客
沟通的若干因素。传统的营销组合包括 4P：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在任何营销教科书或
营销计划中，这些因素都是核心的决策变量。一个组合的意义在于它说明所有的变量都是相
关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赖。另外，营销组合理念也说明，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和一个既
定的细分市场中，存在一个 4 种因素的最佳组合。
在表 1-3 前 4 列中，说明了 4P 中每一个因素的关键战略决策领域。无疑，对产品、渠
道、促销和价格的认真管理对服务营销的成功非常必要。但是，在将其应用于服务时，需要
对 4P 战略做一些调整。例如，传统的促销被认为是有关销售、广告、推销和公共关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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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决策。在服务业中，这些因素同样重要，但由于服务是同时生产和消费的，所以服
务提供人员（如店员、售票员、护士和话务员）都与服务的“真实瞬间”促销有关，即使他
们的工作明确地被确定为执行运作职能。
表 1-3

服务的扩展营销组合

产品

渠道

促销

实体商品特性
质量水平
附属产品
包装
保证
产品线
品牌
产品支持服务

渠道类型
商品陈列
中间商
店面位置
运输
仓储
管理渠道

促销组合
销售人员
挑选
培训
激励
广告
媒介类型
广告类型
促销活动
公共关系
互联网 / 全球网战略

人员

有形展示

员工
招聘
培训
激励
奖励
团队
顾客
教育
培训

1.5.2

设施设置
设备
招牌
员工服装
其他有形物
报告
名片
声明
保证书

价格
灵活性
价格水平
期限、条款
区别对待
折扣
折让

过程
活动流程
标准化
定制化
步骤数目
简单
复杂
顾客参与

服务业中的扩展组合

由于服务通常是同时产生和消费的，所以顾客常常出现在企业的工厂内，与企业员工直
接接触，并且实际上成为服务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另外，由于服务的无形性，顾客经常会寻
找任何有形的线索来帮助他们理解服务体验的实质。例如，在饭店业中，饭店的设计和布置
及员工的外表和态度会影响到顾客的感觉和体验。
对这些附加的沟通变量重要性的认识使得服务营销人员对服务业采用一个扩展了的营销
组合概念，如表 1-3 下面 3 列所示。38 在传统的 4P 之外，服务营销组合还包括人员、有形展
示和过程。
人员

参与服务提供并因此而影响购买者感觉的全体人员，即企业员工、顾客以及处于

服务环境中的其他顾客。
所有参与到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都对顾客认识服务本身性能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们的
着装、态度、行为和外表都会影响顾客对服务的感知，服务提供者或与顾客接触的人员尤为
重要。实际上，对于某些服务，如顾问、咨询服务、教练以及其他基于关系的专业服务，提
供者本身就是服务。在其他情况下，与顾客接触的人员可能在服务提供中发挥相对较小的作
用，如电话安装人员、航空行李包搬运工或设备发运人员，然而研究表明，这些提供者也可
能成为对组织很关键的服务接触中的焦点。
在许多服务情景中，顾客本身也能影响服务的提供，从而影响服务质量和他们自己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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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例如，一家咨询公司的顾客，通过及时提供他所需的服务信息并将咨询公司提出的建
议付诸行动，从而影响他所接受的服务质量。相似地，医疗服务的患者对服务提供者制定的
健康方案的遵守与否会严重影响他们所接受服务的质量。
顾客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服务产出，还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在剧院、赛场、课堂甚至在
线课堂中，顾客会影响其他人接受的服务的质量——强化或减弱其他顾客的体验。
有形展示

服务提供的环境、企业与顾客相互接触的场所以及任何便于服务履行和沟通

的有形要素。
服务的有形展示包括服务的所有有形表现形式，如宣传册、公司信笺、名片、报表、招
牌、服务设备、网页。在有些情况下，它还包括服务提供处的有形展示——服务景观。在其
他情况下，如电信服务，有形展示可能无关紧要，但在这时，账单说明和运行工具的外表和
设置等其他有形因素可能会是服务质量的重要信号。特别是当顾客无法判断服务的实际质量
时，他们会依靠这些线索，就像他们依靠服务人员和服务过程提供的线索一样。有形展示线
索为企业提供了传递有关组织目标、希望进入的目标细分市场以及服务性质方面的一致而有
力的信息的良好机会。
过程

服务交付、消费和创造的实际程序、机制和作业流，即服务的提供和运作系统。

顾客体验到实际的提供布置，或者服务的运作流程，也是顾客判断服务质量的依据。有
些服务比较复杂，需要顾客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行动来完成整个过程。高度程序化的服务一
般遵循这个模式，但过程所涉及的逻辑步骤常常忽略顾客。能向顾客提供证据的过程的另一
个明显特征是服务是否遵循生产线 / 标准化方法，或者过程是不是授权赋能的。服务的这些
特征在本质上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这些特征是顾客用来判断服务的一种依据。例
如，两家成功的航空公司，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和新加坡航空公司，遵循着两种截然不同的
过程模式。西南航空公司是一家没有附加服务（没有食品、没有指定座位）、低价位的航空公
司，提供经常性的相对短途的美国国内航班。它所提供的一切服务都与其愿景和市场定位相
一致，如专栏 1-2 中所表明的。然而，新加坡航空公司却注重商务旅行者，注重满足旅行者
个人的需要。因而，它的过程是对单个顾客高度定制化的，并授权员工在需要时提供非标准
的服务，但这两家航空公司都很成功。

◎ 专栏 1-2
西南航空公司：将人员、过程和有形展示结合起来
在美国的空中旅行者印象里，西南航空是一家可靠便捷、充满愉悦、低价位和没有附加
服务的航空公司，这个牢固的定位如果换个角度看，则意味着很高的价值——一个由西南航
空公司服务营销组合的所有因素所强化了的定位。40 年前，它稳稳地保持着这个形象，同时
每年都盈利，美国的其他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没有接近这个纪录。
成功来自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航空公司的低成本结构。他们只运营一种飞机（波音
737），从而由于飞机本身的燃油效益和维护、运作程序的标准化而降低了成本。另外，航空
公司通过不提供食物、不预先指定座位并保持较低的员工流动率，也降低了成本。西南航空
公司的总裁赫伯·凯勒赫（Herb Kelleher，从创建到 2001 年一直担任西南航空公司的总裁，
其后任董事会主席和名誉主席）相信：员工第一，而不是顾客第一。他因这一信念而闻名。
这家位于达拉斯的航空公司在享有很高的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的同时，已经成为一个低
成本服务提供商和一家受欢迎的雇主。西南航空公司坚持不收行李检查费用，这几乎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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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家航空公司都不一样，这是它能从其他航空公司赢得顾客的另一受欢迎的战略。西南航
空公司在航空业中有最佳的顾客服务纪录，并因在行李处理、准点操作和最佳的顾客投诉统
计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获得三项桂冠。
研究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经历，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营销组合中的所有因素都与它非常
成功的市场定位紧密结合，以下这三个传统的服务营销组合因素都有力地加强了公司的价值
形象。
人员 西南航空公司非常有效地利用员工与它的顾客沟通稳固其市场定位。尽管员工是
由联合工会组织的，但为使他们愉悦而进行了培训，让他们确定“愉悦”的含义，并授权他
们做可以使航班轻松和舒适的事情。西南航空根据人们的态度来招聘员工，技术技能是可以
培训的，并且公司对员工进行了培训，
他们是美国航空业中生产力最高的劳
动力。顾客也被纳入到愉悦的气氛中，
而且许多顾客通过和机组人员或互相
之间开玩笑，通过向航空公司发送表
达他们满意的大量信件来创造愉悦的
气氛。
过程 西南航空公司的服务提供
过程同样强化了它的定位。飞机上不
指定座位，所以顾客分组或排队进入
飞机找到座位。除极少数之外，它也
西南航空的员工们。
不向其他相关航班转移行李，航班上
不提供食品。总之，过程是很有效、标准化和低成本的，可以迅速地周转，而且费用低廉。
顾客是服务过程的很大一部分，并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有形展示 与西南航空公司相关的一切有形展示都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市场定位。员工着
装随意，在炎热的夏季穿短裤，以增强“乐趣”并突出了公司对其员工旅行舒适的承诺。航
班上不提供餐饮服务，这样通过没有食物这个有形展示的缺位就强化了低价格的形象。由于
很多人都拿航班食物开玩笑，所以大多数人并未把缺乏食品当成一个价值减损要素。西南航
空公司方便使用的网站也是支持航空公司强有力定位、加强其形象的切实证据。
应用服务营销组合的一致的市场定位强化了公司在顾客心目中的独特形象，给予西南航
空公司一个高价值的定位，从而吸引了一大批忠诚满意的顾客。
©Southwest Airlines/Stephen M.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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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新的营销组合因素（人员、有形展示和过程）作为独立的因素而包括在营销组合
中，它们是惹人注目的，而且处于企业的控制之中，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会影响顾客购买一项
服务的最初决策以及顾客的满意程度和重购决策。传统的和新的营销组合因素将在下面的章
节中做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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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关注顾客
贯穿本书的一个关键主题就是关注顾客。39 这也符合营销学的现代观点。从企业的角度

来看，这意味着所有的战略制定都必须着眼顾客，战略的实施也需要了解它们对于顾客的影
响。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关于新服务和沟通计划的决策要融入顾客的观点，运营和
人力资源的决策也需要考虑它们对于顾客的影响。本书中包括的所有的工具、战略和框架都
以顾客为基础。上述服务营销组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强调了服务的独特性，将顾
客置于中心位置。
在本书中，我们将顾客看成可以估价、开发和保留的资产。因此，本书中涉及的战略
和工具都集中于构建顾客关系和忠诚度，与更加关注交易过程而将顾客视为一次性收入提供
者是完全相反的。本书并没有将顾客关系管理视为一种软件程序，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体系结
构或经营理念。本书中的每一章都可以视为构建一个完整的顾客关系管理方案所必需的组成
部分。

小结
本章通过对世界经济和管理实践中服务

进一步说明了服务核心的基本特性，这是服

发展的描述，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服务营销奠

务业的经营管理需要不同的战略和概念的原

定了基础。本章对世界经济和管理实践中服

因。这些根本特性是：服务是无形的、异质

务发展的描述重点是：服务在现代世界经济

的，生产与消费同步进行以及具有易逝性。

中统治地位的现实，把以服务为中心作为竞

由于这些根本的特性，服务管理者在营销中

争手段的绝对必要性，对非专业和专业服务

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如何稳定地提供优质

业的特别需求，从技术优势中所形成的新服

服务的问题。

务概念的作用，以及对服务特性所导致的挑

在本章结尾处介绍了作为后续章节基础

战和机会的领悟等。本章介绍了服务的广义

的两个主题：扩展的服务营销组合以及将顾

定义，如行动、过程和绩效，并总结了纯服

客关注作为一个不变的主题。本书其余章节

务、价值增值服务、顾客服务以及衍生服务

将进一步研究那些销售和交付服务的组织所

之间的区别。

面临的独特的挑战，以及如何迎接这些挑战，

基于对服务经济的这种基本认识，本章

并成为有效的服务监督执行者和管理者。

讨论题
1. 服务提供与顾客服务的区别是什么？请举
出具体的例子。
2. 技术正在如何改变顾客服务和服务提供的
性质？
3. 商品与服务有哪些基本的不同？这些不同
对于爱彼迎、通用电气、西南航空公司以
及你工作的公司的含义是什么？

4. 本书的一个基础框架是服务营销组合。请
分别讨论为什么服务营销组合应该包括这
三个新的组合因素（过程、人员和有形展
示）。这三个中的每一项是怎样与组织的
顾客进行沟通或使他们满意的？
5. 思考你曾经从事或正在从事的一项服务工
作，在你看来，组织过去和现在是如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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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管理服务营销组合因素的？
6. 思考你曾从事或正在从事的一项服务工
作，组织是怎样处理表 1-3 中所列出的相

7. 制造业如何应用优质服务来创造竞争优
势？请以汽车或计算机或其他一些你曾购
买过的制造产品为背景回答这个问题。

关问题的？

练习题
1. 请大致估计你一个月的开支，相对于商品
而言，有多大比例用于服务？你所购买的

察，按服务营销组合因素对它们的战略进
行比较。

服务有价值吗？在何种意义上有价值？如

3. 在互联网上或智能手机上尝试一项你未曾

果你必须缩减开支，那么你将减掉什么？

体验的服务，分析这项服务的益处。是否

2. 考察你认为定位极不相同的两家零售服务

提供了充足的信息使得服务易于使用？你

商（如凯马特和诺德斯特龙公司，或者汉

如何把它与其他获取相同益处的方法进行

堡王与一家高档餐馆）。根据你自己的观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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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本书的概念框架：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本章目标
1. 介绍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并将其作为本书的组织框架。
2. 阐明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对于组织理解服务质量而言是一个有用的框架。
3. 阐明要缩小的最重要的服务质量差距是最终的顾客差距，即顾客期望和感知的差别。
4. 识别四种供应商差距各自的影响因素。

开篇案例 乔氏超市（Trader Joe’s）的服务质量：具有企业精神的专卖店
如果你想在百货商店获得超凡的顾客体验，没有比乔氏超市更适合的地方了。乔氏
超市是一个经营特色食品的民营连锁店，其 80% 的商品都属于私有品牌和独家特惠，如
肉桂焦糖黄油饼干、黑巧克力花生酱杯、2.99 美元的查理肖商标的“两元恰克”葡萄酒
以及白切达玉米泡芙等。乔氏超市更以其不同于其他百货商店的优质服务形成了自己的
口碑。
当你走进乔氏超市，你可以立刻感受到差别。相比于传统的 5 000 库存单元（SKU），
其规模较小，精心挑选的商品仅有 4 000SKU。所有员工都身着夏威夷衫，热情饱满地投
入工作。如果有顾客询问商品位置，员工不是仅仅指出商品在哪儿，而是带领顾客走到商
品的位置，并打开包装供顾客使用。乔氏超市的墙壁用雪松木板装饰，店名标志为手绘风
格，整个店铺都充满了一种南太平洋的风情。多数货架上都放有潮流产品的试用装。响铃
代替了对讲机的嘈杂声音，货架上摆满了印着“乔氏商店”标志的新奇、少见、美味的食
物。正如贝丝·考伊特（Beth Kowitt）在《财富》杂志上评论的那样：“……乔氏超市不是
一个普通的连锁店，而是一个特立独行而又有趣的探索区，把人们购买食物的过程从烦琐
的日常变成了文化体验。”1
不仅仅是顾客体验出色，公司还能保证商品价格低廉。价值是该公司考虑货物配置
的哲学——所有的优质商品都有每日特价。乔氏超市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采取了以下措
施：尽可能从供货商处直接提货、谈判拿下最优价格、大批量购买货物、尽早签署低价

chapter 2

2

lear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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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剔除不能让顾客满意的商品以及保证店内商品一直是最低价格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顾客
省钱。
乔氏超市善于通过非正式的定性调查来倾听顾客的需求。这些调查并非是由特定的研究组或联络中
心完成的，超市甚至没有设置免费热线或者客户服务邮箱。他们的做法是让经理（领队）长期站在有大量
试用产品的区域，直接和顾客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销售处的人员（队员）就可以直接发邮件给采购
员，告诉他们顾客的喜好。
乔氏超市的内部空间不大，但是很独特。收银处没有传送带，冷鲜货物结算方式用件数代替了重
量，这些都提高了收银效率。货物的摆放不是取决于销量和利润，而是取决于是否真正有利于顾客。全
体员工穿着夏威夷衫，唤起人们对南太平洋风景的遐想。该公司官网是这样解释着装的：“我们航行在烹
饪的海洋，环球探索只为让您把最好的货品带回家。”2 响铃是乔氏超市的一个特色，它本来是传统海运
的一个简单的通信系统。在超市，一声响铃表示需要再开一个收银台，两声响铃表示顾客有些问题需要
得到解答，三声响铃则表示需要经理层级的人出面。
为何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这么高呢？乔氏超市视员工为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和顾客服务质量的最大化资
产，有利于更好地销售产品。监督岗位的工作人员（组长或店长助理）每年的基本工资为 45 000 ～ 75 000
美元，店长一般可以拿到不超过 6 位数的工资。超市还会将员工总收入的 15.4% 纳入延迟交税的退休账
户。3 但是，报酬并不是鼓舞士气的唯一方式。团队氛围感染着每一位员工。从提供顾客免费试用品，到
给活泼好动的孩子发手工贴纸，再到给顾客退换不满意的商品，包括店长在内，所有的职员都能事无巨
细地操持着店里所有工作。
乔氏超市不在营销和广告上投入大量的钱是出了名的，它甚至没有一个官方的脸书或推特页面。但
它的名气却能口口相传，广为周知。实际上，很多促销都是乔氏的忠实粉丝通过在个人社交软件上推荐
自己喜欢的零食和购物体验来推广的。其中一种促销方式就是乔氏超市“勇敢的飞人”系列漫画宣传简
报，将有趣的故事和产品信息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乔氏超市是如何提供如此优质服务和完美价格的呢？我们将在本章通过一个框架来审视这一问题，
该框架也是本书的概念性框架，并且引出了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的框架。
进行有效的服务营销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涉及众多不同的战略、技术、人和任务。服务组织的
领导者们长期对如何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处理这一复杂课题而感到困惑。本书所设计的处理模式是：用
一种结构化和一体化的方式——称之为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来审视服务。4 这个模型表明了服务营销中的
关键概念、战略和决策，并用以指导本书其他内容的架构，本书的章节将紧密地与本章所描述的差距相
关联。

2.1

顾客差距
顾客差距是指顾客期望和感知的差别（见图 2-1）。顾

ߍ᱇

客期望是顾客带进服务体验中他们所期待的绩效标准或参
考点，而顾客感知是顾客对真实的服务体验的主观评价。

䶪ጚ䌉

顾客期望通常由顾客认为应该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组成。
例如，当你到达一家高档餐馆，你对其服务水平的期待肯

ߍᙋⴑ

定要比一家快餐店高得多。缩小顾客期望与顾客感知的差
距是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关键，它构成了差距模型的基础。

图 2-1

顾客差距

第2章

本书的概念框架：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由于顾客满意和以顾客为中心对企业竞争至关重要，任何致力于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企业
都必须首先对其顾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本书把对相关的顾客概念的论述列为
第一篇，这样一来，书中此后的每一个重点都可以返回来与此概念相关联。大量证据表明顾
客对产品和服务的评价过程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点影响着服务供应商对组织的营销方式。遗
憾的是，大多数已为人所知或编写的顾客评价过程仅适用于商品。
顾客期望的来源包括营销人员控制的因素（如定价、广告、销售承诺等），以及营销人员
只能有限度影响的因素（如固有的个人需求、口碑传播、竞争性提供品等）。理想的状况是，
期望与感知是相同的：顾客感到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服务。但在实际中，一般会存在顾
客差距。跨越或消除此差距是服务营销的目标，因而我们几乎用整本书来描述用于弥合这种
顾客差距的战略和实践活动。我们将会在第 3 章中详细介绍顾客期望，在第 4 章中详细介绍
顾客感知。

2.2

供应商差距
服务质量差距模型表明：为弥合极为重要的顾客差距，其他 4 个供应商差距也需要进行

弥合，这些差距发生在组织为顾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因此称为供应商差距）。供应商差距
包括如下几方面。
供应商差距 1：倾听差距。
供应商差距 2：服务设计和标准差距。
供应商差距 3：服务绩效差距。
供应商差距 4：沟通差距。
本章其余部分将对整个差距模型进行描述。

2.2.1

供应商差距 1：倾听差距

供应商差距 1 是指顾客对服务的期望与公司对这些期望的理解之间的差别。许多企业
未能满足顾客期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对于这些期望究竟是什么缺乏精准的认识。很多
因素使得经理人员不了解顾客的期望：他们可能不与顾客直接互动，可能不愿意了解顾客期
望或不准备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负责制定标准的人员不能充分理解顾客对服务的期望，就
有可能触发一系列糟糕的决策和欠优的资源分配，从而引发低劣的服务质量感知。在本书
中，我们把对供应商差距 1 负责的人员从单纯的管理人员扩大到组织中能够变更或影响服
务流程的所有员工。在当今不断变化的组织中，对服务传递进行调整的权力是经常分配给
授权团队和前台人员的。对于 B2B 而言，会计团队已有权制定满足其顾客独特期望的独立
决策。
导致供应商差距 1 的关键因素如图 2-2 所示。不全面的市场研究倾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因素。如果管理层或被授权的团队没能获得关于顾客期望的正确信息，那么供应商差距 1 就
会大，必须通过市场研究来制定获取顾客期望信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一定要应用一
些涉及大量传统调研方法的技术来接近顾客，包括顾客访谈、调查研究、投诉系统以及顾客
座谈小组，也常需要应用更多创新性方法，比如有组织和结构化的头脑风暴法和在线评论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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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期望
• 营销研究导向不充分
营销研究不足
研究的着眼点没有放在服务质量上
没有充分使用市场研究
• 缺乏向上沟通
管理者与顾客之间缺乏互动
一线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沟通不充分
一线员工和高层管理者间的层级太多
• 对关系的关注不够充分
缺乏市场细分
关注交易而非关系
关注新顾客而非关系顾客
• 服务补救不充分
缺乏倾听顾客抱怨的鼓励
发生问题后赔偿失败
没有有效应对服务失败的机制

差距 1

公司对顾客期望的感知

图 2-2

全球特写

导致供应商差距 1 的关键因素

一个把顾客放进“愿望模式”以减少差距的全球零售商

要想提供优异的服务，弥合所有的差距，组织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顾客期望。
第 5 章我们将介绍企业确定顾客感知的多种方式，包括顾客调查和顾客抱怨，理解顾客
期望通常是很具挑战性的一件事。宜家给顾客带来的“愿望模式”是成功弥合差距 1 的
一种创新模式，当宜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家具零售商在芝加哥开设零售店时，该模式被
证明是很成功的。即使顾客不是技术专家，他们也被要求描述出能满足自我需求的店面
设计。在这种方式下，宜家的九组顾客一组一组地被问及他们凭空想出的理想购物体验：
假设宜家所有的店面都已经毁坏，将重新
设 计 新 的 店 面， 店 面 应 该 是 什 么 样 的？
购物体验又该是怎样的？贾森·马吉德松
（Jason Magidson）帮助宜家创造了该流程，
他汇报说顾客的反应和意见如下：
“我不会找不到方向，因为我清楚我身
处何处。”
“如果我买一件物品，所有相关的物品
我都能从附近找到。”
“购物是一种舒适、放松的体验。”
© Volodymyr Kyrylyuk/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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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这种方式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企业询问顾客期望是什么，而且在于接下来他们
将这些期望融入店面设计当中。设计者们创造出一栋中心有一条走廊的八角建筑，为购
物者营造家的氛围，确保他们能够方便自如地找到所需的物品。为了满足另一种顾客期
望，物品与其相关物比邻摆放。当购物者累了或饿了后，他们可以去楼上自助风格的饭
馆，里面提供瑞典食品。宜家的顾客对于该店面非常满意（85% 的顾客回答“优异”或
者“很好”），与宜家的其他店面相比，不仅顾客再次光顾次数增加，而且他们在该店面
普遍要多待一个小时。这些行为弥合了差距 2，因为服务设计基于顾客期望。
宜家在弥合所有四种供应商差距上所做的都很出色。企业的供应商网络是经过精心
挑选的，确保了质量和一致性。尽管实际上宜家在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都设有店面，但
它的标准、设计以及方法均极为一致，也因此弥合了差距 2——服务设计和标准的差距。
在必要时，它会对标准做出重要的改变。2006 年，宜家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它记录下顾
客需求以减少其等待时间。宜家管理层意识到，由于等待时间过长，付款台超负荷运转，
一些顾客放下商品径直离开店面，于是管理层基于人工扫描技术推出“快速通道”。在高
峰期，在付款台增设员工四处走动于结账区，引导持有信用卡的顾客从队列中走出，通
过一台手持设备付款，并在移动打印机上打印收据。
服务场景——室内与室外的有形环境都是独特且基于顾客视角的，更进一步弥合了
差距 2。宜家更是以强有力的员工文化、精心甄选与培训员工所著称，这有助于弥合差
距 3。在第 12 章，我们将会为你介绍另一种弥合差距 3 的方法：它对服务概念加以创新，
顾客参与到服务传递、产品装配与创造的过程中来。为了完善这一服务，宜家用其行动
规划目录教育顾客，这有助于弥合差距 4。
资料来源： J. Magidson and G. Brandyberry,“ Putting Customers in the‘ Wish Mod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9 (September 2001), pp. 26–28.“ Who You Gonna Call? ”Chain Store Age (January
2006), p. 8.

另一个与供应商差距 1 的产生有关的关键因素是缺少向上的沟通，前台人员通常对顾
客有深入了解；如果管理层不经常与前台人员接触，不去了解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差距就会
扩大。
还有一个造成供应商差距 1 的关键因素是缺少能够留住顾客并加强与其关系的公司战
略，该战略被称为关系营销。如果组织与其现有顾客有稳固的关系，供应商差距 1 就不大可
能产生。关系营销与交易营销不同，后者是指获得更多新顾客，而不是留住顾客。关系营销
在聪明的 B2B 企业中十分普遍（如 IBM 或者波音），它们认为，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能够为
它们带来更多潜在收益。但是，其他 B2B 企业以及许多直接面向终端顾客的企业往往以短
期的眼光把每次销售仅视为一次交易。如果公司过多地关注于吸收新顾客，它们就有可能忽
略其现有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有能力获得并整合大量关于顾客
的资料，用以建立顾客关系。由航空公司、汽车租赁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饭店发起的经常性
航空旅行项目是这一类型中最常见的项目。
造成供应商差距 1 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缺乏服务补救。即使是那些对它们的顾客期望
高度专心致志和有清晰了解的最强健的公司，有时也会出现失误。理解服务补救的重要性对
一个组织来说很关键，这包括为什么顾客会投诉，当他们投诉时期望是什么以及如何制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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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服务补救战略来处理不可避免的服务失误。服务补救战略可能会包括一个明确界定的投
诉处理程序，并强调授权员工在现场做出反应，即时弥补失误；有时也涉及服务保证或就未
完成的承诺补偿顾客的方法。
为阐明倾听差距的因素，本书涵盖的课题包括如何通过多种调研策略来理解顾客（第 5
章），如何建立长期稳固的顾客关系并理解顾客需求（第 6 章），以及如何在服务失误时实施
补救策略（第 7 章）。通过这些策略，可以使供应商差距 1 最小化。

2.2.2

供应商差距 2：服务设计和标准差距

对顾客期望的正确感知十分重要，但对于传递卓越的服务质量来说仍然不够。另一个必
要条件是具有服务设计和绩效标准，以对这些感知做出精准的反应。在服务企业中，一个反
复出现的论题是将顾客期望转变为员工可以理解和执行的服务质量标准时所遇到的困难。供
应商差距 2，即企业对顾客期望的理解与制定顾客驱动的服务设计和标准之间的差别，就反
映了这些问题。顾客驱动的标准与大多数服务企业建立的传统绩效标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们是基于顾客需求而建立的并能被顾客看到和测评，它们是与顾客期望和标准相对应的运作
标准，而不是与诸如生产力或效率这类企业所关心的问题相对应。
图 2-3 显示了供应商差距 2，这些差距存在于服务组织是有多种原因的。那些负责设置
标准的人员，通常是管理层，他们

顾客驱动的服务
设计和标准

有时认为顾客期望是不合理或不现
实的，他们也可能认为服务自身所
具有的可变性会使标准化变得毫无

差距 2

意义，因此设置标准不能达到预想
的目的。尽管这些假设中有些是有
确实根据的，但它们常常是管理者
不情愿去迎头解决创造服务标准和
提交优良服务困难和挑战的一种理
由或借口。
正如本章“技术亮点”所描述
的那样，技术的变革和改进对弥合
该差距卓有帮助。

• 服务设计不良
新服务开发过程缺乏系统性
服务设计模糊、不明确
没有将服务设计和服务定位联系起来
• 没有顾客驱动的标准
缺乏顾客驱动的服务标准
没有关注顾客需求的过程管理
没有设定服务质量目标的正式流程
• 有形展示和服务场景不恰当
顾客期望有形化失败
场景设计与顾客和员工需求不匹配
服务场景的维护和升级不够

由于服务的无形性，要描述和
管理者对顾客期望的感知

沟通服务很困难，尤其是当开发新
服务时，这些困难是很明显的。关
键是所有相关人员（管理人员、前

图 2-3

导致供应商差距 2 的关键因素

台人员和幕后支持人员）都应按照顾客需求和期望以相同的新服务概念进行工作。对于现有
的服务，如果不是所有人员都对一个现存服务和相关问题有相同的认识，那么任何试图改进
此服务的措施都可能遭受损失。避免供应商差距 2 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是在不疏忽、不片
面、不主观和不存有偏见的前提下清楚地设计服务。为达到此目的，需要有工具来确保以尽
可能谨慎的态度开发新服务及改进现有服务。第 8 章对服务开发和设计最有效的工具加以说
明，包括服务蓝图这个独特的工具。
由顾客接触人员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会受到用以评估服务人员并据此支付报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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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大影响。标准向接触人员表明了管理人员的评价尺度是什么以及哪种表现是真正有价值
的。如果没有服务标准或所指定的标准不能反映顾客的期望，那么就很可能恶化顾客所感知
到的服务质量。如果顾客的期望可以通过有关标准反映出来，那么他们所感知到的服务质量
就很可能会提高。第 9 章将对顾客定义的服务标准进行表述，并指出如果开发得当，它们将
会对弥合供应商差距 2 和顾客差距均有着强有力的积极作用。
第 10 章着重讲述了在服务设计和满足顾客期望中有形展示的重要性。有形展示是指用
来提供服务的商业卡片、报告、标志、网络形象、设备和用以提供服务的设施等所有的东
西。服务场景——服务提供场所的有形设置，是第 10 章讨论的焦点。请设想一家饭店、一
家餐厅、一个主题公园、一个健身俱乐部、一家医院或一所学校的情形。服务场景——有形
设施，在传达服务信息和使整个服务体验更为舒适方面，对这些行业组织来说极其重要。在
上述企业和组织中有形展示发挥着各种作用，从代表企业形象到推进顾客与员工行为。在第
10 章我们探讨了有形展示的重要性，它所发挥的各种作用，以及为满足顾客期望有效设计有
形展示和服务场景的战略技术。

2.2.3

供应商差距 3：服务绩效差距

正确的服务设计和标准一旦确立，似乎就意味着企业已步入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正轨。这
样假设没错，但是对于传递卓越的服务还不够。企业必须确保系统、流程、人员全部到位，
并保证服务传递与正确的服务设计和标
准相匹配（或比设计和标准更优）。

顾客驱动的服务
设计和标准

供应商差距 3 是指所设定顾客驱动
的服务标准与公司员工的实际服务绩效
之间的差距。即使公司有很好的服务绩

差距 3

效和正确对待顾客的指南，也未必一定
会有优质的服务绩效。服务标准一定要
有适宜的资源（人员、系统和技术）支
持，并且必须不断强化以使之更有效，
即必须用这些标准评估和奖惩员工。因
此，即使标准恰当地反映了顾客的期
望，如果公司不能为之提供支持，即公
司不能协助、鼓励和要求员工达到标
准，标准也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服务传
递的绩效低于标准，那么也就低于顾客
的期望。服务业应确保达到标准所需的
所有资源以缩小供应商差距 3，从而减
小顾客差距。
调查研究及企业经验表明，有许多

• 人力资源政策的缺乏
无效的招聘
角色模糊性和冲突
员工—技术工作不匹配
评价和补偿系统不恰当
缺乏授权、感知控制和团队工作
• 顾客没有履行其角色
顾客忽略了其角色和责任
顾客相互间的负面影响
• 服务中介的问题
在目标和绩效上的渠道冲突
在成本和回报上的渠道冲突
质量和一致性很难控制
授权和控制间的权衡
•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没有平滑需求的高峰和低谷
不恰当的顾客组合
过分依赖于价格来平滑需求

关键因素不利于弥合供应商差距 3（见
图 2-4）。这些因素包括不能清晰理解

服务传递

自己在公司中所扮演角色的员工、与顾
客和公司管理层发生过冲突的员工、不

图 2-4

导致供应商差距 3 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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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员工招聘、不完备的技术、不合理的奖惩制度以及缺乏授权和团队精神。这些因素都
与公司的人力资源职能相关联，并涉及企业内部的活动，如招聘、培训、反馈、工作设计、
激励和组织结构。为提供更好的服务，公司必须跨越职能部门（如在营销和人力资源两个部
门）去解决这些问题。
供应商差距 3 中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顾客。即使顾客接触人员和中介人员在其服务提供
过程中做到服务标准百分之百的异质性，但顾客这一不可控制的变量也会在服务提供过程中
产生异质性。如果顾客不能恰当地扮演他们的角色，例如不能向供应商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
或因忽视而没有阅读或遵循说明书，就会损害服务质量。如果有的顾客在接受供应商的服务
时进行捣乱或过多占用时间，也会负面地影响其他顾客所接受服务的质量。理解顾客角色，
认识到他们如何影响服务传递以及服务产出，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供应商差距 3 的第三个困难涉及在通过中间商（如零售商、特许经营商、代理商和
经纪人）提供服务时所遇到的挑战，由于服务质量来自顾客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所以公司能否监控服务遭遇很关键，但服务遭遇控制在实际中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绝大多数
服务业（以及许多制造业）企业甚至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使传递服务与顾客相接触
的中间商在不处于公司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服务的优良性和一致性。服务经营的特许
人依靠其被特许人（特许经营商），按照规定的条件进行服务传递，而且顾客是在特许经营商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评价公司服务质量的。在存在特许经营商及其他类型中间商的情况下，另
一些组织机构（而非生产商）对服务质量的圆满实现异常重要。因此，企业必须找出既能控
制又能激励中间商达到企业目标的有效途径。
供应商差距 3 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服务企业需要使需求和生产能力同步化。由于服务是易
逝和不可储存的，服务企业经常会遇到过度需求或需求不足的情况。由于没有库存应付过量
需求，在生产能力不足时就无法满足顾客需求，公司会丧失部分销售额；而在需求淡季，生
产能力经常不能被充分利用。大部分公司依靠诸如交叉培训或改变雇用员工数量等运营战略
来实现供应和需求的同步化。管理需求的营销战略，例如价格调整、广告、促销和备选服务
提供品，可以作为管理供应的补充方法。

 技术亮点

技术对服务质量差距模型之关键影响

早先，服务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是它不
能远程提供，服务只能在局部通过一系列服
务交付人员与顾客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发
挥其功能。技术已经突破了这种基本上是人
与人之间和当场当时发生等服务的局限性，
从而增强了服务的可接近性和全球化，现在
服务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被提供和消
费。这些改变中有很多是在最初开发差距模
型时所预想不到和尚未呈现的。
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服务本身的
实质有着戏剧性的影响，比如对服务如何交
付、服务创新实践和服务管理等均有深刻的

影响。我们将论证技术对差距模型中的每一
个差距具有影响。
技术对顾客差距的影响
技术进步对顾客差距有重要的影响。首
先，技术使服务的本质发生了改变。现在许
多服务是通过技术而不是人（企业员工）来
提供的。请看个人摄影行业，不久之前，个
人照片是由人拍摄的，胶片是由专门的服务
商处理的，顾客需要预定附加冲印的相片与
家人和朋友分享。把照片集合在一起制作成
相册与他人分享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费时又费钱，还可能需要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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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服务。现在人们可以用数码相机随意
地进行拍摄，然后可以印制、处理和在线共
享。这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能改变顾
客生活的自我服务技术的迅猛扩展。
技术还能够戏剧性地改变顾客对服务
的理解方式。顾客网上搜寻、服务定位、图
像观察、价格比较以及通过视频导览体验服
务等方面的能力大大改变了顾客在购买服务
之前所获得的信息量和信息种类。信息的多
样化改变了顾客的期望和对服务进行比较和
判 断 的 能 力。 在 早 先 的 日 子 里， 顾 客 发 现
很难得到上述种类的信息，不能像对在一个
零售店里琳琅满目排放的有形商品那么容易
地对服务进行比较。但目前在网上人们可以
做到某种程度地对服务进行如同商品那样的
比较。
技术对供应商差距 1 的影响
技术对供应商差距 1 影响的基本途径是
使得企业能用过去难以想象的各种方式来了
解其顾客。这些影响的促进器中一个最强有
力的工具是通过诸如推特、脸书和谷歌等媒
介所进行的营销调研。在推特上， 当公司花
时间回应客户的特定推文，特别是那些涉及
顾客问题和担忧的推文时，由于顾客的意见
被听取而让 他们获得了特别的感受。这其中
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公司提供诚实的信息，
无论这是否是顾客主动咨询的，特别是在提
供针对特殊问题的信息时。
如 果 你 使 用 脸 书， 你 就 会 了 解 这 个 平
台能为你提供有针对性且个性化的服务。本
书的作者之一是一家名为普雷迪德（Plated）
公司的会员，该公司为其顾客配送预包装的
生食。即使她从未在脸书上购买过以前普雷
迪 德 公 司 或 者 诺 斯 通（Nordstrom） 百 货 店
的商品，但因购买过食材，她收到了普雷迪
德公司所有竞争对手的广告 [ 例如蓝色围裙
（Blue Apron）和你好新鲜（Hello Fresh）公
司 ]，还因在诺斯通百货店购物而经常收到
零售商的广告。脸书和谷歌向亚马逊学习创
建数学模型以有效地追踪顾客喜好。

本书的概念框架：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更为尖端的是零售店里的冷柜和货架，
它们可以收集关于顾客身份以及顾客对产品
反应的重要信息。在全国零售联合会的大型
展会上，供应商展示了一款具有两项惊人技
术特色的冷柜。首先，冷柜玻璃是一个触摸
屏，通过动画和其他促销活动引起消费者的
关注，让消费者无须打开柜门就可以了解更
多柜内商品的信息。其次，冷柜顶部有一个
摄像头，用以分析购物者的面部来记录他们
选购产品时的表情。
技术对供应商差距 2 的影响
供应商差距 2 的焦点是设计能够满足顾
客期望的人与人之间的服务和实时的运营过
程。人与人之间服务所固有的多变性使得其
设计和标准化非常困难。现在为弥补和缩小
差距 2，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
在技术上，使服务和流程设计标准化。一些
顾客的期望可以通过技术支持的高标准化的
网上所提供的服务来满足。比如，以亚马逊
网上所提供的图书销售和服务为例，通过其
高度复杂的技术基础设施，该公司能够在个
体顾客层面提供标准的订购、付款、追踪以
及推荐服务。在传统的图书销售中，如果面
对大众要做到亚马逊在线的履行水平，那将
是奇特、不符合逻辑和成本极高的。
技术已经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诸如优
步、 爱 彼 迎 等 服 务 创 新 的 基 础 力 量 ——例
如“车连网”
（connected car），一款汽车能源
消耗和健康检测的智能测量仪。一些传统的
公司已经开发了基于信息技术的一些崭新的
服务，先进的信息技术也可以使提供一整套
的服务成为可能，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物
联网。
技术还提供了许多崭新服务开发，这些
新服务可以满足先前几个世纪顾客难以想象
的一些期望。在保健方面，相关机构和人员
能够通过影像技术远程监察病人的状况和用
模拟外科技术来培训医师，这两个例子再次
说明，技术基础上的服务可以用非常新的和
创造性的方式来满足顾客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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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供应商差距 3 的影响
技术优势使得与顾客接触的员工在服
务顾客时变得更加有效率。比如，现代技术
使赛门铁克（Symantec）的顾客服务代表能
同时与许多顾客聊天，这种能力使员工以相
当快的速度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员工的效
率，而且能最终创造更加满意的顾客体验。
现在有许多公司经常探索可以用技术实现员
工放权从而弥补服务绩效差距的一些途径和
方法。
技 术 还 能 授 权 于 顾 客。 通 过 技 术， 顾
客可以更多地参加价值共创，甚至可以给他
们的服务体验增加价值。自我服务技术——
不用公司员工直接参与和互动而完全由顾客
生产的服务，已经改变了公司关于弥补供应
商差距 3 的思维方式。这些技术已在激增和
扩散，因为公司已经看到其潜在的成本节省
和效率提升是可以获取和实现的，比如潜在
的销售增长、所增加的顾客满意以及竞争优
势。医疗网站使患者能接收到关于个人病情
的药品、药品的相互作用以及医生和医院的
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使得患者能进行更
加有依据和有准备的保健决策。正如以上这
些例子所说明的，这样的技术优势促进了在
服务交付过程中顾客的参与，它改变了供应
商差距 3 概念形成和如何弥补此差距的思维
方式。
技术对供应商差距 4 的影响
传统的沟通渠道已经受到技术引进的影
响。现在服务公司有很多可以用来与顾客沟
通的新渠道，包括博客、有针对性的电子邮

件、顾客社区和员工聊天工具。必需的有效
集成的沟通模式和沟通的数目在暴增，这正
在加重对能提供跨所有渠道的一致性信息的
挑战。这些新渠道不仅是服务公司所能考虑
的选择，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顾客所期望的
沟通方式。
众 所 周 知， 口 碑（WOM） 传 播 对 服
务（不 管 是 B2B 还 是 B2C） 一 直 是 特 别 重
要的，而当今所处的 P2P（peer-to-peer）和
C2C（customer-to-customer） 等 传 播 通 路 使
得 WOM 对建立顾客期望产生了更为重要的
影响。技术还能够以各种方式实现全球顾客
沟通和服务，这在不远的过去是不可能的，
那时服务还是只在局部区域提供的。互联网
本身不受边界限制，因此所有的信息、顾客
服务和业务都能够跨国界和洲传送至任何连
接网络的顾客。
本技术亮点阐述了最近几个世纪以来技
术对关于弥补每一个顾客差距战略的影响。
我们用一些例子说明了技术优势以及技术创
新是如何影响这些战略的。
资料来源：L. Northrup, January 19, 2016 at https://
consumerist.com/2016/01/19/this-freezer-case-knowswhen-youre-frowning-atthe-bagel-bites/; J. Boitnott,
pulled June 17 at http://www.inc.com/john-boitnott/
howto-learn-more-about-your-customers-through-twitter.
html; M. J. Bitner, V. A. Zeithaml, and D. D.Gremler,
“ Technology’s Critical Impact on the Gaps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in The Handbook of Service Science, ed.
P. Maglio, J. Spohrer, and C. Ki Kieliszewski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Germany, 2009).

我们将在第 11 章中讨论有关员工角色的战略，在第 12 章中讨论有关顾客的战略，在第
13 章中讨论关于需求和生产能力的战略。

2.2.4

供应商差距 4：沟通差距

供应商差距 4 是供应商实际传递的服务与其外部宣传的服务之间的差别。服务业企业通
过媒体广告、销售人员以及其他沟通手段做出的承诺有可能提高顾客期望，而顾客则以此作
为评价服务质量的标准，所以实际提供的服务与承诺的服务之间不一致将扩大顾客差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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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承诺可能出于下述原因：广告或人员销售过程中过度承诺、生产运作部门与市场部门
没有很好地协调或各服务网点的政策与流程不一致。图 2-5 列出了导致供应商差距 4 的关键
因素。
服务传递
差距 4
• 缺乏整合营销传播
倾向于将外部沟通看作独立的
在沟通计划中缺乏互动营销
缺乏强有力的内部营销计划
• 对顾客期望的无效管理
没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来管理顾客期望
没有进行充分的顾客教育
• 过度承诺
在广告中过度承诺
在人员销售中过度承诺
通过有形展示线索过度承诺
• 水平沟通不充分
在销售和运营间沟通不足
在广告和运营间沟通不足
在各分支机构和单位之间存在差异性（政策和流程上）
• 不恰当的定价
高价格抬高了顾客期望
价格与顾客感知的价值不符

面向顾客的外部沟通

图 2-5

导致供应商差距 4 的关键因素

除了夸大的宣传会不切实际地提高顾客期望外，一些隐性的外部沟通因素也会影响顾客
对服务质量的评价。比如，服务业企业不能经常利用机会培训顾客如何正确地使用服务，它
们也常常不能管理顾客期望，即顾客预期将在服务交易和关系中得到怎样的服务。
有关供应商差距 4 的重大困难之一是，与顾客进行沟通会跨越组织界限。由于不能像控
制生产有形商品的机器那样控制人员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类的沟通要涉及除营销部门以外
的职能部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互式营销——接触人员与顾客之间的营销活动，而且它必
须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所使用的传统外部营销方法协调应用。如果服务促销人员不能全面
理解服务传递的实际情况，他们很可能就做出不切实际的夸大承诺，或不能向顾客很好地传
达为他们所提供服务的实况，其结果则是糟糕的服务质量感知。因此，有效协调实际的服务
传递与外部沟通，可以缩小供应商差距 4 并积极影响顾客差距。
另一个与供应商差距 4 有关的问题是服务的定价。对于日用消费品（甚至耐用消费品），
许多顾客在购买之前已经拥有足够的与之相关的价格知识，以便判断其价格是否合适或是否
与竞争者处于同一水平。但对于服务，顾客通常在采购和消费之前没有关于其价格的内部参
照点。服务的定价策略（如折扣活动、“每日一价”和有奖销售活动）应该有明确的不同，因
为在开始服务时，顾客对价格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关于服务的定价技术一般比有形商品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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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技术更为复杂。
总而言之，外部沟通——无论是来自于营销沟通还是定价，都可能提高顾客对服务传递
的期望，从而制造更大的顾客差距。除了改进服务传递外，企业也必须管理好所有与顾客沟
通的方式，以便夸大的承诺不致导致过高的期望。本书第 14 章讨论了整合服务营销传播，
第 15 章描述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定价方法。

2.3

综合所有因素：弥合所有差距
如图 2-6 所示，完整概念的模型向希望改进服务质量的经理人员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

弥合顾客差距的关键在于弥合供应商差距 1 ～ 4，并使其持续处于弥合状态。只要供应商差
距 1 ～ 4 中一个或多个差距存在，顾客感知的服务质量就会有缺失。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可以
作为服务组织试图改进服务质量和服务营销的基础框架。基于此模型，“战略洞察”描述了
一个服务质量差距实例。
ߍ᱇

䶪
䶪ጚ䌉

ߍᙋⴑ
ژत

ߍь䔾

⇋䕆ጚ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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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该模型起始于改进服务质量流程的开端：理解顾客差距的本质和广度。在给定服务组织
以顾客为中心的需求和用关于顾客的知识推动公司战略的需求的情况下，此概念模型所强调
的基础是十分有用的。

☉ 战略洞察
以差距模型评价一个组织的服务战略
本章所描述的差距模型也是全书的框架，是评价一个组织服务绩效与能力的有效方法。
该模型已经为众多企业所采用，作为评估标准或服务审查工具，其原因是它简明易懂，并为
企业诊断影响服务质量的因素提供了一条路径。要用好这个工具，企业应该记录下每个差距
是什么以及影响差距大小的因素。尽管你将在本书中学习到很多关于每种差距的知识，我们
仍为你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差距评价表。在本章末练习题中，我们建议将该表用于某企业，以
找出它的服务质量差距。作为练习，你也可以依此评估一下乔氏超市（其特征请看本章的开
篇短文），对比其特征来看看它是如何应用各种方法弥合每种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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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差距模型评价
以下列出的所有差距因素，根据组织在该因素上的表现进行打分。用 1 ～ 10 分表示，1 表示“差”，10 表示“优秀”
顾客差距
1. 企业理解顾客服务期望的程度如何
2. 企业理解顾客服务感知的程度如何
供应商差距 1：倾听差距
1. 市场研究定位
为了解顾客期望，是否进行了足够数量和类型的市场研究
企业是否依此信息做出关于服务供应条款的决策
2. 向上的沟通
为了解顾客期望，管理层是否与顾客进行了足够的沟通
接触人员是否将顾客期望告知管理层
3. 以关系为中心
企业对不同细分市场的顾客期望了解多少
企业关注顾客关系而非交易的程度如何
4. 服务补救
组织进行服务补救的有效管理程度如何
组织对服务失败的计划情况如何
供应商差距 1 得分
供应商差距 2：服务设计和标准差距
5. 系统服务设计
企业服务开发过程的有效程度如何
为顾客和员工定义的新服务的情况如何
6. 顾客定义的标准的体现
企业服务标准的有效程度如何
标准是否按照顾客期望设定
制定并实现服务质量目标过程的有效程度如何
7. 适当的有形展示与服务场景
企业的设施、设备及其他有形物与服务提供的适切性如何
企业的设施、设备及其他有形物的吸引力和有效程度如何
供应商差距 2 得分
供应商差距 3：服务绩效差距
8. 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
企业招聘、雇用、培训、奖惩以及授权员工的有效程度如何
在员工、小组、单元以及部门之间能保证服务质量传递的一致性吗
9. 有效的顾客角色实现
顾客理解自己的角色与责任吗
公司是否能够引导顾客实现自己的角色，尤其是问题常客
10. 有效的服务中间商合作
服务中间商与企业的合作情况如何
是否存在着目标与绩效、成本与奖金的冲突
在所有店面中服务质量传递是否一致
11. 供给与需求的调整
企业对需求波动的供应调整能力如何
供应商差距 3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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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供应商差距 4：沟通差距
12. 整合的服务营销沟通
全方位的企业沟通如何？包括企业员工与顾客的互动，他们能否对服务质量表达相同的信息
企业向顾客沟通介绍提供物的情况如何
企业是否避免过度承诺和过度销售
为保证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与所承诺的服务质量的一致性，组织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情况如何
13. 定价
企业是否因定价过高导致顾客期望提升
企业的定价是否与顾客的期望价值相符
供应商差距 4 得分

每项差距的得分都应当与最高分相比。是否有比别的差距得分特别低的差距？每个差距
中的哪些方面值得引起注意？当你阅读本书后面的内容，你将会了解到如何提升这些因素以
弥合差距的细节。

小结
本章展示了整合的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见图 2-6）：一个理解和改进服务传递的框

• 供应商差距 2：服务设计和标准差距。
• 供应商差距 3：服务绩效差距。

架。本书就是围绕该服务质量模型组织的，

• 供应商差距 4：沟通差距。

它侧重于传递和营销服务的五个核心差距。

差距模型是按这样一种方式对服务营销

• 顾客差距：顾客期望与感知之间的

中的关键概念、战略和决策进行布局的：从

差距。
• 供应商差距 1：倾听差距。

顾客开始并围绕弥补顾客期望与感知差距的
需求来构建公司的任务。

讨论题
1. 想象你接受的一项服务。你对该服务是否

差距模型改进服务质量，你应当从哪个差

存在期望与感知的差距？你期望中没能得

距着手？为什么？你应当按照何种顺序缩

到的是什么？

小差距？

2. 考虑一下宜家的“愿望模式”。想象一项

4. 我们能够先于其他三个供应商差距中的

你 经 常 接 受 的 服 务， 将 自 己 置 于 愿 望 模

任何一个来缩小供应商差距 4（沟通差距）

式 中。 你 将 会 如 何 改 变 此 服 务 和 其 提 供

吗？如果能，该怎么做 ?

方式？
3. 如果你是一家服务企业的经理，打算应用

5. 在 4 种供应商差距中，你认为哪种最难克
服？为什么？

练习题
1. 选择一家企业进行访谈调查，以整合的服务

困难。经理认为图 2-2 ～图 2-5 中的哪个因

质量差距模型为框架，向经理询问本章图

素最棘手，公司打算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表中所列举的各种因素是否给组织造成了

2. 在国际互联网上访问迪士尼公司、万豪国

model to improve service, which gap would you start with? Why? In what order
would you proceed to close the gaps?
4. Can provider gap 4, the communication gap, be closed prior to closing any of the
other three provider gaps? How?
第 2 章 本书的概念框架：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5. Which of the four provider gaps do you believe is hardest
to close? Why?

Exercises

Notes

_ch02_033-048.indd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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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oose an organization to interview, and use the integrated gaps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s a framework. Ask the manager whether the organization suffers from
际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或其他著名的高
果你所在的学校是公立的，也可以选择其
any of the factors listed in the figures in this
chapter. Which factor in each of
Figures
2.2
through
2.5
does
the
manager
consider
the most troublesome? What
质量服务企业的网站，判断它们克服了哪
中的某个部门）进行访谈调查。看看整合
does the company do to try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些供应商差距。你是如何辨别的？
服务质量差距模型的框架是否在该组织中
2. Use the Internet to locate the website of Disney, Marriott, Ritz-Carlton, or any
3. 对一家本地的非营利组织或公共机构（如
起作用。
other well-known, high-quality service organization.
Which provider gaps has the
company closed? How can you tell?
3. Interview a nonprofit or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 in your area (it could be some
part of your school if it is a state school). Find out if the integrated gaps model of
参考文献
service quality framework makes sense in the context of its organization.
1.
2.
3.
4.

B. Kowitt, Fortune Magazine, September 6, 2010, p. 87.
Trader Joe’s webpage www.traderjoes.com, pulled March 2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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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顾客对服务的期望

本章目标
1. 确认顾客对于服务绩效的各种期望。
2. 讨论顾客服务期望的来源。
3. 阐明无论是对于最终消费者还是组织消费者，对于纯服务还是产品相关的服务，对于
有经验的还是没有经验的顾客，其顾客期望的类型和来源都是相似的。
4. 围绕顾客期望，描述一些重要的相关问题。

开篇案例
毫无疑问，当顾客在不同国家旅行时，顾客对服务的期望与服务的传递间存在着巨
大的差距。在日本，顾客是至高无上的，每天上午东京的大百货公司开门营业时，销售员
都会列队在门口迎接顾客，并在顾客入门时行鞠躬礼。本书作者之一几年前曾在东京购
物，她想买一支钢笔送人，她不会讲日语，商店有 8 名销售员主动提供帮助，虽然一支钢
笔并不贵，但服务员却从一个柜台跑到另一个柜台去寻找翻译，帮她挑选能作为最佳礼物
的钢笔，还有些服务员帮忙查看去往其他有可能买到完美钢笔的商店的路线地图。
因为日本顾客在国内受到极佳的礼遇，他们在国外购物时的经历往往达不到他们的
期望，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度也是如此。一位日本旅客在伦敦的一家百货公司
里，因为两名店员一直在一旁交谈而不为他服务感到困惑和不满，他离开时没有购买任何
东西，但当你了解日本的购物服务标准后，他的不满就很容易理解了。1
不同国家的旅客对于酒店服务的期望可能也会有差异。在美国，一间二星级酒店意
味着顾客可以期望得到：干净整洁的房间、舒服的大床、简单的客房装修，房内配备现代
化且方便使用的设施，如微波炉、冰箱、彩电、沙发床、电话和咖啡机，并且酒店会提供
日常的清洁服务，在这种酒店，顾客不可能期望得到（或者不愿意付费得到）奢侈额外的
服务、漂亮宽敞的大堂或及时的客房服务，但仍期望居住在相当不错的、干净且安全的环
境中。这类酒店有时还会在客房中配备办公桌，提供语音留言和高速网络服务。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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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常去英国的旅客来说，如果他们在伦敦的二星级酒店享受到这种水平的服务，会感到惊讶无比。
实际上，我们之中就有人亲身体验了对于伦敦酒店服务的这种不同的顾客期望。旅行社承诺在一家
二星级酒店预订四个晚上的房间（四口之家，包括 2 个儿童），但是这家酒店根本就没有达到我们对于二
星级酒店的期望，相反，酒店房间的空间只能容纳 2 个人，地板不平（床也是），淋浴间只有 24 英寸

一

宽，房间大门关不严，走廊没有灯，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个大洞，虫子自由地在里面穿梭，而且日常清洁
服务只是倒空房间中的垃圾桶，清洁人员离开房间也没有将门锁好。不提供新的毛巾和床单，也不提供
任何房间清洁服务。很明显，这种服务水平无法匹配我们的期望，尽管有经验的欧洲旅行者对于这些经
历并不感到惊讶。并不是所有伦敦二星级酒店都具有这些“特征”，但我们还是很惊讶地发现，我们身边
很多的欧洲朋友认为我们在二星级酒店的这种经历在像伦敦这种消费高的大城市很普遍。他们对于服务
的期望和我们的期望的确差别很大。

顾客期望是服务传递的理念，这些理念是评估服务绩效的标准和参考点。因为当顾客
评估服务质量时，要把他们对服务绩效的感知与这些参考点相比较，所以关于顾客期望的详
细知识对于服务营销人员来说是很重要的。在传递高质量服务时，了解顾客的期望是首要
的，也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如果它搞错了顾客需求而其竞争公司却
能正确地提供这一服务，那么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就意味着失去顾客及其业务，也意味着它
在顾客并不在意的事情上浪费资金、时间和其他资源，甚至意味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无法
生存。
为实现成功的服务市场营销，需要研究和理解顾客期望的几个方面：顾客对于服务持
有哪些类型的期望？哪些因素对这些期望的形成影响最大？这些因素在改变期望中起什么作
用？服务型公司怎样达到或超越顾客的期望？
我们将提供一个思考服务期望问题的框架。2 本章主要分为三部分：①服务期望；②影
响顾客服务期望的因素；③涉及顾客服务期望的一些问题。

3.1

服务期望
明确了期望是顾客对所接受的服务进行比较的参照点，这只是一个开端。期望水平会依

每个顾客所持有的参照点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大多数人对于期望是什么都具有直观
的感觉，但服务营销人员需要一个更加精确的定义，以便于理解、测量和管理顾客期望。
假如你计划去一家餐厅用餐，图 3-1 列出了顾客可能持有的服务期望序列。图的左侧列
出了由高至低不同等级的服务期望，我们给每个等级的期望一个名字，并在右侧说明对于目
标饭店这个等级在服务方面的含义。顾客持有的服务期望对于其对服务绩效的最终评判非常
重要。抱有最低容忍度期望在一家餐馆享受了物美价廉的食物和快捷的服务，和抱有最高的
完美服务期望在另一家餐馆享用了美味高价却并不惊艳的食物，你认为哪家餐馆会得到最好
的评价呢？答案很有可能取决于你带入这次服务体验中的参照点。
顾客期望对服务评估非常重要，在本章我们将从期望水平开始展开讨论。

一

1 英寸 =2.54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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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顾客的不同期望水平

资料来源： R. K. Teas, “Expectation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Qua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October 1993), pp. 18–34.

3.1.1

服务期望的类型

如图 3-1 所示，顾客对服务抱有不同等级的期望，因本书后续章节讨论的需要，我们将
着重探讨其中的两种。最高水平等级的期望，我们称之为理想服务，其含义为顾客希望得到
的服务水平——期望的绩效水平。理想服务是顾客认为的“可能是”与“应该是”的结合物。3
例如，订购了线上交友服务的顾客会期望找到志趣相投、有魅力且风趣的约会对象，或许也
期望能找到婚姻中的另一半。顾客期望同时反映了消费者的希望和梦想。相似地，在将要毕
业时你会接受大学分配办公室的服务，你对该项服务的期望会是什么？你很有可能希望分配
办公室能帮助你找到一个在合适的地点能挣到好薪水的好工作，因为这正是你所希望和所梦
想的。
尽管如此，你也许看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理想工作机会的限制，并且你所在大学的分
配办公室并不一定和所有你感兴趣的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顾客虽
仍期望达到他们的渴望，但还是能认识到达成期望的可能性并非总是存在，我们把这种可接
受服务的门槛等级叫作适当服务——顾客愿意接受的最低等级的服务。4 当经济下行时，许
多接受过高级技术培训的大学生接受了快餐店的低等级工作或没有收入的实习生岗位，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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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和理想，但也同时认识到在现存的市场条件下很难达成期望。大学
分配办公室能提供的适当服务比毕业生的理想服务标准低很

理想服务

多，但还是有一些毕业生接受了任何能赚钱的工作，另外还
有一些毕业生选择了短期无报酬的实习生岗位以求获得工作
经验。适当服务代表了“最低的可接受的期望”，5 即对于顾
客来说是可接受服务绩效的最低水平。
图 3-2 把这两种期望标准显示为顾客服务期望的上限和
下限。该图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顾客是基于两个边界标准
（他们最理想的和最低能接受的）来评价服务绩效的。本章的

䔮ᑿߍ

全球特写部分将举例说明公司在理解顾客期望时所面临的挑
战，特别是为外国消费者提供服务时。

全球特写

图 3-2

顾客的两个服务期望水平

个性化服务全球外包：客户的期望是什么

服务的特征常会使消费者很难了解可以对服务提供者持有什么样的期望。试想，如
果你打算将一些日常工作外包给一个从未谋面的居住在国外的人，会面对什么样的难题。
很多家庭在选择外国服务提供者时都会面临这种处境。
个性化服务的离岸交付
正如在第 1 章中提及过的，很多美国公司都涉及离岸外包服务业务，每年在美国以
外的服务消费超过 200 亿美元，如今越来越高比例的美国家庭在使用国外的服务提供者
为他们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由于今天很多科技可以应用到家庭，如即时通信、电脑扫描
技术和电子邮件的附件传输功能，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不需要面对面互动就能完成服务，
这使国际化服务外包切实可行。很多服务可以外包到其他国家，如室内设计、文字处理、
法律服务、壁画设计、婚礼策划、个性网站设计和景观设计等。举例如下：
• 一个顾客想要制作一个专业短片在妹妹的婚礼上播放，他找到一名罗马尼亚的绘
图艺术家。在婚礼上，这位艺术家制作的 2 分钟以太空为主题并伴有星球大战音
乐的短片把大家都给镇住了。知道费用是多少吗？只有 59 美元。
• 一个顾客想找一位画家给一本儿童书配插图，这本书是他母亲写给孙子的，讲述
了母亲在纽约生活时的童年回忆。这个人在大师网（guru.com）发布了关于这个项
目的具体信息，而不是通过电话黄页来寻找画家。一个星期内，他接到了 80 本标
书，都来自像马来西亚、乌克兰和黎巴嫩这样的国家。最后他雇用了一个来自菲
律宾的女性，费用是 300 美元制作 25 幅插画。
• 一对父母为他们的女儿雇用了一名在线家庭教师。对比过本地家教服务中心每小
时 40 美元的报价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来自印度的在线家教，报价是每个月 99 美
元，每天 2 个小时，一周 5 天。他们只要准备好可实现即时通信功能的平板电脑
和一个带麦克风的耳机就可以开始上课了。
• 五美元网（Fiverr.com）是一个可以购买到多种服务的消费平台。这些服务经常
是由海外的服务商提供的。服务种类涵盖：标识设计、个人助理、编辑工作、简
历制作或白板动画制作等。五美元网视他们的国外服务承包商团队为最重要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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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一名公司管理人员在睡觉前发出一个新的任务或新项目，第二天早上他就
能收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反馈和新想法。
服务期望
处于消费者层面的外包服务提出了一些议题。正如本章所讨论的，理想的服务期望
受到明确的服务承诺、暗示的服务承诺、口碑传播和消费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
在上述例子中外包个人服务时，这些因素并不一定出现。例如，这类服务提供者都是通
过电子邮件或者在线聊天的方式交流，他们提供可信承诺的方法有限，口碑推荐可能仅
限于社交网络，消费者也可能毫无此类消费经验。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很多顾客通过
互联网购买服务的经验很有限，并且他们大多数可能从未雇用过国外的服务提供者。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尝试与服务商沟通他们对于服务的期望，但难免会遇
到一些障碍。如果服务提供者的母语不是英文，很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一个消费者和他
的埃及外包服务商之间的语言问题为例，外包商为消费者制作了一个个性化的网站，但
草案中有些拼写错误。可想而知，由于语言障碍，通过电子邮件说明和解释问题会很费
时费力。因此，消费者在寻找国外的外包服务商时，会提前考虑到在沟通方面不得不投
入大量精力和劳力。
《华尔街日报》记者艾伦·加梅尔曼（Ellen Gamerman）请一个印度外包商为某个要
从纽约搬到亚利桑那的人设计地址变更卡。虽然他设计工作做得很好，但在沟通方面还
是有很多失策的地方：①最初的设计背景是长着常绿植物的沙漠；②卡片上的汽车行驶
方向是从西向东，不是从东向西。在初期沟通时，顾客没有详细地说明她的要求，只是
提供了关于卡片设计主题的大致想法，并要求设计者自由
发挥创造。尽管之后设计者愿意就这些问题做出调整，但
相应地价格也提高了。
聘用国外的服务提供商可能要求消费者重新设定期
望。一个消费者决定使用国外的服务商来为自己计算个
人所得税。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自己的收入信息和收
据扫描图片，2 天后他就收到了纳税申报单，花费 50 美
元，约为 H&R 布洛克（H&R Block）这类美国公司费用
的 1/3。但由于这个不是由美国会计师提供的，他需要按
照外包商提供的申报信息，按“自行准备”类填写申报。
另一个消费者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是信任：消费者有多
大的意愿将自己的个人服务业务托付给一个千里之外其他
国家的工作者？消费者可能希望服务商能够提供关于服务
质量的信息，像之前提及的 Fiverr.com 网站会提供请顾客
在网站页面上发表评论的评分系统。有一些外包商在网站
一些美国顾客从印度服务商
上发布介绍自己和工作环境的很多视频，用以帮助消费者
那里获得产品指导类服务。
构建期望并获得他们的信任。
© Manan Vatsyayana/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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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 Gamerman,“ Outsourcing Your Lif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 2007, pp. P1, P4; A.
Blinder,“ Offshor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85 (March/April 2006),
pp. 113–118; E. Gamerman, e-mail communication, July 30, 2007; A. Ngo,“ The Death of the
Handshake: Rise of Digital Team, ”Fiverr, www.ﬁverr.com, accessed July 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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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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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域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 1 章中讨论的，服务具有异质性。不同的服务提供商、同一服务提
供商的不同服务人员，甚至相同的服务人员，服务绩效都会产生差别。顾客承认并愿意接受
该差异的范围叫作容忍域，见图 3-3。假如服务降到适当服务水平之下——被认为可接受的
最低水平之下，顾客将感受到挫折并降低对公司的满意度。假如服务绩效超过了容忍域的上
限——绩效超过理想服务水平，顾客会非常满意并可能感到异常惊喜。你可以认为容忍域是
这样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顾客并不会特意关注服务绩效，但在区域外（超出上限或者低
于下限），该项服务就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引起了顾客的注意。以去电影院排队购票为例，大
部分顾客对于排队等候有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大约 5 到 10 分钟。在这个时间范围
内顺利购买到电影票，顾客不太可能在意之前的等待。如果一名排队买票的顾客发现电影院
里有充足的售票服务人员，在两三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购票，他
可能会对这次服务印象深刻、评价颇高。相反，如果一名顾客
不得不排队 15 分钟，他可能就会开始抱怨并不停地看表。等

理想服务

待的时间越是高于容忍域的下限（本例子中设定为 10 分钟），
他就会变得越烦躁。
顾客的服务期望是用介于理想服务和适当服务之间的一个

ქᓹഋ

范围内的水平而不是单一水平来表示的（见图 3-3）。理想服
务水平和适当服务水平之间的容忍域对于特定的消费者既可以
扩大也可以缩小。如果一位乘客迟到并担心自己的航程，其容
忍域将变窄，登机前的哪怕 1 分钟的延误都好像很长，并且其
适当服务水平提高了。相反，当一位乘客到达机场较早，其容

䔮ᑿߍ

图 3-3

容忍域

忍域就扩大了，他对排队等待的在意程度远低于时间紧迫时。
该例子表明，营销人员不仅要理解容忍域的大小和界限，而且要知道对于一位既定的顾客，
容忍域会在何时以及怎样发生变化。

1. 不同的顾客具有不同的容忍域
合理服务范围内的另一个变化因素是不同的顾客具有不同的容忍域。一些顾客的容忍域
较窄（通常是因为他们认为最低的可接受标准比较高），他们要求服务商提供范围较小、标准
较高的服务，然而其他顾客对服务的期待可能在较大的容忍域范围内变化。例如，工作忙碌
的顾客其时间压力较大，因此期望等待服务的时间尽量短，并且其可接受的等候时间长度很
有限。当需要水管工或其他家用设备的维修人员到家里维修时，在外面工作的消费者比在家
工作或根本不工作的消费者可接受的等待时间更有限。例如，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充分理解
顾客对新服务技术的看法是必需的。
单个顾客的容忍域扩大或缩小依赖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公司可控的因素，如价格。当
价格提高时，顾客对劣质服务的容忍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容忍域缩小是因为适当的服务
水准提升了。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描述许多不同的因素，一些是公司可控的，一些是由顾
客决定的，这些因素缩小或扩大了容忍域。
单个顾客容忍域范围的波动更多是指适当服务水平的波动，因为它随相应环境的变化容
易发生上下波动式变化，而不是指理想服务水平波动，因为它由于经验的累积会逐渐向上移
动。理想服务界限相对稳定，与之相比，适当服务界限由于竞争和其他因素而上下移动。容

51

第二篇

聚焦顾客

忍域的波动可以比作演奏手风琴，但大部分的旋转拉合来自一边（适当服务），而不是另一边
（理想服务）。

2. 容忍域因服务维度的不同而变化
顾客的容忍域也因不同的服务特征因素或不同的维度因素而变化。某项因素越重要，容
忍域有可能就越窄。一般来说，顾客对低信誉度的服务（不信守承诺、服务出错）比其他服
务缺陷持有更低的容忍度。这意味着他们对是否可信赖这个因素持有更高的期望。顾客对不
太重要的因素可能会降低自己的期望，但对于最重要的服务维度和特征，除了对其持有较高
的期望之外，相应的容忍域也会更小，理想服务和适当服务的水平标准会更高。6 图 3-4 显
示了就给定的一项服务，最重要因素（本例子中的信誉度）和相对不重要因素（如使顾客产
生共鸣）的容忍域之间的可能差别。7

理想服务
ქᓹഋ
᱇⮰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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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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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服务维度的容忍域

资料来源： L. L. Berry, A. Parasuraman, and V. A. Zeithaml,“ Ten Lessons for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 Report No. 93–104 (May 1993).

 技术亮点

顾客对机场服务技术的期望

营销人员面对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
理解顾客对服务的期望，而这一问题在服务
涉及技术时最为突出。最初顾客几乎都是
抵制新技术的（也许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新技
术，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改变），即使它能
改善服务。使服务更简单快捷的技术随处涌
现，当然也包括全国的各大机场。顾客接受
了一些新的服务技术，同时也在抵制着另一
些。现在我们讨论两项革新，它们面临着不
同的境遇。
一项已被顾客所接受的服务技术就是
自动航班值机：顾客在机场设置的专用机器

上刷信用卡，通过屏幕操作自行打印登机牌
和收据。包括一些国际航线在内的大部分航
班均能自行办理行李托运手续，一名机场服
务人员会在顾客登机前收集办好手续的行
李。自动化服务与由机场服务人员来提供同
样服务相比为顾客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如今
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配备了更多的机器，而不
是让顾客排队等待服务人员办理手续。最初
安装这类服务机器时，顾客不确定能得到什
么，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航空公司会配备一
个服务人员去协助顾客使用这些机器，这一
做法成功地帮助顾客由人工服务转变至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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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如今，大部分有规模的航空公司都设
计了专门的手机应用，顾客可以通过这些应
用登录自己的旅客账户来选座位（或更改座
位）、确认到达口和登机口、查询下一次行
程计划和查看最近已完成的行程。

一些航空公司开发了手机服务应用，便于顾
客用手机自行办理登机手续。

另一项则是难以被顾客接受的机场技
术，被称为“快速出口”，这项技术是机场
停车场出口人工收费的替代服务。它的运作
流程是这样的：在顾客离开机场停车场前，
使用一台类似于地铁购票机的机器预先支付
停车费用。首先插入停车票，然后插入信用
卡或现金，最后取回付费后的停车票。当顾
客离开停车场时，只要选择众多“快速出口”
通道中的一条，插入他们的付费票据，就可
以离开了。一般机场仍会留有少量几个传统
方式的人工收费通道。令人惊奇的是，许多
机场发现顾客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使用“快速
出口”服务。
这项技术很明显可以达到或超出顾客
迅速离开机场的期望，为什么顾客拒绝使用
呢？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并不理解系统
是如何运作的，即使在停车区有一个扩音器
在不停地介绍这项新技术。有可能顾客并没
有清楚地看到新技术所提供的方便，或者机

3.2

顾客对服务的期望

场并没有与顾客进行足够有效的沟通以便让
他们认识到新技术的好处，导致顾客认为旧
的人工收费系统已足够快捷。再一个原因就
是大多数机场没有像航空公司在使用自动航
班值机时那样在新机器旁安排工作人员，帮
助顾客了解使用的方法，以及处理服务失败
的问题。顾客可能会担心如果出现问题，他
们会遇到麻烦，而且不知道如何应对。最后
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许多顾客不信任这
项新技术，就像他们曾经不信任最初的自动
取款机技术一样。
多年来，旅客们已经适应了技术革新为
航空旅行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变化。不到 20
年前，大部分旅客都要携带由航空公司发售
的机票，并凭票换取登机牌。当美国国内大
部 分 航 班 都 可 以“提 前 值 机” 时， 旅 客 们
也都逐渐习惯于在到达机场前（至少在起飞
前 24 小时）办理值机并在家中自行打印登
机牌。如今，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可以直接发
送电子登机牌（带有条形码）到旅客的手机
上，有了它，旅客就不用携带实体（打印的）
登机牌了。就像对待“快速出口”一样，一
些旅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受使用电子登记
牌，这都是因为一些相似的原因，如他们不
明白这个新技术是怎么运行的，他们不知道
怎样取得电子登机牌，当排队登机时由于不
得不快速地在手机上找出电子登记牌而让他
们感到不安，当在旅途中这项技术不能正常
运作时他们也不确定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通过技术更新而不断提高的服务
想要达到顾客的期望，这些服务就必须可以
被信任、被理解，并基于顾客的使用价值来
被介绍。否则，尽管投入了巨额资金，达到
或超过顾客期望的服务承诺的目标也将无法
实现。

影响顾客服务期望的因素
顾客的服务期望在其评价服务时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营销人员需要理解形成期望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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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本章的这一节，我们将讨论影响顾客期望的几个关键因素。

3.2.1

理想服务期望的来源

1. 个人需要
如图 3-5 所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影响理想服务水平。第一个是个人需要，即那些对顾客
的生理或心理健康十分必要的状态或条件，是
͖Ϧ䰬㺭
形成理想服务水平的关键因素。个人需要可分
为许多类，包括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功
理想服务
能性的。一个经常下班就去看棒球比赛来不及
͖Ϧߍ⤲ᔡ
吃饭又渴又饿的球迷，会很希望食物和饮料贩
卖者经常出现在他所在的区域；而这样一个经
ქᓹഋ
㵹⩋ߍ᱇
常在其他地方进餐的球迷对商贩理想服务水平
的期望很低。对社交和依赖性有较高需求的顾
客对酒店的辅助服务可能有相对较高的期望，
䔮ᑿߍ
如希望酒店配备有现场音乐和舞蹈表演的酒
吧。以下两个商业保险顾客的不同期望说明了
图 3-5 影响理想服务的因素
个人需求对理想服务的影响：
我希望保险经纪人替我做许多工作，因为我公司没有雇用相关的员工……我期望经纪人
很了解我公司的业务并把这些情况传递给保险商。
我的期望是不同的……我雇用了职员专门负责有关资格认证等事务，我期望尽可能少用
保险经纪人。8
2. 个人服务理念
第二个影响理想服务水平的是个人服务理念，它是指顾客所持有的、针对服务提供者
的、关于最高服务期望和恰当服务行为的潜在一般性态度。假如你曾是一名餐厅服务员，由
于之前工作的培训和经验，你可能形成了对餐厅服务评判的标准。比如，你可能认为服务员
应该在 15 分钟内为顾客点餐。由于了解后厨的运作方式，你可能比其他没做过服务员的人
更不能容忍不冷不热的食物或菜单的错误。一般来说，正在或曾在服务业工作的顾客似乎有
特别强烈的服务理念。
3. 衍生服务期望
第三个影响理想服务期望的因素是衍生服务期望。当顾客期望由其他人或其他一些人驱
动时就出现了衍生服务期望。来自一个大家庭的女性顾客正在为她最喜欢的姑妈筹划 90 岁
生日聚会，为了聚会成功举办，她会代表全家来选择一间餐厅，她的需求有一部分是由其他
家庭成员衍生来的期望所驱使产生的。为全家计划假期的父母、选择房间保洁服务的主妇、
为公司选择办公室的职员——所有这些顾客的个人期望都被强化了，因为他们代表了将要接
受服务的其他当事人并负有解答他们相关问题的责任。在企业对企业（B2B）的服务模式中，
接受服务的企业自身期望会被来自他们自己顾客的期望所影响。一位保险公司信息技术部门
的负责人，当他作为顾客来挑选一家大的电脑供应商时，他的期望必然是建立在他所服务的
保险客户的期望之上的，假如他购买的电脑出现问题，必然引发他的客户的不满。她需要保
障系统正常运行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期望，也是来自他所在公司客户压力的衍生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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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服务期望的来源

顾客可接受的服务水平，即适当服务水平，受一系列不同的决定性因素影响。一般来说，
这些影响在本质上都是短期的，并且
比那些影响理想服务的因素波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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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图 3-6
中标示的影响适当服务的 3 个因素：
可感知的服务替代、环境因素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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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服务

预测。
与初始服务有关的问题也会导致
更高的期望。第一次就提供恰当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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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相对于其他方
面来说顾客更看重服务的可靠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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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第一次提供维修补救类服务时失
误 了， 那 么 第 二 次 解 决 问 题 的 服 务
（即提供可信赖的补救服务）比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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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键。汽车维修服务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假如汽车的刹车有问题，

图 3-6

影响适当服务的因素

你把汽车送到汽车维修店那里，期望他们修好你的刹车系统，如果修理之后你的刹车系统还
是有很多问题，你的适当服务期望标准就会提高。在相同情况或其他出现暂时服务强化因素
的情况下，适当服务水平将提高并且容忍域将变窄。

1. 可感知的服务替代
可感知的服务替代是指其他的服务商，顾客可以或感觉可以从这些服务商那里得到同样
的服务。假如顾客有许多服务商可供选择，或者他们自己可以为自己提供服务（如修剪草坪
或个人美容护理），其适当服务水平就比那些认为在别的地方得不到更好服务的顾客要高。例
如，一位乘客住在只有一个小机场的小镇，他能选择的航空公司很少，这样的顾客由于服务
替代者很少而对航空公司的服务绩效能有较大的容忍度。他比大城市里有众多航班和航空公
司可供选择的顾客更容易接受有限的航班飞行时间计划和低水平的服务。顾客可感知的服务
替代的存在提高了适当服务水平，缩小了容忍域。
充分理解顾客认为哪些是可供选择的可感知的替代服务，对于服务营销人员来说非常
重要。在刚才讨论的小城镇与小机场的例子中，顾客眼中的替代有可能不只包括其他的航空
公司，也包括选择豪华轿车接送服务去附近有很多航班的大城市、乘火车或者自己开车。总
之，服务营销人员有必要查明顾客认为可比较的替代。
2. 环境因素
适当服务水平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环境因素在本质上被认为具有现时性。其中一
种是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这种因素包含了顾客认为在服务交付时不由服务商控制的条件。
同时影响许多人的重大灾害（如龙卷风或地震）可能会降低其他未遭受灾害地区的保险客户
的服务期望，因为他们意识到此时保险公司已被来自灾区的服务需求淹没。在卡特丽娜飓风
（Hurricane Katrina）灾难发生后的几天里，由于很多人都急于联系自己的亲戚朋友，导致通
信和网络服务都很差。同时，居住在新奥尔良的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奥姆尼（O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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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万豪（Marriott）酒店的顾客意识到不可能期望得到他们习惯的那种服务水平，顾客能理解
此时服务的低水平，是因为他们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顾客认识到此时的环境因素并不是服
务公司的错，就有可能在既定环境下降低适当服务期望的水平。环境因素经常能暂时降低适
当服务的水平，扩宽容忍域。
由短期的私人因素构成的个人环境因素使顾客对服务的需求更加敏感。在需要个人急救
服务的环境因素下（如发生意外事故急需汽车保险服务，或繁忙的办公室里需要办公设备维
修服务），适当服务水平会升高，特别是当顾客认为其所要求的服务回应水准是在合理且可
接受的范围内时。一个在互联网上接受顾客订单的网络公司在订单高峰期对他的网络服务商
会有更高的要求。相对于其他时段，繁忙时段的系统故障会更难以容忍。下面列举的是在一
项研究中两名参与者的评论，可以看出个人环境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位购买了汽车保险的顾客说道：“问题的本质影响我的期望，例如，车窗玻璃被砸碎
和发生酒驾事故伤者急需脑手术时，我的期望会大不相同。”
一位需要维修公司设备的顾客说道：“之前我们公司的 X 射线设备出现了校准问题，由
于情况紧急，我认为他们应该在数小时之内找到问题并修好它。”9

3. 服务预测
影响理想服务和适当服务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服务预测，见图 3-7。这种服务期望可以看
作顾客对即将进行的交易或交换中可能发生事件的预测。预测服务的绩效意味着对各种绩效
可能性的客观概率计算或对预期的服务绩效水平的估计。如果顾客预期会得到好的服务，他
们的适当服务水平就可能比其预期服务会很差时高。例如，一直在大学城居住的居民通常认
为暑期由于学生离校，餐厅应该提供更快的服务，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暑假期间比在学期中对
餐馆的适当服务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居民也知道在新学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内，很
难得到有线电视公司和自来水、电力等公共事业公司的及时服务，因为大批的新生需要给公
寓添加这些设施，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服务水平下降，顾客的容忍域变宽。
ᬺ⮰ߍឫ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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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影响理想服务和适当服务的共同因素

服务预测是顾客对一次单独交易中将要接受的服务的估计和考虑而不是对与服务商总体
关系的估计。理想服务和适当服务的期望是对包含许多单次服务交易的整体评价，而服务预
测几乎都是对顾客下一次将经历的服务接触或交易的估计。正因如此，服务预测在该模型中
被视为适当服务的影响因素。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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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服务和预测服务期望的共同来源

当顾客有意购买服务时，他们有可能从几个不同的渠道搜寻或取得信息。例如，他们
可以给商店打电话、向朋友询问或直接查阅报纸广告来搜寻最低价位的服务，他们也可能通
过看电视、上网或听同事关于良好服务的评论来得到信息。除了积极主动地从外部收集信息
外，消费者也可以向内搜寻自己记忆中存贮的相关服务的信息。这一节主要讨论影响理想服
务和服务预测期望的四个因素：①明确的服务承诺；②含蓄的服务承诺；③口碑传播；④消
费经验。

© Paytrust

1. 明确的服务承诺
明确的服务承诺是服务机构传递给顾客的关于服务的个人的和官方的说明。这些说明由
销售人员或服务人员传递时，它是个人性质的；当该说明来自公司官网、广告、宣传册和其
他出版物时，它是代表组织官方的。下面的网页图片描绘了在安心付网站（Paytrust）上传递
给顾客的承诺，为顾客提供在线账单支付服务。安心付通过在官网页面上说明“各种账单都
可以通过他们的网站服务在线查询和支付”来影响顾客的期望。明确的服务承诺是完全可由
服务商控制的能影响顾客期望的少数几个因素之一。

安心付网页上明确的服务承诺影响着顾客的理想服务期望。

对顾客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最终服务予以正确的承诺，看起来是管理顾客期望和保障事实
与承诺相符的一个适当且符合逻辑的方法。尽管如此，服务公司及其员工经常会有意地以过
度承诺来获得更多的业务，或是并非有意地只陈述了他们对未来服务的最好估计以至于过度
承诺。除了过度承诺外，因为有些服务是专门根据不同顾客定制的且因此很难简单地定义和
复制，导致公司的销售代表往往不知道怎么样做出适当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销售代表可
能根本不知道服务最终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形式传递。
所有类型的明确的服务承诺直接影响理想服务期望。如果一家公司官网上承诺为顾客提
供完美的家庭影院体验，服务还涵盖视听设备的安装，以及各种设备及网络的连接，那么顾
客对这项服务（也包括其竞争者的服务）的期待便由这个承诺塑造成型了。一位酒店房客是
这样描述承诺对期望的影响的：“他们用美好的广告使你充满期待，当你走进酒店时你期望
优美的旋律为你响起，而这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一位接受商业设备维修的顾客说道：“当
你买了一件设备，你期望它能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设备供应商会在购买时承诺之后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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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服务。
”当今许多公司都会承诺其商业客户说要为他们的商业需求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这样的服务承诺往往很难实现。
明确的服务承诺既影响理想服务水平，又影响预测服务水平。顾客大体上希望得到什
么，在未来的某一次服务或某一服务商的下一次服务中他们预期会得到什么，都由这些明确
的服务承诺塑造成型了。

2. 含蓄的服务承诺
含蓄的服务承诺是与服务有关的暗
示。与明确的承诺不同，它会引导顾客
对服务应该是什么和将要是什么进行推
断。这些品质相关的暗示被与服务有关
的价格和有形事物主导。一般来说，价
格越高，有形事物越使人印象深刻，顾
客的服务期望也越高。试想一位买保险
的 顾 客， 面 对 两 家 报 价 差 异 很 大 的 公
司，他有可能做出这样的推断：高价格
的公司应该并且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
更全面的保险覆盖范围。相似地，与设
施平平的酒店相比，房客会期望并预测
大堂装饰奢侈的高档酒店能提供更高水
准的服务。

© Svetlana Larina/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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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对装修“豪华”的服务公司很可能会持有更高
的顾客期望。

3. 口碑传播
口碑传播在决定服务期望方面的重要性已经有很多好的例证。10 这些由其他参与方而不
是服务商官方发表的言论（正如在各社交媒体网络中见到的那些），向顾客传递服务将是什
么样的信息，并影响服务预测和理想服务。11 因为口碑传播被认为没有偏见，所以它是很重
要的信息来源。有些服务，在顾客购买和直接体验服务之前很难估量，口碑传播在这种情况
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专家（包括《消费者报告》、朋友和家人）还有社交媒体（如
Facebook 和推特）都是影响理想和预测服务水平的口碑来源。
4. 消费经验
顾客之前接触相关服务的消费经验，是形成消费者对服务的预测与期望的另一个因素。
例如，在同一家酒店里，你每一次住宿时都很可能会对比以往在这里住宿的经验。但是，在
这家酒店的消费经历可能只是你用来参考的有限的一部分，你还会参考你在其他酒店和连锁
酒店的住宿经历。顾客也会进行一些跨行业的消费经验对比，例如，病人会拿医院的住宿与
酒店的住宿标准做对比；购买有线电视服务的顾客倾向于拿电信服务的标准与有线电视服务
做比较，这是有线电视服务经常被认为很差的一个原因。总而言之，消费经验可以是之前相
同服务的消费经验、同类服务的绩效标准或上一次消费服务的经历。12
不同的因素根据其可靠度及其可被营销人员影响的程度不同而不同。在“战略洞察”这
一部分我们将描述各种因素，并说明服务营销人员可以怎样影响这些因素。在本书的第 14
章我们将详述这些服务营销人员可以用来保障服务与承诺相符的策略方法，从而更好地管理
顾客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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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洞察
服务营销人员怎样影响顾客的期望
服务行业经理人如何利用我们讨论的这些知识来创造、提升和推广服务？首先，管理
者需要了解贴切的期望之源，以及它们对一个消费者群体、一个消费者细分市场、也许一个
单独的消费者的相对重要性，比如说我们需要知道在形成顾客理想服务或预期服务时，口碑
传播、明确的服务承诺、含蓄的服务承诺还有顾客的消费经验这些因素都相对起了多大的作
用。有些因素比较稳定且影响更长久（如个人消费理念及个人需要），有些因素会随时间有所
波动（如可感知的服务替代和环境因素）。这里我们列示了一些可能影响顾客期望的方式。
因素

可能的影响策略

个人需要

• 向顾客传输有关服务是如何满足其需求的信息

个人服务理念

• 通过市场调研来建立关于顾客消费理念的档案，并将该档案信息运用于服务的设计与传递中

衍生服务期望

• 通过市场调研来确认衍生服务期望的来源及其需要，使用更聚焦的宣传和营销策略来满足目标
顾客及代表的顾客的需求

可感知的服务替代 • 充分了解竞争性产品，并尽可能地使自己可与之相匹敌
环境因素

• 增强高峰期及紧急状况时的服务能力
• 采用服务保证的方式来确保任何环境因素下顾客都能获得可靠的补救性服务

预测服务

• 告诉顾客在何时服务水平会比通常的期望高，从而避免顾客对未来服务产生过高的期望

明确的服务承诺

• 为顾客做现实而准确的承诺，它应能真实地反映服务现状而不应是服务的理想化版本
• 请第三方去征询对于广告和个人销售中做出的承诺准确性的反馈
• 避免陷入与竞争对手的价格战或广告战，因为这样的战争将重心从顾客身上转移开来，并不断
提高承诺，使其超过了所能达到的服务水平
• 使公司的员工重视做出的承诺并就承诺未被履行的次数提供反馈，以此作为服务保障来实现承
诺的规范化

含蓄的服务承诺

• 确保与服务相关的有形事物能与提供的服务类型和水平相匹配
• 在服务的重要属性上，高价格必须与服务商所提供的高水平的服务绩效相匹配

口碑传播

• 通过用户及舆论领袖的推荐来促进口碑传播
• 锚定对服务有影响力的顾客和意见领袖，集中市场营销资源来影响他们
• 采用激励手段来鼓励现有顾客通过口头或社交媒体传播对服务积极有利的言论

消费经验

• 对于相似的服务，采用市场调研的方法建立顾客相关消费经验的档案

3.3

涉及顾客服务期望的一些问题
下列问题代表了服务营销人员特别感兴趣的关于顾客期望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节中，我

们将讨论关于顾客期望的五个最经常被提及的问题：
（1）假如顾客的期望“不现实”，服务营销人员应如何应对？
（2）公司是否应取悦于顾客？
（3）公司如何超越顾客的服务期望？
（4）顾客的服务期望是否会持续增长？
（5）服务公司如何在满足顾客期望方面领先于竞争对手？

3.3.1

假如顾客的期望“不现实”，服务营销人员应如何应对

阻碍了解顾客期望的因素之一是管理者和雇员害怕向顾客询问。这种害怕常常来源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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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顾客的期望是夸大和不现实的，并且认为询问顾客的期望会导致公司为自己设定了极高的
服务期望（即不现实的期望）。专栏 3-1 中很有说服力的事例表明，顾客主要的服务期望是相
当简单和基本的：“简单地说，顾客期望服务商能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他们的期望是基础的
服务而不是虚幻的，是有实际行动的服务而不是空泛的承诺。”13 顾客想要得到承诺的服务。
顾客期望航班准时起飞，下榻的酒店房间整洁，饭菜可口，服务人员能按预定的时间准时出
现。不幸的是，当服务商不能满足这些基本的服务期望时，很多顾客都感到非常失望。

◎ 专栏 3-1
顾客想要得到基本的服务
期望

对顾客意味着什么

相应服务商的行为举例

能力

•“我期望一切都在第一次处理好”
•“我希望他们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

• 设备维修：真正修好坏了的冰箱，这样它就不会在一周
后又坏掉了
• 旅行社：为旅行者提供每个目的地国家的签证要求等相
关信息

解释

•“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运行的”

• 航空公司柜台代理：为乘客及时提供航班延误情况的最
新信息
• 保险代理：清晰地解释相关政策，并回答顾客所有关于
保险覆盖范围（或不被保险覆盖范围）的问题

尊重

•“我希望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顾客”

• 酒店前台经理：聆听顾客对于房间的需求并相应地提供
服务
• 保健诊所接待员：关注每一位走进诊所的病人，并礼貌
地问候

卫生

•“我希望设施都是干净的且保持良好”
• 饭店经理：每 15 分钟检查一次用餐区域，并根据需要
•“我期望他们提供服务时能够保持我家室内 清洁地面
清洁”
• 水管工：进入顾客的房间之前穿好鞋套

灵活性

• 高尔夫教练：为顾客及其女儿同时授课
•“我希望他们能根据我的情况做相应的调整”
• 信用卡服务接待员：参照顾客的还款历史，为顾客减免
•“我期望他们能在规定上做一点让步”
偶发情况时延迟还款的费用

紧急情况

•“我希望我的情况得到认真对待并迅速得到 • 叉车维修服务经理：在当天工作结束之前为顾客安排好
解决”
更换部件的交付和安装

•“我希望每一次都得到相同标准的服务”

• 干洗店：每一次的衣物清洗，都能为顾客提供稳定的清
洁度并以同样的方法折叠裤子
• 换油技术员：在顾客每次到店时，检查他们的汽车并加
满所需的六种液体

零烦恼

•“我期望服务过程对于我来说简单容易”

• 草坪护理员：无须提醒每季度来服务一次，当服务完成
时可选择自动支付
• 计算机远程服务代理：无须顾客发出申请和设置输入，
自动完成手提电脑调音和所需软件的更新

迅速

•“我不想排队很长时间等候服务”
•“我期望能快速得到帮助”

• 邮局职员：当排队等候的顾客超过 6 个时，请办公室里
的其他同事提供协助
• 财务顾问：在 2 小时内回复所有的电话，在 4 小时内回
复电子邮件

连贯性

• 汽车修理工：解释他们维修了车的哪些地方，并说明旧
•“我需要得到一些能证明他们知道自己在做 的部件出了什么问题
专业技能
什么的保证”
• 裁缝：为来到店里的顾客说明衣服的调整和修改所涉及
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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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期望

对顾客意味着什么

相应服务商的行为举例

公正

•“我期望与其他的顾客得到相等的对待”

• 汽车租赁代理：尊重顾客的预订，为她保留所预订的汽
车，即使她来自外地或是第一次光顾

同理心

•“我希望他们设身处地为我考虑”
•“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角度看问题”

• 零售店员：经常使用“我为您不得不经历这些而感到抱
歉”这样的语言，通过努力来帮助顾客
• 兽医：假设宠物对主人非常重要，并且在解释宠物的医
疗状况时表现出同情

资料来源：
“ Understanding Customer Expectations of Service ”by A. Parasuraman, L.L. Berry, and V.A. Zeithaml,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32 (Spring 1991), pp. 39–48.

想要知道顾客的期望是否现实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直接向他们询问。询问顾客的期望
这一做法并不会过多提高其期望水平，而会使顾客相信服务商会利用这些信息改进服务。然
而，如果公司对理解顾客的期望表现出强烈兴趣，却从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就会适得其
反。至少公司应该向顾客表明已知晓并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且将努力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公司也许不能并且实际上并不总是必须按顾客所表达的期望交付服务。一项可取且适当的措
施是让顾客知道不能提供他们期望的服务的原因，并且向他们说明正为早日能提供这样的服
务而努力。另一个办法是培训顾客关于如何使用和提高他们目前所接受的服务的方法。向顾
客传递公司正在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做的改进的最新信息是明智的，因为这样能给公
司带来信誉，让消费者相信公司正在不断努力改进服务。

3.3.2

公司是否应取悦顾客

一些管理咨询顾问强烈建议服务公司取悦顾客，以便获得竞争优势。这里的取悦是指因服
务远远超出顾客期望而使其产生的非常正向积极的情绪状态。14 一位作者将这种类型的服务描
述为“绝对非同寻常的服务”——它是意想不到的、随机的、令人吃惊且不均衡的状态。15
经理们可以采用如图 3-8 中所示的方法来想象何为取悦，就是用同心环的形式考虑产品
和服务特性。16 最内部的核心圆是构成产品和服务基本功能的属性，称之为必需属性。这种
属性的存在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其却是不可或
缺的。向外的第二层称为满意属性：这种属性可

愉悦属性

以在满足产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发挥使顾客更
加满意的潜力。最外面的一层是愉悦属性，指顾

满意属性

客未料到的令人惊喜的产品属性。这些产品属性
顾客未曾期望得到，因此当得到它时会非常激动
和惊喜。例如在你的班上，必需属性层包括教授、

必需属性

教室、教学大纲和班会。满意属性层可能包括有
趣的课程讲座、风趣或特别友善的教授、配备良
好视听教具的教室。愉悦属性层可能就需要有：
为申请该课程的同学提供免费的课本或是在开课
第一天为大家提供饮料和点心。
取悦顾客看起来像是个好主意，似乎可以促
进重复购买和增加顾客黏性，但达到这样的服务

图 3-8

服务和产品属性同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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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则要求服务商付出额外的成本和努力。17 我们将会在第 4 章讨论更多的有关细节，来说
明取悦顾客并不能建立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更有影响力的做法是顾客只需付出最低限度的
代价便可使他们的问题得到满意程度的解决。18 因此，要认真衡量取悦顾客可能会带来的优
势，其中最应该衡量的便是愉悦的持续影响力及竞争含义。
持续影响力涉及这样的问题：一次愉悦的消费经历可以使顾客对公司及其服务的注意力
维持多久。如果顾客很快就会忘记这
次经历，那么便得不偿失。或者顾客

© Terry Vine/Blend Image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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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了这次经历并相应地提高了自己
的服务期望，这将导致公司在将来要
付出更多才能使顾客满意，因此提升
了顾客满意的门槛。研究证实取悦顾
客确实提高了服务期望，增加了未来
使顾客满意的难度。19
竞争主要是指取悦顾客会影响其
对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服务期望。如果
某一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相同的取悦战
略，面对被抬高了的顾客期望，该企

愉悦的顾客。

业会处于劣势。如果你在一门课上得到了免费教材，你会期望所有的课上都收到一本。那些
不提供免费教材的课程，注册听课的人数很可能少于前者。尽管如此，如果竞争对手很容易
地抄袭了取悦顾客的战略，那么他们都不会受益（但消费者受益了），他们都因此增加了成
本、损害了利润。这就是说，如果企业选择取悦顾客的战略，就应 该选择在不容易被其他对
手复制的领域实施。

3.3.3

公司如何超越顾客的服务期望

当今许多商家都在讨论如何超越顾客期望，即给予顾客超过期望的服务，令其有意外
的惊喜。一个例子就是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太平洋海岸的佩布尔海滨度假村（Pebble Beach
Resort），这个高尔夫度假村不仅口头上倡导超越顾客的期望，还在员工名片背后印上了这样
的标语：“超越每个顾客的期望，将每次都看作一生只有一次的服务。”由这种理念提出了一
个问题：服务商是该仅仅满足顾客期望还是超越它？
首先，必须认识到用超越顾客对基本需求的期望而让顾客喜出望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履行承诺，如保证预订的房间可用、遵守约定的最后期限、准时出席会议以及提供核心服
务，这些都是服务公司应该做到的，服务公司理应准确可靠地提供它们承诺的服务。 20 请看
专栏 3-1 列示的顾客想得 到的基本服务的例子，试问服务商提供表中这些服务能取悦你吗？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传递可靠的基本服务很难持续为顾客带来惊喜。
那么，公司怎样做才能取悦顾客并超越顾客期望呢？在几乎所有的服务中，发展与顾客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超越顾客期望的方法。联合服务汽车协会（The United Services Automobile
Association，USAA）是一家服务于军人及其家属的保险机构，其实例说明了一家极少与顾
客面对面交流的大型公司是如何利用其个性化服务和对顾客的了解让顾客惊喜的。通过使用
一种叫作“行为状态反映”的系统，所有 USAA 的员工可以在几秒之内获得任何一位顾客的
全部信息档案，内容包括顾客的历史、需求以及与本公司最近联系的情况。对保险公司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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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话沟通的服务商仅持有较低的定制化水平期望的顾客，接受了 USAA 的服务后，都被公
司员工所表现出的关心和爱护打动了。
获得过两次马尔科姆·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Malcolm Baldrige Quality Award）的丽思
卡尔顿酒店也采用类似的信息技术对其顾客提供了高度个性化的关注。公司培训每一位员工
记下顾客的好恶，并输入计算机内的顾客历史档案。公司目前已存有多于几十万条常客偏好
信息，能提供非常个性化的服务。其目标不仅仅是满足顾客期望，还要为他们提供一次“难
忘的入住经历”。公司根据顾客的历史信息选择个性化的 服务方式以超越顾客期望。当一位
常客拨打酒店中央预订热线预订房间时，预订接单员会调出其已存档的个人偏好信息，并将
该电子信息发送给顾客预订的那家丽思卡尔顿酒店。公司把这些信息编制成顾客基本信息及
偏好报告发给员工传阅，这样可以使常客入住时得到个性化的问候，并确保其偏好或需要得
到满足。21
这种方法效果如何？答案是非常好。依据杰迪保尔（J.D. Power Associates）调研公司提
供的年度奢华酒店独立调查报告，从 2007 年至 2015 年之间，有 7 年丽思卡尔顿酒店顾客满
意度排名都位居行业前列。22
另一个超越期望的方法是故意降低服务承诺来增加超出顾客期望的可能性。 23 这种战略
就是降低承诺并提高服务水平。如果每一项服务承诺都低于最终的实际水平，顾客将会频繁
地被取悦。尽管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听起来合理，但企业在应用这种战略之前仍要慎重考虑
两个潜在的问题。第一，顾客在与企业不断的互动过程中会注意到承诺过低并依此来调整期
望，企业渴望的取悦收益不复存在。当一家公司每次都承诺好交付时间（我们将在明天下午
5 点前送达）又不断地提前交付（中午就送到）时，顾客就会识别出商家故意降低承诺的做
法。第二，在销售中降低承诺会潜在减少产品的竞争吸引力，逐渐会被竞争者的产品取代。
当竞争压力很大时，无论是通过明确承诺（如通过广告或个人销售），还是通过含蓄承诺（如
通过服务设施外观和服务价格）对服务做出综合且诚实的描述，都是明智的选择。控制企业
承诺，使它们与实际服务相一致，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最后一种超越期望而不会在将来提升期望的方法是将与众不同的服务定位为非标准的特
殊服务。在一次短途旅行中，本书的作者之一就体验过这种战略。这次航程非常短，不到半
小时，特别是对于饮料服务来说太短了。飞行期间，乘务员用广播通知说一位激情满满的乘
务员想为大家提供饮料。他提示乘客们，这位乘务员可能不会为每位乘客都送到，他明确指
出这是一次特殊服务，恳请大家不要奢望本航班的其他航程中也提供饮料服务。在这样的情
形下，乘客们看起来十分惊喜，但是他们对标准服务的期望并没有因为这一行动而提高（直
到今天，我们在此航线从未享受过饮料服务，也从未期望得到过）。

3.3.4

顾客的服务期望是否会持续增长

正如本章开头所讨论的，顾客的服务期望是动态的。在信用卡及移动电话行业，就像许
多竞争性服务行业一样，各竞争公司都在千方百计力求做到最好，提供高于竞争对手的服务
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服务期望（即适当服务期望）随着服务交付或承诺水平的提高也迅速
提高。越是竞争性强、变化快的行业，其顾客期望提高越快。因此，公司需要不断监控适当
服务期望——行业变化越激烈，所需监控也就越频繁。
相比之下，理想服务期望要稳定得多。因为它由一些更具有持久性的因素所驱动，如个
人需要或个人消费理念，所以理想服务期望倾向于以高水平开始，并一直保持这个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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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公司如何在满足顾客期望方面领先于竞争对手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的目标就是比竞争者更好地满足顾客期望。在一个经常
变化的环境中，适当服务期望变化很快，公司怎样才能确保其领先的竞争地位呢？
适当服务水平反映了顾客在综合考虑个人及外界因素之后所要求的最低绩效水平（见图
3-7），这些因素还包括其他服务选择方案的可获性。服务水平低于该标准的公司显然处于竞
争劣势，这种劣势会随着差距的扩大而不断增加。这些公司的顾客将成为“不情愿的顾客”，
一旦发现了替代服务，就会把业务转移到其他公司。
如果公司想靠服务质量提高竞争优势，其绩效必须保持在适当服务水平之上。然而，这
也只是一个暂时优势。适当服务水平不如理想服务水平稳定，它将随着竞争者承诺和提供更
高水平的服务而迅速提升。如果公司服务水平开始时只是略高于适当服务水平，竞争者很快
就会侵蚀这一优势。为发展忠诚顾客特权——稳固的顾客忠诚，企业不仅要不断持续超越适
当服务水平，还要努力达到理想服务水平。卓越的服务可以强化顾客的忠诚，让竞争对手无
可乘之机。
服务商也会考虑竞争对手的情况来决定要怎样向顾客承诺服务。在第 14 章中我们将讨
论向顾客做出承诺的多种技巧，在这里我们先讨论两种可选方案。第一，如果销售人员知道
在本行业中没有哪个竞争者能够履行这种夸大的服务承诺，他可以向消费者指出该事实从而
反驳竞争对手的承诺。第二，服务商可以在服务销售之后为消费者提供“现实检查”服务。
本书的作者之一曾从建筑商手中买了一幢房子，通常情况下为了促成交易，服务商会做出关
于房屋质量的高于现实的承诺，在这次交易完成之前，建筑商邀请作者一起对房屋进行最后
的检查，来到新房，建筑商指出每幢新房都有 3 000 ～ 5 000 个基本组成部分，根据他的经
验通常新房都存在 100 ～ 150 种缺陷。经过这次“现实检查”，买主认为房屋中仅发现了 32
种缺陷真是相当少了。

小结
本章通过运用顾客服务期望的本质与决

想服务受到个人需要、个人服务理念、衍生

定因素的概念化模型，说明顾客持有两种类

服务期望、明确的服务承诺、含蓄的服务承

型的服务期望：①理想服务，即顾客希望得

诺、口碑传播和消费经验等因素的影响。适

到的服务；②适当服务，即顾客愿意接受的

当服务的影响因素包括可感知的服务替代和

最低水平的服务。理想服务相比适当服务较

环境因素。无论是对于最终消费者还是组织

少发生变化。处于这两种服务期望标准之间

消费者、纯粹的服务还是产品附加服务、有

的部分为容忍域，不同顾客的容忍域不同，

经验的消费者还是没有经验的消费者，这些

同一顾客的容忍域也会扩大或者缩小。

期望的来源都是相同的。

顾 客 期 望 受 各 种 各 样 因 素 的 影 响。 理

讨论题
1. 理想服务和适当服务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
服务营销人员需要理解这两类服务期望？

2. 回想你最近的一次服务消费，哪些影响服
务期望的因素在你的决策中最为重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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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影响这些因素？
6. Consider a small business preparing to buy a computer system. Which of the
3. 为什么理想服务期望比适当服务期望更
8. 你认为你有不现实的服务期望吗，具体是
influences on customer expectations do you
believe will be pivotal? Which fac稳定？ tors will have the most influence? Which factors
哪些？服务市场营销人员应该试着去满足
will have the least importance in
this
decision?
4. 本章在“技术亮点”部分所讨论的技术变
不现实的顾客期望吗？
7. What strategies can you add to the Strategy Insight in this chapter for influencing
革是如何影响顾客期望的？
9. 在你看来，什么类型的服务公司有效地建
the factors?
5. 试举几个由于公司明确的服务承诺被夸大
立了顾客特权（即稳固的顾客忠诚）？
8. Do you believe that any of your service expectations
are unrealistic? Which ones?
而使你不满意其服务结果的例子。
10. 从直觉上讲，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期望顾客
Should a service marketer try to address unrealistic
customer expectations?
9. In your opinion, what service companies have
effectively built customer fran6. 假设有一小型企业欲购买一套计算机系
对服务有较宽的容忍域，但是如果顾客的
chises (immutable customer loyalty)?
统，你认为哪些影响顾客期望的因素是关
容忍域的确较宽的话，对于服务上乘的企
10. Intuitively, it would seem that managers want their customers to have wide toler键性的，哪些因素是最具影响力的，哪些
业而言，获得顾客忠诚是否更加困难？服
ance zones for service. But if customers do have
these wide zones of tolerance for
因素在这次决策中最不重要？
务优秀的企业是否应努力使顾客容忍域变
service, is it more difficult for firms with superior
service to earn customer loyalty?
Would
superior
service
firms
be
better
off
to
attempt
to narrow customers’
7. 对于“战略洞察”，你能补充什么策略来
窄以便降低来自平庸企业的竞争？
tolerance zones to reduce the competitive appeal of mediocre providers?
11. Should service marketers delight their customers?

练习题
1. What factors influenced your expectations of this course? Which were the most
Exercises 1. 哪些因素影响你对本课程的期望？哪些是
务做一下预测，接受服务后，记下你的期
important factors? How would your expectations
change if this were a required

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这是一门必修课，你
望是否得到了满足或被超越。这些问题的
course? (Alternatively, if this course is required,
would your expectations change
if
this
were
an
optional
course?)
的期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反之，如果本
答案与你期望再次选择该服务公司有何
2. Keep a service journal for a day and document
your use of services. Ask yourself
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你的期望会有
关联？
before each service encounter to indicate your predicted service of that encounter.
所改变吗）？
3. 举出服务超过你期望的
5 次经历。这些经
After the encounter, note whether your expectations
were met or exceeded.
How
doe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relate to your
desire to do business with that ser2. 写出一天的服务日记，记录你对服务的使
历是否改变你对相应服务公司后续服务的
vice firm again?
用情况。在每次服务接触前自己对这次服
看法？若改变，会以什么方式？
3. List five incidents in which a service company has exceeded your expectations.
How did you react to the service? Did these incidents change the way you viewed
subs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each of the companies? In wha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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