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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损失控制。 
提高客户满意度指南

Scott Howard Consulting 的 Scott Howard



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 

开发者大会 (DevCon) 是 FileMaker 
举办的年度开发者会议，在此期间
举办深入了解相关知识的课程、特
殊兴趣会谈和面对面讨论会，此外

还提供与众多 FileMaker, Inc. 员工
和经验丰富的 FileMaker 平台开发者
建立联系的机会。DevCon 是汇集全
球 1,500 多名 FileMaker 从业人员的
重要聚会。



电子书目录

为何担忧？……….............…............................................ 

从负面体验中恢复客户关系的五个步骤………..............… 

第 1 步：快速响应……………….…………..………….. 

第 2 步：用心倾听………..……………….……..……… 

第 3 步：承担自己的责任……….……………….…..…. 

第 4 步：达成计划…….……………………..………….. 

第 5 步：执行………………….…………………..…….. 

何时解除客户关系…………….....………...………..…….... 

忠告 1：做好记录…………….....………...………..…........ 

忠告 2：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 

后续步骤…………………………………………….....……..

4

5

6
9

11
13
14

16

18

19

20

3

欢迎
 
这本电子书根据 Scott Howard 在 
2017 年 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上的
演讲 “超越损失控制。逆转负面客
户体验” 编制。  

Scott 是 Scott Howard Consulting 
的所有者，在 FileMaker 平台开发
领域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  

Scott Howard Consulting 是 FBA 
白金 (FBA Platinum) 会员，曾为地
区检察官办公室开发垂直市场案例
管理 App。公司客户遍及全美的众
多行业。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docs/DOC-8276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docs/DOC-8276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docs/DOC-8276


为何担忧？

作为开发者，我们都在从事客户服务
业务。无论您为 “外部客户” 开发还
是与最终用户或主管等 “内部客户” 
协作，打造积极的客户体验对于不断

取得成功和发展都至关重要。

您应始终考虑以下事项：

4

客户分享负面客户服务体验的可能性比分享积极体验
的可能性高两倍。

因服务问题导致客户购买竞争对手产品的可能性比因
价格或产品问题所导致的这种可能性高出四倍。

12 次积极的客户体验才能弥补一次消极的体验。

来源：salesforce 博客

https://www.salesforce.com/blog/2013/08/customer-service-sta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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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面体验中
恢复客户关系
的五个步骤

01
每个人都寻求幸福快乐，无一例外。
虽然方式各异，目的始终如一。有的
人奔赴战场，有的人远离战事，他们
持有同样的愿望，只不过看法不同。
愿望不会一步达成，但对目标的追求
从未停息。人们行事为人，无非出于
这样的动机，甚至有些人不惜为此结
束生命。

— Blaise Pascal, 
Pensées, VII.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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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  
快速响应

在衡量客户服务时，有一个指标是平
均恢复时间 (Meantime To Resolve, 
MTTR)，该指标表示从您意识到问题
到找出解决方法所花费的时间。  

您开始与客户沟通以及做出令客户满
意的答复，这两者所花费的时长也存
在直接的关系。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
拖延的时间越长，能做到令客户满意
的可能性就越小。

您的响应时间直接影响客户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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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inkhdi.com/~/media/HDICorp/Files/Library-Archive/Insider%20Articles/mean-time-to-resolve.pdf
http://www.thinkhdi.com/~/media/HDICorp/Files/Library-Archive/Insider%20Articles/mean-time-to-resolv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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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于未然

尽快致电主要利益相关者，让他
们知道您希望了解问题所在并找
出解决方法。  

如果对方未接听电话，请不要在
语音信箱中做长篇解释。您可以
留下一条简短的消息并发送电子
邮件，表明您正在关注他们的问
题或投诉。

为及早行动做准备

深呼吸 

开展调查 

与您的员工交谈 

衡量您的方案 

致电客户或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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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客户时，速度优于
成效

一项调查的受访者表示，相比缓
慢但有效响应问题的品牌，他们
更愿意推荐快速但低效做出响应
的品牌。 

出于意料的是，相比虽有效但缓
慢的响应，不做响应的效果反而
更好。 

有负面体验的客户推荐这家公司的意愿：

33%  

17%   

19%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转变客户关怀为 “社会关怀”，
摆脱竞争压力。

如果客户得到快速但
低效的响应

如果客户得到缓慢但
有效的响应

如果客户未得到公司
的响应

https://hbr.org/2012/12/turn-customer-care-into-social
https://hbr.org/2012/12/turn-customer-care-into-social
https://hbr.org/2012/12/turn-customer-care-into-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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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用心倾听

2012 年，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倾听研
究机构开展了一项赋能授权调研，这
些机构制定了几个冲突解决计划，旨
在将观点对立的群体聚在一起，从而
加强对反方群体的理解。 

调研结果认为，对于被剥夺权力的群

体而言，达成和解最大的障碍是他们

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被忽视了。

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是 “倾听”。第二件
事、第三件事和第四件事，还是倾听 

— Studs Terkel，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  
     演员兼广播员

“ “
来源：哲学博士 Paula J. Caplan 的《倾
听的惊人力量：恭敬的倾听比道歉更有
帮助》，2011 年 4 月 1 日发表于 
Psychology Today Online。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science-isnt-golden/201104/the-astonishing-power-listening.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science-isnt-golden/201104/the-astonishing-power-listening.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science-isnt-golden/201104/the-astonishing-power-listening.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science-isnt-golden/201104/the-astonishing-power-listening.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science-isnt-golden/201104/the-astonishing-power-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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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是令人感到受重视的
简单途径

让客户讲述而不打断他们，这样能让

他们感到放心并突出您想要解决问题

的意图。花些时间充分了解他们的问

题，并针对相关的问题予以询问或答

复，这一点非常重要。 

耐心倾听，筹划解决方法 

不要讲话 

耐心专注 

询问问题 

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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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
承担自己的责任

发生冲突时，双方往往会相互指责对

方的过错。结果是双方陷入攻防模式，

导致分歧再度升级或被搁置，双方不

再积极寻求解决方法。避免跌入这个

困局的有效方法，是承担自己对问题

的责任。 

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认自己的过错 

不指责他人 

即便是群体性的错误，您也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 

诚实、透明、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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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的力量 

针对客户在 eBay 的一家德国批发商网
站上发布的 600 多条冷淡或负面的投
诉，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
人员开展了一项跟踪调查。   

公司针对半数的投诉给予简短的道歉，
并请求客户撤销投诉。   

针对另一半的投诉，公司提供了小额

现金退款，作为撤销投诉的补偿。在

接受道歉的客户中约有 45％ 撤销了投
诉，而得到现金补偿的客户中只有 
21％ 撤销了投诉。

撤销负面评价或投诉的客户：

45%  

21%    

接受道歉后

得到补偿后

来源：The Conglomerate，“道歉的力量”

http://www.theconglomerate.org/2009/10/the-power-of-an-apolo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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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愿意付出多少努力？
做出何种程度的承诺： 必须考虑的事项：

我们做什么才能解决问题？
投诉是否合理？ 

您是否能解决问题？ 
您有哪些方案？

我愿意为解决问题付出多少努力？
无偿工作 

退还费用 
免费提供产品或服务

如果您需要研究这些方案，请安排 
快速跟进

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是否可以到后期再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您无法解决问题会怎样？
声誉受损 

收入损失 
可能遭到诉讼

第 4 步：
达成计划

您必须确定双方都愿意通过达成计
划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承
诺，一旦再发生冲突，协商可能会
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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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
执行

在快速行动、认真倾听、查明问题并
承诺协作寻求解决方法之后，您必须
制定一份详细的书面计划，并执行这

项计划。 

诚实地看待自己，确保您能落实商定

的计划。 

执行解决方案

与客户确定后续步骤 

设立切实可行的阶段目标和最后期限 

全力以赴，兑现承诺 
 
 

沟通，沟通，再沟通

- 设置工作进展和会议提醒 
- 为制定解决方案安排固定时间 
- 安排所需的人员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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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

跟进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明您正在
倾听，并肯定您很重视与自己交涉
的人，以及整个事态发展。  

即使工作出色，如果不及时跟进，
您的客户可能会认为您并不真正关
心他们。 

跟进表明您的关心

70%   客户流失是因为感觉公司对他们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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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解除 
客户关系

02
解除客户关系的六个理由 
在开展业务的初期，您可能愿意与每一位客户合作。不过，并非每一位客户都
值得合作。不佳的客户关系带来的情绪、体力和精力上的消耗可能致使您无法
享受工作的乐趣，影响您为其他客户专心服务。有些时候，舍弃那些阻挡您步
伐的客户对发展业务来说有益无害。

1. 他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2. 他们希望不劳而获

3. 他们经常延期付款

4. 他们不听取您的看法

5. 他们对您不予回应

6. 他们缺乏基本的尊重

来源：《福布斯》：“解除客户关系的六个理由”

https://www.forbes.com/sites/allbusiness/2014/05/06/6-reasons-to-fire-a-client/#6b20ccc2c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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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压力超过创造价值

这些客户可能付费可观，但您对工作

的满意度较低，因为整个项目拒绝采

纳您的建议，阻碍您发挥专业技能，

您不太可能为完成这样一个项目而感

到自豪。如果您发现自己陷入这种处

境，可以礼貌地说明想法，按照客户

喜欢的方式完成工作，然后明智地进

行下一步。

进行下一步时应如何做： 

展现专业精神 

礼貌，但直言不讳 

做好记录 

制定退出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解除合作关系的时间和方式 

针对您付出的时间收取费用，包括取消的会议，突出您的时间很宝贵

来源：《福布斯》：“解除客户关系的六个理由”

https://www.forbes.com/sites/allbusiness/2014/05/06/6-reasons-to-fire-a-client/#6b20ccc2c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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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 1：  
做好记录 

记录对软件开发而言至关重要。在解

决冲突的过程中，提供记录有助于跟

踪项目的各个环节，帮助您找到解决

方法。 

记录主要用于开发、维护和知识转移，

同时也要用于跟踪整个过程中对客户

所做的变更和承诺。

在记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事项：

您设定的期望 

在会议期间做出的承诺 

尽可能在记录中使用图片 

举例说明 

清晰简洁，易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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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 2：  
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

错误是宝贵的经历。然而，要从错误

中有所收获，您首先应当将它视为工

作中无法避免却能让您受益匪浅的重

要环节。您必须以敞开的心扉和开放

的思想来接纳错误。  

只要乐于从经历中学习和成长，就能
转败为胜。

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成功的垫脚石。
告别过去，不要刻意忘记，也不要
拘泥其中。别让过去的错误继续耗
费您的精力和时间。

— Johnny Cas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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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构建定制化 App 的
初期准备

构建

开始构建您的
定制化 App

部署

与团队分享您的
定制化 App

三部指南可以帮助您规划项目、构建您专属的定制化 App，
并借助这些指南为团队部署您的 App：

观看 Scott Howard 完整的 DevCon 演讲：

后续步骤
03 超越损失控制。逆转负面客户体验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www.filemaker.com/cn/custom-apps/index.html#fm-video-common-business-challeng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acYdGt7zs&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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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aker.com/cn 学习网站为您提供定制化 App 学院 (Custom App Academy) 
培训教程、网络研讨会、讨论会、视频和教材： 
filemaker.com/cn/learning/

官方 FileMaker 社区可在您与其他 FileMaker 用户和专家之间建立连接。获得问题
解答、观看视频并访问技术概览、使用指南文章、白皮书以及更多内容。 
community.filemaker.com/

FileMaker.com/cn 支持网站提供产品文档和知识库文章，帮助您做出购买决策并
指导您进行安装： 
filemaker.com/cn/support/

关注 FileMaker 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

在线学习、培训与社区查阅 
资源

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源，在您使用 
FileMaker 平台开发定制化 App 
的过程中获得帮助。

http://www.filemaker.com/cn/learning/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
http://www.filemaker.com/cn/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