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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你的商机捕捉系统 

 
 

这是 Cloe Blanchet ，现在我们会谈谈你的商机捕捉系统。 

 

首先，什么是商机？ 
 

商机是销售的第一步。这是有人已经显示出对你的解决方案，

您提供的的产品有兴趣。任何形态都可以是商机： 

 

• 它可以是在你的网站的任何形式，例如「联系我」的形

式或「订阅我的通讯」形式或「填写表格以收到某些东

西」形式。 

• 也可以是名片或您在网络事件接收的联系人列表。 

• 也可以是有人向你打的电话。他们可能已经看到您的网

站，或已经直接联系你或他们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认识

你并与您联系。你甚至可能对在你的网站装置了「即时聊

天」功能，所以他们可能以这个方法打电话给你。 

• 或者，可能是从家庭或朋友或经商的朋友引荐。 

• 最后，商机可以是你在社交媒体或论坛联络过

的人。 
 

因此，商机捕捉系统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组织和管理在线

和离线的那些潜在买家。可以让你系统地遵循这些并把它

们转换成销售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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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不能只使用我的电子邮件？ 
 

基本上你可以！ 
 

但 Gmail 只能同一时间处理少量商机。如果你只打算有少于

三十名客户，那么你实际上是可以用 Gmail 开始。 

 

但如果用 Gmail，你需要发送个人通信给每一个人，很难完

整保存每个人的纪录。你不能横跨多平台遵循这种行为。但

是，如果你开始时只有少于三十个商机, 

 Gmail 可能是一种选择。 

我应该选择那一个系统？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Infusion soft 是一种相对昂贵，但花俏而且相当复杂的系统。 

 

你有很多简单商机捕捉系统，例如 mail chimp 及  aweber。  

Sales force 也是一个复杂的销售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要选择哪一个？ 
 

你想建立一个系统能整合并连系其他系统，并且业务能像搭

棚般增长。不同的系统处理不同的事情。 

 

这里有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还有电子邮件营销系统和发票系

统。因此，每个系统都其作用，你可以转换这些系统完成所

有的事情，但最好是按不同的应用选择正确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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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机捕捉系统以表格开始；捕捉一个人的详细联系方

式。您可以使用表格进行销售和市场营销或客户的反馈和任

何支援。 

因此我们会介绍两个系统。 
 

GMAIL 
 

第一个系统是一个简单的系统。我们会使用 gmail 并添加

「活跃收件箱」。 

 

因此，在您的网站；假设你有一个 Weebly 网站或

WordPress 网站。在 Weebly 网站，你可以使用内置的表格，

把表格拖拽到您的网页，该表格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提醒你，

你有一个新的联系人。同样在 WordPress；你可以使用

WordPress 表格。某人填写表格，你会在你的电子邮箱中收

到邮件。 

所以，当你收到电子邮件，你要做什么？ 

在 Gmail 中，你可以标记和过滤电子邮件。例如，如果某人

进来，他们已经登记了「通讯」，你可以标记他们为「通

讯」，如果某人已下载东西，你可以将其标记为「下载」。

您还可以标记他们为「用户」，所以如果有人想从你得到新

信息，或一个潜在的「商机」，即是某人对你的产品有兴趣

或「热商机」，即是某人已向问你询问其他信息，真正想与

你联系。 

资源如何在 Gmail 使用标记/标签 

你可以把邮件储存到文件夹中。你可以为潜在客户和客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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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相关的文件夹。而在 Gmail 中，你也可以建立行动或把

gmails 转换成行动。Gmail也与您的日历和任务同步。 
 
 

但如果你有活跃收件箱，你可以做更多。这是活跃收件箱的

屏幕例子... 

 

• 因此，从电子邮件，您可以在您的 Gmail 窗格

建立行动和管理所有行动。 

• 您可以标记电子邮件方便跟进。 

• 你可以将它们标记为等待，让你知道他们是什么。 

• 你也可以把行动时间和后续的需求记下。 

• 您可以在电子邮件添加注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所以，

如果你点击电子邮件和添加备注，例如当有人希望你与

他们联系，你致电他们并有电话交谈，您可以添加有关

电话交谈的详细信息作为笔记。然后您可以建立任务并

链接到电子邮件。例如，你有一个电话交谈，有人要求

你发送了一本小册子或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建立一个

小任务，跟进并发送信息。 
 
 

这是建立联系人管理系统的最简单方法，让您能跟踪所有

的商机。你将商机分类和你确保会进行跟进并不会错失任

何人。 

 

Wufoo 
 

第二个系统是增长系统。你有多于三十个商机，你真的想有不

断增长的业务。所以同样，在你的网站放上表格。我们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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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学院所使用的表格系统叫做「wufoo 」。我们使用

Wufoo 是因为当有人填了表格，Wufoo 会将资料发送到多个

位置。 

 

1. 它会发送电子邮件到您的 Gmail 帐户提醒你，你有一

个新的联系人请求或一个新的商机并包括表格内的信

息。 

2. 这会在 Capsule CRM 建立一个新的记录。Capsule 是

一个联系人管理系统，我会向你进一步讲解。 

3. Wufoo 也会在你的 mailchimp 列表中建立的新用户

记录。而 mailchimp 是用于你的新闻订阅和自动应答

的系统。自动应答或自动应答系列是当有人填写表格，

你会自动发送邮件给他们。 
 
 

那我们为什么使用 Wufoo 表格？ 
 

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自定表格的外观和感觉，你可以建立和使

用多种表格。所以，如果你要举办活动，你可以有一个「活动

报名」表格。你也可以有「与我联系」的表格和「订阅我的通

讯」的表格。透过 Wufoo，当有人在表格输入资料，Wufoo

会把信息推到多个系统。我们已经提及Gmail和Capsule。 

Gmail 是一个电子邮件程式, Capsule 是你的客户关系管理程式，

Mailchimp 是你的通讯程式和 wufoo 可以与 Stripe 整合的支

付系统，也可能与会计系统如 freshbooks。所以，当有人填

写表格时，它可以将信息推出到很多不同的系统。Wufoo 是

一个非常强大的表格系统，可以包括「规则」功能。例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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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人说他们希望在下周开始训练，那么它可以取消表格上其

他要问的问题的形式，也可以标记为「热商机」。它可以标记

它们，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能够分析和过滤销售线索，

这样你可以专注于那些最有可能转换成销售的人，而其他任何

人会定为不太重要。 

 
 
 

Capsule CRM 
 

所以，有人要填写表格和他要经过客户关系系统，而我们在

国际教练学院所用的是 Capsule CRM。我们已经尝试了很多

不同的系统，我们试用过非常复杂又花俏的系统，又试过一

些可以处理所有事情，最后我们发现 Capsule 比较易于使用

和易于训练别人。您可以在您的 iPhone 或平板电脑或电脑

使用它。 

 

Capsule 可以向你提供你的客户整体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们的社交媒体概况，电子邮件地址和他们所有的联系历史，

他们已填的表格。它连接 gmails，可以添加你所有的电子邮

件联系。你可以加入任何你与他沟通的人，你可以有你曾经

交谈过的完整历史。例如，如果你有电话交谈，您可以添加

注释。 

 

您可以限定您的商机。因此，可以把商机添加标签，例如

「用户」，「商机」，「热商机」。你可以记录你的商机来

源。你是否在工作坊或群体活动见过他们，还是他们是来自

Facebook 的广告或是您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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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ule 可以让你限定你的商机，让你知道他们到底是

谁和他们如何找到你。 

在 Capsule 你可以创建任务来管理这些商机。因此，「给他

们更多资料」，「致電他们」，「给他们发邮件」。添加小任

务，让你记住针对该客户要做的事情或确认你的客户。而你在

Capsule 的任务，你可以在每天的日历看到。 

 

您还可以使用 Capsule 来管理你的客户。一旦他们成为客户，

您可以上传和添加文档，您可以添加注释，并用它来安排辅

导课，所以它的真正很棒的小系统。 

Capsule 可与 Gmail 整合。因此，通过电邮你的客户的任

何沟通会显示在 Capsule 的记录，并与 mailchimp 整合。 

 

Mailchimps 是你的通讯系统。你可以看到商机进入 Capsule，

你可以组织这些商机。你可以把列表发送到 mailchimp，然

后做邮件营销或向他们发送新闻讯。 

 

It 它是与 freshbooks 整合的一种会计系统。所以你可以向

您的客户开发票。 

 

并与 Wufoo 整合。Wufoo 是联系人或商机进入 Capsule 前

的表格。它与很多系统整合。现在，你可以使用 Capsule 处

理所有事情。Capsule 还包括一个表格。所以，你可以将表

格放在您的网站，它会带到 Capsule 系统。但如果你需要多

于一个表格，那么你需将 Wufoo 表格加入 Capsule 中。 

填写表格的人会送到你的客户管理系统，他们也会自动转

到在您的电子邮件营销列表中的用户。这就是为什么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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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chimp 的原因。你的市营销或联系要得到这些客户的允

许。透过 Capsule，您可以相同电子邮件同一时间发送给很

多人。 
 

但 mailchimp 是一个实际的 mailout 系统，人们可以选择取

消订阅您的电子邮件。你不想将垃圾邮件发给别人吧。你想向

其他人发送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你真的需

要用 mailchimp 发送大量电子邮件，而不是通过你的

Capsule 或您的 Gmail 帐户。所以如果你要群发邮件，你需

要有一个适当的电子邮件营销体系。Mailchimp 还包括自动

回复。因此，如果有人填了你的表格，你就可以向他们发送了

一系列电子邮件。因此，他们在填写表格的第一天得到电邮，

一星期来他们得到的跟进电子邮件如「你是怎么找到下载」或

「你有什么资料，我可以帮你吗」...... 

您使用的电子邮件营销系统发送大量信息到您的清单，并建

立报告。随着您的电子邮件营销，你需要想一想频率和相关

性。所以不要只浪费时间发送优惠，发送一些相关的有趣的

信息新闻和更新吧。因此，他们会想详细了解和点击你的网

站。 

 

最佳做法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最好的做法。 
 

我们在我们的网站有综合的表格。而这表格会输入到多个系

统。 

 

该表格链接电子邮件营销程式- mailchimp，和电子邮件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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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可以发送自动回复/多定时信息。 

 

那么他们的联系细节也会链接到你的 CRM 系统，客户管理

系统，让你分辨出商机只是一个订阅者，还是一个前景，或

当你标记和限定商机的前景。因此例如，如果有人刚刚给你

电子邮件地址，那么也许他们不是想与你对话。如果他们给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和自己的手机号码，而且他们已经说会给

我打电话，那么他们就是热商机。 

這兒有一个过程是用作跟进这些商機。只是订阅者的将只會

每个月收到你发送的简讯。有人填了表格，并说：「联系我，

我想预约」，他便会进入每天跟进的系统。 

而这一切关系到我们在内容营销课程中的内容营销和促销活

动。这是你的整体销售和营销战略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行动步骤 
 

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商业模式和销售目标。你要成为一对

一的教练？或者，你想成为小组教练？什么是你的销售目标？

你想有三十名以下的客户？或是想要多于一百名客户？你会

怎样宣传您的业务？你会有简讯或是你打算通过协会或网络

来促进你的业务？因此，确定你的业务目标，确定你的商业

模式和你的销售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参考课程中其

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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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CRM 系统和选择一个。我们已经谈论 Capsule，但

也有其他可以在你的 iPhone 或其他使用，它们会更为复

杂。 

当中有很多是免费试用，所以选择一个并开始使用它，看看

它是否适合你。看看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你可以使用其

他系统。他们大多数容许汇出内容。所以，如果可行，转用

其他系统吧。 

 

并透过该系统，在您的网站加入表格，如「与我联系」表格，

「订阅者」表格，「采取行动」表格。采取行动石参阅销售

单元，看看这是什么。 

 

请记住这是你的系统，它需要为你工作。你确实需要一个商

机捕捉系统。但你还是可以使用笔和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