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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法規、消費者
等等變化，導致品牌

不知道該採取哪些策略
以保持市場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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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 cookie 逐漸面臨淘汰，隨

之而來的是因為失去第三方 cookie 

而導致辨識顧客的方法失靈，造成

品牌與行銷人員困惑。這種失靈讓

某些企業或品牌無法順暢運作，而

各種市場變數導致目前不易瞭解應

採取何種行動以保持領先地位，同

時又符合正在討論的新規範。

本指南中，我們將探討隱私規範簡

史（圖1）、品牌或企業如何掌握

第一方數據所創造的未來機會，以

及必須著手解決的關鍵問題，以便

擺脫在新時代所面臨的困境。



2018

2020

2021

此後，一般數據保護規範（GDPR）開始在歐
洲、中東和非洲生效，為蒐集及處理數據的數

據管理者樹立指導方針。此規範列出數據合法

處理的六大基礎，包括得經歐盟居民明確許

可，才可蒐集其數據。

品牌企業處理「敏感資訊」時，例如種族、族

群、宗教、政治史、病史、財務紀錄或性向

等，必須獲得個人同意，即便處理內容屬於另

外五項法令基礎之任一範疇亦同。

接下來是加州消費者隱私保

護法（CCPA），規定數據擁
有者在銷售 16 歲以下加州居
民的使用者數據時，必須取

得個資當事人同意。加州的所

有居民皆有權隨時取消對銷售

數據的同意，要求數據蒐集的

透明度，甚至允許被遺忘。此

外，Google 宣布Chrome 瀏覽
器將於 24 小時後刪除第三方 
cookie。

2021 年 3 月 3 日，Google 宣布自 2022 年
起，Google 將不再使用第三方 cookie 或追
蹤，亦不使用外部身分識別圖譜。Google 
將更重視第一方數據，搭配使用其針對廣告

購買及供應端生態系統、以興趣為基礎的群

組聯合學習（FLoC）。Google 持續強化技
術規範，並提供新的指引。

2017

顧客隱私規範的歷史可追溯至

數十年前；但目前我們所看

到的隱私規範緊縮始於 2017 
年，Apple 在 Safari 中使用
智能反追蹤功能（ITP），這
是首次針對防止或封鎖第三方 
cookie 鎖定、追蹤 Safari 的個
人化設定所進行的重大行動。

GDPR 發展沿革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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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隱私規範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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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消費者隱私意識抬頭，行
銷環境持續演變。這些變化促
使 Google 做出改變，接下來
我們預期會看到哪些變化？

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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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規範將會擴大及進化

我們應該假設，規範範圍將會擴大及進化，並應進行規劃。如 CCPA 指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
國很有可能採用類似 GDPR 的制度。儘管美國不太會立即採取類似 GDPR 這類大範圍的規範，但
可能會出現類似規範。實際上，已經開始以州為單位實施相關措施；維吉尼亞州的顧客數據保護法

將於 2023 年生效。

第三方數據將受到更嚴格的監督

第三方數據是根據與顧客無直接關係的外部數據來源進行匯總而來。這些來源包含各種公開數據來

源，也包含轉售數據的通路平台，以取得透過顧客的各種互動所蒐集的數據。

只要遵守現行法規，目前在美國境內蒐集及使用第三方數據並無觸法之虞。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做

法將使得顧客與國會議員更加嚴格監督，造成指導方針更為嚴苛，而此類數據提供者很可能會結

盟，從而更注重第一方及第二方數據（圖 2）。

數據類型的品質不一

第一方數據為高品質。

第二方數據與第三方數據迅速降級。

第三方是數據「西部蠻荒之地」，
您不知道談話的對象是誰。

第一方數據最難蒐集，但也最有價值。

價值

第一 價值
（第一方網站行為）

高價值
（顧客與註冊潛在顧客）

第二 有限機會
（夥伴網站區隔 )

高機會
（顧客資料分享）

第三 (3
高機會

（第三方取得資產）

匿名 已知

機會有限

降級

（夥伴網站區隔）

（第三方cookie）

無論是第一、第二或第三方數據，已知
顧客（通過認證、PII等）數據為行銷帶
來最豐富的發展機會

圖 2－重視高價值數據類型

不受管制的科技巨擘將持續設定遊戲規則，改變免費網路的生態

行銷業者與科技巨擘間（包括 Google、Facebook 與 Apple 等），貓捉老鼠的遊戲無疑將越演越
烈。科技巨擘持續以自身產品設下規範，試圖遏止品牌行銷人員嘗試利用開放網路訊號以鎖定與追

蹤顧客的行為。免費網路與隱私規範兩者持續僵持不下。2021 年初，隨著 Chrome 宣布淘汰第三方 
cookie 與 Apple 讓使用者自行選擇是否封鎖廣告識別碼（IDFA），科技巨擘制定的規範限制開始凌
駕於法律之上，剝奪了消費者在所享有的免費網路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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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規定最終迫使媒體平台為了持續營利，向使用
者設置了收費的門檻，讓網路使用者創建帳號付費
登入，才能檢視以往免費的內容；想像一下，每當
你追蹤支持球隊比分的時候，都必須付費或登入。
在這個貓捉老鼠的遊戲中，科技巨擘扮演貓的角

色，而老鼠就是由廣告支撐起的免費網路。

隨著使用者為獲得資訊而持續登入、公開提供大量

數據，科技巨擘建構的數據圍牆和門檻越來越高，

對廣告業者限制也越來越多。廣告業者可將第一方

數據與潛在受眾推送至這些平台，但永遠無法拿回

個別顧客的數據，以便瞭解使用者所從事的行為。

如此一來，會使封閉平台日益壯大，而他們所擁有

的籌碼與優勢，對投資人來說，代表著越來越高的

價值。眾多不具備付費制或訂閱制的內容供應商，

欠缺如裝置 ID 與第三方 cookie 等通用制度，意味
著已淘汰出局。免費開放的網際網路概念已成過眼

雲煙。

「行銷業者與科
技巨擘間（包括

Google、Facebook 
與 Apple 等），貓

捉老鼠的遊戲無疑將
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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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絕大多數的品牌都高度依賴第三方
cookie（可能比他們所意識到的更多），也
面臨營運與行銷廣告有效性的中斷。為全盤
瞭解中斷情形，以及目前必須做出改變的迫
切性，品牌企業必須在第三方 cookie 造成的
問題完全顯露的同時，盡快處理 10 大關鍵問
題。此外，還需要定義本身能讓企業具備這
些必要能力的團隊。這件事情人人有責，不
僅限於行銷或 IT。

目前品牌必須 
解決的問題



未來的個人識別行銷將會如何影
響品牌呢？

產品與服務 銷售管道

網站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客服中心

自主性

法務／合規 人資財務

效率

企業領導力

策略與協作論壇 同理

代理商

數據與分析支援
（為 CoE 或內嵌於小組中）

決策／協調團隊

平台與賦能

共享營運服務

品牌與內容

於體制內制定邏輯

敏捷顧客體驗團隊

策略洞察

A組 B組 C組 D組 E組 F組

績效分析

數據科學

架構 行銷科技 應用支援

品牌 內容生產

持續發展 開發維運

店鋪／分店

BI 與數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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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C 領導群（由 CMO 主導，CEO、CTO 與 CFO 參與）

必要能力：

數據與數位轉型是以顧客為中心的行銷營運關鍵，而過去的營運模式將不敷使用。您必須訂定因時

制宜的策略願景，從願景到實現，設計以顧客為核心的公司組織、營運架構。若尚未就緒，品牌企

業整體必須瞭解並努力實現此願景，因為這需要團隊合作。若要設計以嶄新方式提供體驗的組織，

請採用如圖 3 所示之類似架構。此架構適用於當領導層注重將體驗策略和交付計畫，與團隊執行及
營運層密切結合時（由營運模型中的數據與技術團隊實現）。

Q1

圖 3－行銷功能模型



由顧客需求和／或行為所驅動的情感訴求
可辨識出誘發因素

搭配關鍵績效指標辨識出機會，
重視使這些機會成真的活動

在接下來的使用案例中包含
目前市場最佳和未來最佳的體驗解決方案

興趣旅程階段

顧客需求／行動

思考與感受

行動

接觸點

KPI

衡
量

顧
客
體
驗

考慮 購買 保留

個人化的
互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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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組織上下一致時，其成員必須根據顧客需求，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及行動，從體驗地圖（圖 4）開
始，此地圖超越一般以行銷管道與訊息為主的行銷規劃。此地圖將顧客與組織間的關係階段也納入

考量。深入分析顧客在各階段的動機與個人需求，以及提高顧客在使用產品與服務需求的特定情

境。然後能夠依照每個人的主要需求狀態和目標排序。

蒐集到這些數據後，貴組織必須在行銷、銷售、商務與服務間建立流暢數據流程，持續更新體驗地

圖並找到最佳使用案例，以達成業務目標。上述各個領域需要建立可推動行銷與業務 KPI、更深化
顧客參與的學習議程，從而創造更多顧客與商業價值。

圖 4－體驗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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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第一方數據（既有顧客
與潛在顧客）？

負責人：

CRM 與顧客忠誠度團隊、行銷團隊、顧客體驗團隊、網站／電商團隊

必要能力：

儘管品牌企業已經蒐集了一些第一方數據，但還

需要蒐集更多數據。若要蒐集更多數據，這些

在您網站上、通路中與銷售據點中出現的新訪

客，是最容易收集數據的對象。就從在網站上

增加第一方身分識別解析標籤開始。此類標籤可

運用連結至 CRM 中顧客身分辨識訊號的第一方 
cookie，例如既有顧客與更多潛在顧客的電子郵
件、行動電話號碼，或姓名與地址。

每個蒐集到的電子郵件地址、行動電話號碼與地

址，都是連結至第一方 cookie 的機會。品牌需
要發展出令人願意交換數據的內容、產品或服務價值，因為如果您希望顧客提供其訊息，便需要提

供某些有價值的事物。當品牌企業擁有豐富的第一方數據，就有機會利用此數據發展出更具說服力

的個人訊息。

欲將第一方數據策略發揮到極致，可從構成第一方數據的三要素（Holy Trinity）開始著手：

1. 登入與商務
擷取交易細節並將其連結至數位識別碼。

2. 電子郵件寄送量與流量
辨識出誰同意收到的行銷通訊內容。

3. 以顧客忠誠度操作及促銷活動輔助第一方數據策略
• 對高忠誠度的顧客表示感謝，並提供他們適合的獎勵。

• 擁有第一方數據可以讓品牌透過忠誠度計劃重新吸引流失的顧客。

Q2

「從在網站上增加
第一方身分識別 

解析標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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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行銷團隊、CRM 與顧客忠誠度團隊、數據團隊

必要能力：

說到您的顧客，貴企業應該在與顧客互動、創造豐富體驗的每個階段，賦予顧客數位價值，進而創造

企業價值。行銷人員通常會使用顧客忠誠度管理與促銷策略，如還本銷售、推廣方案、集點方案、遊

戲化行銷策略等，以提高顧客忠誠度，並吸引更多人選擇參與。透過使用第三方數據屬性取得多樣

化第一方數據，您可建構全方位的顧客個人檔案。下列兩種方式，可加速形成以身分識別為中心的策

略：

1. 透過促銷活動帶動規模與精準度
某些品牌企業習慣將促銷折扣視為加速銷售的方法，實際上促銷可活用於顧客旅程中的所有階
段，以達成特定行銷目標，如發現、購買、保留與宣傳。

參與中心（圖 5）中有許多活動，可將數種促銷活動整合成一項完整的銷售體驗。此類促銷活動
之設計深入分析從內容為主的體驗所蒐集到的行為，以強化第一方數據剖析（除擷取聯絡資訊與

個人數據以外）。

2. 顧客忠誠度規劃能創造一個互相串聯的體驗
忠誠度計畫提供蒐集購買與參與數據的長期解決方案，並隨著時間持續預測與滿足顧客需求，創
造持續性聯結。忠誠度計畫並非只針對特定層面，而是「隨時提供」，融入每次互動中。

冷知識

民調

民調

資料庫 私有身分
識別圖表

回答可獲得
25點名字

姓氏

電子郵件

提交

提交

註冊

促銷中心

參與中心

註冊 身分識別解析 以身分識別為中心的行銷

已蒐集識別訊號

電子郵件

姓名

行為

偏好

裝置

管道

參與

代碼上傳

影片

深入分析從內容為主的參與中心體驗蒐
集到的行為，以強化第一方資料剖析。

將參與促銷的顧客身分識
別解析為人員ID

如何取得多樣化的第一方數據圖表，
以建立全方位的顧客個人檔案？Q3

圖 5－參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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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品牌的個人化行銷程度與
轉換率？

負責人：

行銷團隊、電商團隊

必要能力：

若貴品牌企業無法辨識出造訪線上與線下通路的顧客，將會錯失良機，無法針對性地傳達提升營收

的訊息，以便與適合的對象互動。而這取決於識別個別受眾成員的能力。這種識別應針對顧客與潛

在顧客。

重要的是，在辨識過程中，從網站獲得已觀察到的既有身分識別訊號，並透過使用強化身分識別圖

表或數據庫（參照問題 2），提升識別度。當網站依上述內容增加第一方身分辨識解析標籤時，您
必須建立數據、行銷科技與廣告科技之間的連結，以便將影響力發揮到極致。使用網站上的個人化

引擎與基於數據驅動的數位燈箱廣告，造就專為訪客量身打造的網站體驗與內容。重新鎖定你的媒

體訪客，並利用電子郵件服務業者（ESP）整合傳送觸發式電子郵件訊息，如遺棄購物車提醒、低
庫存警告與補貨警示，以提高轉換率。少了第三方 cookie，您必須以新的方式重新鎖定訪客。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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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不仰賴第三方 cookie 數
據的情況下，展開有效的媒體計
畫？

負責人：

媒體團隊

必要能力：

因為跨平台屬性具備超快執行速度、高靈活度，以及克服孤島式報告的能力，是過去數位媒體產業

最常使用的方法。然而，近來的法規對此解決方案設下限制。要在沒有第三方 cookie 數據的情況
下，有效執行媒體計畫，媒體團隊必須採取以下三項行動：

1. 建立最大化使用第一方顧客數據的發展計劃
這並非設計欺瞞或迫使顧客放棄其個人資訊的快速方案。而是打造良好基礎，為顧客創造價

值，並溝通分享數據效益。如先前所述，應充分利用構成第一方數據的三要素，以應用在媒體

計畫中。顧客瞭解分享其個人數據時，可從品牌獲得的價值。同時，儘管顧客可能未意識到數

據為品牌帶來的效益，品牌很大程度上能夠看到效益，因為可以看到轉換率、ROI 與終身價值
將帶來急遽的成長。

2. 選擇與時俱進的媒體科技解決方案
如先前所述，當您已經建構第一方數據，並可全方位檢視顧客個人檔案後，便可在 Cookieless 
裝置上精準鎖定受眾，如聯網電視與搜尋範圍內的顧客受眾。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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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串連所有跨平台的數據？

負責人：

代表行銷團隊的數據與 IT 人員

必要能力：

是時候告別第三方、建構在第三方 cookie 上的
不透明，與功能不佳的身分識別訊號了。您該開

始建構您自己的第一方身分識別圖表，以獲取競

爭優勢。身分識別圖表儲存並管理橫跨各種來源

及平台的所有個人數據與相關識別碼。這項改變

並不容易，而從零開始自行開發解決方案並非明

智之舉。您也應考慮與提供透明諮詢性質的身分

識別解析與圖表業者合作，以迅速建立多樣化的

第一方圖表。可考慮一家在以下領域皆表現傑出

的業者： 

• 擁有實地調查及數位身分識別解析，可連接
跨所有第一方來源與管道的數據

• 有完整的 ID 圖表可提供身分識別解析資
訊，並在各行銷或媒體科技應用實現可攜性

• 擁有實現深入分析、建模與區隔的多樣化顧

客強化數據 

• 合法取得潛在顧客數據以補充第一方圖表，
有效獲取更多顧客

• 基於個人數據與非第三方 cookie 的數位媒體串聯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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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做好準備，意味著管理第一方數據和 ID，以及與顧客的第一方互動（這可以包括網站訪問、
大規模投放付費廣告等）。這些互動背後，此身分識別引擎不再仰賴第三方 cookie，主要處理第一
方數據與互動體驗，創造品牌層級的身分識別圖表。第一方圖表可透過可信任的身分識別合作夥伴

及以個人為主的第三方圖表進一步強化，在行銷科技與廣告科技平台中提升規模與可攜性。

目前與未來的身分識別圖表

目前行銷人員透過個人姓名和地址等顧客數據，建立其身分識別圖表。接著將電子郵件連結至個

人，並用以延伸至第三方 cookie 與裝置。這種使用數據的方式可提升可觸及性。 

您必須維護身分識別圖表的核心（姓名、地址與電子郵件），但應將投資重點放在透過第一方 
cookie 所蒐集的第一方數位身分識別。第一方 cookie 部署在顧客瀏覽器上，且僅限於某品牌網站。
第一方 cookie 提供將線上數位活動連結至身分識別圖表的功能。以這項連結為基礎，第一方生成的
可觸及機會可進一步產生最大效益。其他如 IP 地址與使用者操作系統（時間、瀏覽器版本等）等數
位訊號，可用於未來身分識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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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符合隱私規範的方式在企
業組織內部分享數據？

負責人：

IT 團隊、分析團隊

必要能力：

管制消費者數據處理與使用的規範數量不斷增

加。對於將第二方數據作為新的第三方數據使用

的興趣也與日俱增。第二方數據為兩個以上的當

事方決定共享以達到互惠的第一方數據。藉此，

品牌企業必須建構私有數據潔淨室，以分享並分

析具共同利益的數據。潔淨室為保障隱私的數據

環境，通常由第三方設置（圖 6）。這些環境內
不包含個人識別資訊（PII），企業或使用者亦
無法對 ID 進行反向工程，解析出 PII。這項做
法可大幅增加品牌以保障隱私的方式共享數據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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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將第二方數
據作為新的第三方
數據使用的興趣也

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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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數據潔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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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協作空間

此外，品牌與媒體平台必須與第二方建立合作關係，開發安全的標準數據分享方式。在數據分享、

拓展與活化方面，品牌必須將媒體平台視為掌握流量的合作夥伴，而非供應商。若雙方擁有的數據

有重複之處，可用來了解顧客正在進行什麼活動，例如購物等，以產生深入洞見、建立相似人群模

型，並支援進階衡量。舉例來說，汽車製造商與熱門汽車媒體平台間有部分重疊。這兩個組織可共

享數據的話，將有助於雙方更瞭解其共享的目標客群。

封閉平台也建立了潔淨室環境，在匿名環境中與廣告業者分享行銷績效數據，但仍嚴格控制使用。

接著將廣告業者的第一方數據加入潔淨室，檢視是否符合從平台所累積的數據。廣告業者以後便可

檢視數據類別間的差異，評估在封閉平台內的活動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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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科技與行銷科技的前景 
為何？ 

負責人：

行銷實踐（行銷科技）團隊、分析團隊、媒體團隊

必要能力：

總而言之，行銷科技將隨廣告科技的有效性而更顯強

大。目前的廣告科技中，需求方平台（DSP）供應商
在用戶端網站內放置 cookie 以蒐集顧客互動、目標、
方法與建立相似受眾。若您正在使用以 cookie 為基
礎的 DSP（廣告需求方供應平台），現在正是改用 
Cookieless 整合方案來購買廣告的好時機。廣告供應鏈
也正在趕上從第三方 ID，轉移至可讓廣告業者加入第一
方數據的「開放容器」的變革。這些開放容器被當作配

對加密 PII 的媒介（如散列的電子郵件地址），以支援
廣告供應鏈生態系統內的目標市場選擇與衡量。 

此外，市場將會看到媒體網路進一步拓展，以及利用

第二方數據分享策略，發展其身分識別圖表的大規模

媒體平台生態系統。這些共享圖表基於去除個人識別

的訂閱或會員模式，將在發布商和媒體網路生態系統

內，作為針對個人進行媒體行銷與追蹤的全新骨幹。最

後，Google、Facebook、Apple 與 Amazon 等科技巨
擘的封閉平台規模及不可滲透性將持續成長。 

而在行銷科技端，使用第三方 cookie 以辨識、蒐集與
選擇受眾的數據管理平台（DMP）將被淘汰，最好的證
明就是主要 DMP 業者推出新產品。品牌需要迅速從 DMP 轉移至 Cookieless 的方式。透過顧客數
據平台（CDP），您可開始建構、整合與測試 Cookieless 行銷科技整合，使用 Cookieless 訊號蒐
集聯結已知與未知的基本數據。然而 CDP 無法獨立運作，目前更是如此；您必須建立更廣泛的行
銷數據平台，以支援此新典範所需要的第一方數據整合管理的深度和廣度。隨著環境變遷，現在行

銷科技正在向廣告科技傳達訊息。廣告科技必須重新建構，因目前仍以第三方 cookie 數據為基礎。
儘管行銷科技不會大幅度改變（除了不再使用 DMP 之外），已知第一方數據的擷取、整合與管理
的重要性已更勝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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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變革下，如何衡量受眾 
與媒體？

負責人：

分析團隊

必要能力：

目前用來活化、管理與衡量受眾及數位媒體績效的方法經過長時間考驗，但正因為更多規範生效與

淘汰第三方 cookie 而面臨考驗。隨著當事人同意成為第一方數據使用時不可或缺的要求，第三方數
據活化在封閉平台內進化。除其他變革外，隨著紀錄層級數據在數據潔淨室與隱私沙盒中被撤銷及

取代，組織必須進化、改變與建立數據遷移計畫及長期策略，方能使用次世代受眾平台、身分辨識

解決方案，以及創新衡量方式，持續促進成長。 

這項發展將推動尋找合規且人性化的方式，來蒐集、增加及歸納第一方數據，使用以身分識別與個

人為主的新來源取代以 cookie 為基礎的 ID。隨著消費者選擇同意、登入及訂閱，這項數據可用於
建構與擴充正確受眾，同時強化衡量，以進一步瞭解哪些行銷策略對於業績有正向的影響。品牌企

業應率先重新思考進行行銷衡量的方式。方法包括驗證無需身分識別技術和第一方解決方案即可部

屬的衡量技術，以及那些仰賴隱私合規數據潔淨室中進行夥伴數據共享之更新典範的技術： 

1. 隨機對照試驗（A/B；市場匹配與市場比較）

2. 部署媒體與行銷混合模型，取代以 cookie 為基礎的屬性

3. 數據潔淨室環境內的封閉迴路衡量

儘管測試的成本不可避免，在正確部署的情況下，這項衡量方法可提供結果與行動，無論是檢視電

視廣告花費、搜尋的顯示影響，或其他相關 KPI。向受眾推播創意或體驗的能力將持續發揮效果。
而決定受眾會對哪些事物產生共鳴的能力，將成為強大工具，讓達成績效的旅程更事半功倍。 

目前的屬性歸因將會缺少正確的事件，導致無法適當部署。在此情況下，像是 Google Campaign 
Manager Attribution 等平台特定解決方案，將會納入越來越多比較建模確定性的結果。這些結果也
許與公司績效有所出入，也可能需要媒體混合模型（MMM）可支援的進一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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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優先投資哪些行銷管道呢？

負責人：

行銷團隊、CRM 團隊、媒體團隊

必要能力：

在第三方 cookie 被各大平台捨棄後，影響最大的是展示型廣告，因為展示型廣告主要利用第三方 
cookie 進行受眾鎖定和歸因。貴品牌應善用本指南資訊，規劃在生態系統變革時應如何加強競爭力
並依此進行投資。這將影響數據儲存、身分識別、數據傳輸、媒體購買與屬性，也是您必須最優先

處理的事項。

第二優先事項為將重點放在所擁有的平台上，尤其是網站與應用程式。這些是您最能獲得第一方數

據（無論是已知或匿名）的平台，與提升平台內體驗的身分識別相聯結，同時促進適用於數位媒體

的受眾發展。您的網站與應用程式是潛在顧客及顧客進行探究與交易的地方。必須取得這項資訊並

用於其他媒體，以實現重新鎖定訪客（除第三方 cookie外）及提供新受眾動力的創新方式。

當顯示型廣告與自媒體計畫完成後，接下來應該著重於定址電視與定址社群領域。這些通路使用第

一方數據，旨在獲得更多觸及能見度（並在某些情況下取得屬性）。但如先前所述，平台實際或潛

在的限制必須在回報與收益，以及其他可能更有效的通路間取得平衡。

Cookie 環境變遷對如直效行銷、SMS 與推播等傳統 CRM 通路的影響則較為輕微。例如，這些行
銷方式仍然是推動明確受眾行動的主要手段，應該編列同等或更多預算。但除了通路本身外，強化

這類通路功能性的數據會是所有行銷活動的重點，因企業持續集中管理數據資產，同時更有效地連

結數據點，以建立更明確的潛在顧客及顧客身分識別與剖析。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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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識別解析
規劃藍圖
行銷正處於大變革的時代，組織必須進化、改變與建立數
據遷移計畫及長期策略，方能使用次世代受眾平台、身分

辨識解決方案，以及創新衡量方式，持續促進成長。

若您尚未採取這些行動，有可能是因為您感到不安，或是

一長串的待辦事項令人望之卻步，但大部分的競爭者可能

也感同身受。若您已進行這些必要的業務變革，並解決我

們所列出的問題，您將會迅速看到改變所帶來的影響，以

及建立競爭優勢的轉型。要使您的品牌成長茁壯，可將重

點放在組織、技術與分析領域，以形成行銷方案的有力基

礎。您必須掌握正確的技術與數據，才能正確地分析，讓

組織設計與營運模式到位，進而從願景到實踐全程帶動顧

客參與。

您也無須孤軍奮戰。您可以和熟悉環境、瞭解即將來臨的

變革的夥伴合作，協助您藉此確認組織可能面臨獨特挑戰

與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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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kle 已開發出身分識別成熟度評估，協助您進一步瞭解風險與機會，讓您在 Cookieless 的未來無
後顧之憂。我們將使用領先業界的最佳應用與成熟度模型，檢視您使用的方法與身分識別用途。根
據此檢視結果，我們將根據身分識別解決方案與應用方案，提供詳細可行的建議，協助您實現業務

目標。我們亦可加入分析與組織要素，擴大評估範圍。

如需更多資訊，請來信至 info.tw@apac.merkleinc.com。

關於 Merkle 
Merkle 為數據導向顧客體驗管理（CXM）的領導企業，專門提供跨平台與裝置的獨特個人化顧客體
驗。Merkle 與財富千大企業及領導非營利組織合作超過 30 年，將其顧客群價值發揮到極致。企業
在數據、技術與分析領域的傳承奠定了基礎，讓 Merkle 在瞭解促進超個人化行銷策略的消費者洞見
上，掌握無人能出其右的技術。 
結合電通集團、績效媒體、顧客體驗、顧客關係管理、忠誠度與企業行銷技術的優勢，實現更理
想的行銷效果與競爭優勢。Merkle 總部位於美國馬里蘭州哥倫比亞，共有超過 12,000 名員工，
在美國、歐非與亞太地區各地設立超過 50 間辦事處。更多資訊，請致電 1-877-9-Merkle 或造訪 
merklein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