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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顧客為中心開創企業榮景

無論是數位與實體通路的整合，
或者對多元性的需求增加，上述
宏觀趨勢正逐步改變行銷職能的
面貌。品牌可從成長最顯著的同
業身上獲得何種洞察，以助自身
企業開創繁榮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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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8個月以來不僅重新定義了顧客參與策略，此變化也帶來了
前所未見的複雜性。以市場中正在發酵的宏觀趨勢為例，當人們身
處數位和實體通路不斷切換的消費體驗中，原按線性發展的顧客
旅程模式幾乎已不復存在。消費者期望獲得更多量身打造的客製化
體驗，但對企業獲取和使用數據的方式亦變得更加謹慎。此外，由
於人們希望只需按下按鈕便可獲得所需物品及服務，「便利」一詞
的定義也產生了改變。除了產品和服務外，人們也更加關注品牌背
後所代表的意義。換言之，若某品牌廠商僅一心追求最大化利潤，
那麼多數消費者甚至會在該企業提出任何優惠措施前，便放棄購買
其產品或服務。

這些趨勢在組織內部也衍生出同等複雜性。隨著 AI逐漸成為顧客
體驗的核心，各團隊無不爭先恐後地尋找合適的人才組合，以提升
並整合部門的創新與分析能力。另外，品牌業者亦致力於確保公司
的人才與其希望向消費市場提供的體驗一樣兼具代表性和包容性。
然而，擺在眼前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在市場預期達到史上最高水準
之際，行銷部門的預算卻縮減至創下新低紀錄。1

 

鑒於上述趨勢，品牌應如何在日益複雜的環境中成長茁壯？

本報告認為需從整體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品牌與顧客間的互動方
式。針對 1,000多名全球高階主管的調查顯示，成長幅度最明顯
的品牌（年成長率達 10%或以上者）正逐步拋開單點式解決方案
的包袱，改以全面性的觀點檢視整體顧客體驗，包括建立適用於
企業全體的目標宗旨，以及對顧客數據策略進行徹底改革。

《2022全球行銷趨勢報告》從高成長企業的經驗中汲取洞察，並
採用多面向探究法。除了針對來自五個不同地區的高階主管展開調
查外，更徵詢了全球 11,500名消費者的意見，並對來自全球領先品
牌的高階主管進行了18次深度訪談（詳情請參閱補充資訊欄的「研
究方法」）。整體而言，本報告不僅確立了七種以顧客為中心的行銷
趨勢，更提出了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360度全方位互動要素：
人、數據和體驗
在這個前所未見的時代中，為了向企業領導人提供有助於開創
榮景的發展藍圖，本報告將觀察到的趨勢區分為三個面向：人、
數據和體驗。

然而，這三者並非互相排斥，而是構成相互依存的系統。當三者
整合在一起時，便能形成動態顧客體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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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人為本
本報告最初提及的幾項趨勢關於品牌所服務的對象是一切的核心
基礎。 

宗旨：指引成長方向的燈塔
本章探討高成長品牌如何承諾和傳達其超越
營利目的影響力，並跳脫僅靠價格和品質競爭
的框架，為自身建立競爭優勢。

實踐包容性行銷
本章側重於說明行銷人員及其廣告內容如何
在消費者眼中展現品牌所代表的形象，而非僅
用於創造最大利潤。此外，隨著人口多元化逐
漸提升，且越來越重視自身族群的代表性，因此，
有必要確保品牌走在真正正確的道路上，否則
便有可能失去既有和潛在的客群。

打造智慧創意引擎
在快速變遷的世界裡，行銷人員需要的是能夠
追上文化發展腳步的人才模型。此一趨勢點出
品牌業者應如何打造創意內容，以更好地與當
今的世界產生共鳴。方法包括僱用具敏捷性的
創意和分析團隊以解決顧客問題，並招募新型
態的外部人才（例如將影響者（influencer）從
產品發言人轉換為創意代理商）。

TREND 4

建立數據 基礎設施
通路激增創造出無數的數據來源，但「多多益善」一詞在此情況
下卻未必適用。在某些案例中，今天可獲取的數據甚至隔天便可
能消失無蹤。對於如何在此日益複雜的數據環境中確立方向，接
下來的兩個章節將為企業提供相關指引。

在 cookieless時代下與顧客保持
互動 
隨著第三方 cookies逐漸式微，行銷人員應如
何面對數據漸趨匱乏的數位環境並預做準備。
此外，本報告也注意到在第一方數據策略的應
用上，高成長品牌廠商如何居於領先地位。

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
這並不僅限於朝第一方數據策略過渡的轉變。
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意味著將焦點轉移
到消費者身上，深入了解人們對個資應用方式
的看法，並設法在「覺得有益」和「感到不安」
之間尋找平衡點。

 

設計動態體驗
顧客體驗是前述所有努力匯聚而成的結果。因此，本報告的最後兩
章指出品牌如何將一切相互整合，以確保其創造的品牌體驗與希望
為顧客提供的動態解決方案相符。

深化混合體驗
本章闡述了品牌如何透過以人為本的設計原則，
在數位和實體環境中打造整合的動態體驗。

以AI強化顧客服務
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思考推出及時的優惠措
施和貼心的顧客服務如何協助消費者做出購
買決定。此趨勢亦揭露了如何將 AI與人工服
務相整合，使兩者的優勢徹底反映在整個顧
客旅程中。

上述趨勢彰顯出行銷在推動顧客體驗設計上的重要性，以增進人們
的信任，並滿足人性需求。



2022全球行銷趨勢

7

研究方法
為了在全球脈絡下對行銷和顧客體驗有更多認識，本報告展開了兩次全球性調查，對各地的企業高階主管進行了 18次深度訪談。

2021年 4月，「�球行�趨�高�主�意見��」對來自美國（62%）、英國（11%）、法國（9%）、日本（9%）及荷蘭（9%）等地，共計 1,099

名全球企業高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CEO）、行銷長（CMO）、資訊長（CIO）、
財務長（CFO）、營運長（COO）、法務長（General Counsel）和人資長（CHRO）詢問其看法。由於本報告側重於行銷和顧客體驗領導人
的看法，因此，有 50%的受訪者是由行銷長或擁有類似職銜者（如體驗長和成長長）組成，而其他高階職務的佔比則大致相當。

此外，所有受訪企業（公部門以外）的年營收至少為 5億美元，其中 73%企業的年收入更高達 10億美元以上。

2021年 5月，「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則針對全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費者展開了調查，包括美國、
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智利、南非、瑞典、英國、義大利、愛爾蘭、法國、西班牙、土耳其、瑞士、丹麥、葡萄牙、日本、印度和中國大陸。

另外，2021年全年亦進行了多場高階主管訪談活動，受訪者涵蓋 18位現任或曾任行銷長、顧客體驗長或執行長職務者。其洞見是本報告所述趨
勢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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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指引成長方向
的燈塔
品牌如何透過真誠的企業宗旨獲取競爭優勢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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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人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應超越追求
最大化利潤。根據2021年《愛德曼全球信任度
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
有68%的消費者認為自己有能力使企業做
出改變，86%的受訪者則希望企業執行
長能就社會議題表達意見。1不論是
創造更公平的世界、實現淨零排放
（net-zero emissions）或保護消
費者隱私，許多組織都在重新定
義自身存在的意義，以及如何發揮營
利目的以外的影響力。對許多組織而
言，以「企業宗旨」推展其大部分業務
和營運事務的想法，已從單純的期望躍
升為優先關注的策略重點。

許多組織正在重新定義自身
於營利之外的存在目的。這
促使其重新反思從產品交付
到員工及社區參與等大小事
項。究竟行銷人員在企業宗
旨的創建上扮演何種角色？

高成長品牌業者

將企業宗旨視為引導員工制
定決策的方式之一，較低成
長企業高出66%

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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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企業重新反思產品交付、品牌訊息乃至員工及社區參與策略
等大小事項，此種業務優先順序的調整帶來了更高的複雜度。把
這一切做好並與爭論選擇哪個品牌的消費者產生共鳴並非易事，
尤其是在價格和質量仍然很重要的世界裡。

宗旨：新的成長之道
然而，值得深究的是消費者是否真的會根據品牌本身所代表的意
義做出購買決定？持懷疑態度者可能會認為，儘管人們關心此類
議題，但價格等更傳統的購買標準仍然有主導地位。

在針對 11,500名全球消費者為對象的調查中，本報告發現，持懷
疑態度者所提出的觀點也許不無道理。當詢問人們為何從八個不
同類別的產業中（汽車、旅遊、服飾鞋品、美容與個人護理、家
用設備、家具、電子產品以及銀行產品與服務）挑選並購買特定
品牌的商品時，61%至 86%的受訪者皆將價格和品質列入前三大
購買標準內（換言之，幾乎每個回答都會出現上述兩項原因中的
至少一種）。

若僅就目前觀察到的資訊進行研判，本報告可能會假設：人們雖
表示自己關心最終產品交付之外的議題，但往往會根據自身購買
能力做出不同的採購決定。然而，實際情況可能更加複雜。

在深入挖掘之下，本報告發現除了價格和品質外，
消費者確實還看重其他標準，但通常會表現在較細
微的面向上。例如，本報告注意到：

• 在25歲及更年輕的消費族群中，有三分之一
的人將永續性視為購買美容與個人護理產品的
首要標準。

• 在挑選銀行產品與服務時，近四分之一受訪者
強調資料隱私是銀行業者能否獲得其青睞的關鍵要素之一。此
外，在B2B的商業領域中，圍繞著資料隱私運作的整體商業模
式亦應運而生。以企業平台公司OneTrust為例，其與財富500

強企業中的半數公司合作，並透過各項舉措來「建立信任」。
相關措施包括在下列各領域實施敏捷計畫，如隱私；安全性；
資料管理；治理、風險管理與合規性；第三方風險管理；道德
與合規性；以及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2

• 全球有57%受訪者表示，一般而言，自己對於致力解決社會不
平等問題的品牌具有更高的忠誠度（詳情請參閱「實踐包容性
行銷」趨勢一節）。

綜上所述，本報告觀察到一個明確的主題貫穿其間：儘管所有品牌
業者仍需提供價格和品質兼具的產品或服務，但這兩項要素主要涉
及商品特徵（或標配基礎），而非差異化因素。至於其他標準（包
括與企業宗旨有關的要素）才是競爭時的優勢所在。簡言之，企業
宗旨本身即蘊含較多的客製化和量身定製特性。

當品牌業者了解其服務對象以及該族群所特別關心的事物時，便
能將自身的企業宗旨轉變為具差異化的競爭優勢，並朝著消費者
期望的方向前進。

有證據顯示，致力於實踐企業宗旨的品牌正逐步獲得此競爭優勢。
在針對 1,099名全球高階主管進行的調查中顯示，與低成長率的
同業相比，高成長品牌（年成長率達 10%或以上者）正以截然不
同的方式將企業宗旨轉化為實際行動：即能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
企業宗旨的意涵。這種融合多面向的宗旨反映出全新的成長道路，
在與人們真正關切的議題有關的同時，對所有利害關係人更具平
等性和包容性。

本報告將探討企業及行銷人員如何跟隨這類高成長品牌的發展腳
步，並將顧客意見融入到組織的業務決策中，以確保自身能夠向
市場傳達並實踐企業宗旨。

這種融合多面向的企業宗旨反映出
全新的成長道路，且對所有利害關
係人而言更具平等性和包容性。 

宗旨：指引成長方向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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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融合多面向的企業宗旨
為成長奠基
高成長品牌業者如何更全面地活化企業宗旨？儘管高成長和低成
長品牌均將企業宗旨視為激勵產品和服務交付的手段之一（分別為
66%和 71%），但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將宗旨視為引導員
工制定決策的方式，且此可能性較後者高出 66%。此外，前者將
企業宗旨作為企業社會責任投資策略依據的可能性，也較後者高出
41%（圖 1）。

再者，高成長品牌廠商十分重視問責制，有 93%的業者表示已建
立與自身宗旨聲明有關的關鍵績效指標（負成長企業此比例則為
72%）。這些指標包括用於評估產品組合的指標（50%）；多元、
平等和共融指標（47%），以及員工考核流程指標（44%）。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說明：N=1,039且不包括公部門的回應數據。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1

高成長品牌會以整個組織的企業宗旨為優先考量
在您看來，以下哪項敘述能夠忠實反映出您所屬組織對企業宗旨的看法？ 

企業宗旨有助於激勵
產品和服務交付業務

企業宗旨是企業社會責任
投資策略的依據

企業宗旨有助於
引導員工決策

企業宗旨是傳遞
品牌訊息的基礎

正成長

負成長

+10%42%

36%

58%

35%

58%

41%
7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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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企業宗旨為實際行動
為了將企業宗旨轉化為差異化競爭優勢，品牌可根據本報告，從
消費者和高階主管調查中所取得之洞察採取以下行動：

• 從組織的「核心精神」著手，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觀完善宗旨
內涵。可用於定義組織的內部要素不勝枚舉，例如價值觀、公司
歷史以及企業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儘管影響程度較小），而這
些要素都是形塑企業宗旨的基礎。然而，正如本報告所載的消費
者調查結果，利害關係人的期望和價值觀也會影響企業宗旨的內
容，而不同的宏觀議題則會與特定的利害關係人群體和市場區隔
產生共鳴。

法國知名美容與個人護理品牌 Yves Rocher的全球執行長 Guy 

Flament表示，其組織宗旨「幫助人們重返自然的懷抱」主要
源自於品牌同名創始人的觀點。「我們的創始人堅信，失去自
然環境的人類終將走向消亡……重點不在於竭盡所能地開發自
然資源，而是盡力管理好人們的生活，並與自然共生共榮。」
因此，Yves Rocher的每款產品和體驗都旨在幫助所有利害關
係人，從員工到顧客乃至製造商，深入理解並實踐此宗旨。3

在決定著眼於哪些議題以發揮具體影響力時，組織應優先考量
自身的優勢所在，以避免企業過度關注其尚無力解決的問題。

• 企業的整體運作應以宗旨為依歸，並採行問責制。從產品交付到
員工考核流程，高成長品牌會更常檢視自身的宗旨內涵。建立關
鍵績效指標可幫助品牌持續將企業宗旨立於核心位置，並橫跨組
織上下使該宗旨保持一致。正如美國經典休閒鞋品牌 Keds的前行
銷長 Emily Culp所言，「謙遜的態度和必要的資源可使企業後退
一步，將目光拉遠以掌握每個可能的接觸點。例如，提供服務和
產品的廠商可要求賣場員工持續閱讀社群媒體評論和通話紀錄內
容」，以切實了解在所有利害關係人眼中，公司是透過何種方式
落實企業宗旨。4

• 行銷長應肩負起連結企業宗旨與顧客體驗的關鍵任務。UPS基金
會前企業關係負責人、非營利組織 United Way全球行銷長 Lisa 

Bowman解釋：「在詮釋品牌存在的原因（why）一事
上，行銷人員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要角，因為此一原
因（why）正是品牌的靈魂所在。」5 行銷長一
職擁有得天獨厚的地位，將顧客意見融入到
組織的業務決策，以及確保每個顧客接觸
點忠實反映企業宗旨。這包括品牌訊息
的傳遞、產品和服務的交付工作，以
及為負責交付這些顧客體驗的員工
提供所需指引。

例如，為了讓員工將企業宗旨和使命視為首要之務，全球知名
B2B科技公司 VMware特別就旗下產品線一一進行評估，以確
保能透過產品用例，與「激發創新以帶來持久改變」的宗旨保
持一致。此做法也有助於確保員工能將企業宗旨放在首位。6

企業唯有不斷致力於確保其宗旨回應利害關係人需求，並將這些解
決方案付諸實踐，方有望使自身的宗旨成功轉化為差異化競爭優勢。

宗旨：指引成長方向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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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研究報告
2021年 4月，「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針對
來自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及荷蘭等地，共計 1,099名
全球企業高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
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行銷長、資訊長、財
務長、營運長、法務長和人資長詢問其看法。

2021年 5月，「�球行�趨��費者�動��」針對全
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
費者展開調查。

有關上述兩份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引言一節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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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包容性行銷
以多元化、平等和共融贏得潛在客群青睞



19

2022全球行銷趨勢

1.9x
高成長品牌

設有與多元化、平等和共融相關之人才
目標，是負成長企業的1.9倍

較可能

行銷越來越重視廣告內容所傳
達的包容性訊息，但隨著消費
者組成日益多元化，各消費群
體皆期望品牌能夠兌現其廣告
中的承諾。行銷部門可透過三
種方式滿足此需求。 在消費者醒著的時間裡，平均每天有10,000則不同廣告充斥在其生活

周遭。1消費者（特別是年紀最輕的消費族群）對這類訊息抱持較高期
望，而非僅限於有關最新季節性折扣的細節。事實上，他們會質疑某品
牌在公開場合和私底下是否皆支持多元和共融，而這種關注對於品牌而
言也變得越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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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消費群體漸趨多樣化（例如種族和族裔、性取向或能力方面
的差異），欲與潛在客群建立有效連繫的品牌，勢必得實際在訊
息中反映出不同背景和經驗的差距。在針對 11,500名全球消費者
展開的調查中，本報告發現最年輕一輩的受訪者（18至 25歲）
在做出購買決定時，往往會更關注廣告本身所呈現的包容性訊息
（圖 1）。

更重要的是，當按種族和族裔差異檢視美國的調查結果時，若受
訪者自認為是亞洲人或太平洋島原住民、黑人或非裔美國人、西
班牙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或是多種族或雙
種族混血兒，在決定購買某項產品或體驗時，其對於致力促進多
元化品牌的認識比其他族群高出 2.5倍之多。 

但僅以包容或多元作為行銷訴求並不足夠，調查結果還指出，
57%的消費者對承諾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業者擁有較高忠誠度。
為吸引潛在客群的支持，品牌廠商需在其能發揮影響力的所有領
域中，盡力實現平等的成果：透過人才聘僱和保留、與不同供應
商合作，或以不同能力的使用者為對象行銷產品。2此外，相關資
料亦顯示，與低成長的競爭對手相比，高成長品牌（年營收成長
率達 10%或以上者）會更頻繁地為多元化、平等和共融（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以下簡稱「DEI」）目標，制定出相應的關鍵
績效指標。

 

 

實踐包容性行銷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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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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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5%
32%

23%

28%
30% 3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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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旅遊 服飾鞋品 美容與個人護理 家用設備 家具 銀行產品與服務電子產品

圖1

年輕世代在購買考量時較常關注廣告內容代表意涵
18–25 歲            46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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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與低成長的
競爭對手相比，高成長
品牌，即年營收成長率
達 10%或以上者，會更
頻繁地為多元化、平等
和共融（DEI）目標制定
相應的關鍵績效指標。

以真誠引發消費者共鳴 
這些發現反映出不斷變遷的社會風貌。美國最新人口普查資料顯
示，在過去十年間，白人人口有史以來首次呈現下滑走勢，而自我
認同為多種族混血、西班牙裔和亞裔群體者則成為推動人口成長的
主要動力。3 2021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up poll）更表明，認
同自己為 LGBTQ族群者從2012年的3.5%上升至2020年的5.6%，
且 Z世代（2021年時年齡介於 16歲至 26歲者）中有六分之一的
人擁有此身分認同。4另外，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也指出，全球有
15%人口屬身心障礙者，但廣告訊息中包含這類消費者的內容卻
十分罕見。5

許多社會發展皆可作為品牌與年輕消費者（尤其是 Z世代）互動
時的依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94%的 Z世代族群會希望企業在

重要的社會議題上表達立場，90%的人甚至表示更願意購買對社
會有益的產品。6然而，在 Z世代中建立忠誠度也需以真誠為本。
這些年輕消費者會特別關注品牌能否真正全面落實「DEI價值」。

事實上，致力於改善社會不平等現象以及擁護「DEI價值」，也是
企業通往成長道路的良方。在針對 1,000多名全球高階主管進行的
調查中，本報告發現高成長品牌廠商會在可發揮影響力的所有領域
中（如勞動力、市場和社會）致力實現平等的成果，但低成長的企
業則不然。7前者會更全面、更頻繁地在幾乎所有領域評估其 DEI

相關工作（與低成長組織相比），尤其是在以下四個重要的面向上：
人才獲取、人才保留、品牌訊息傳遞和社區投資（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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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就人才續留方面的多元性，有 33%的高成長組織已建立相
應的關鍵績效指標，但負成長組織中採取此措施的僅有 17%。此
外，高成長組織中有 23%已建立用於評估聘僱多元性的方法，但
負成長組織中的對應佔比僅為 15%。

從企業的對外舉措中也可觀察到類似差異：27%的高成長組
織針對社區投資建立了適用的平等指標（負成長組織的比例為
18%）；有 38%的高成長組織為品牌溝通行銷活動建立了類似指
標（負成長組織則為 30%）。

對行銷人員而言幸運的是，高階管理層中不乏忠實擁護上述價值
者。根據「2021財富雜誌／Deloitte執行長調查」，94%的執
行長表示，「DEI價值」是其個人優先關注的策略發展重點，90%

的執行長則同意其組織期望能成為相關議題的領導者。8

實踐包容性行銷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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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訊息傳遞與
形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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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成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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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高成長品牌會就各項多元化、平等和共融措施進行評估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chief-executive-officer/articles/ceo-surv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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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人員如何提升組織內外
的公平性
從本質上來說，消費者希望支持能夠代表自身及其價值觀的品牌。
將 DEI工作視為優先事項的組織也體認到，不論是在公開場合或
私底下，皆有必要推廣具代表性的品牌訊息。

行銷人員應如何做到這一點？組織的生態系統中存在多種有助於
實現此目標的方式，本報告則聚焦於以下三種：

• 確保團隊和供應商能夠反映市場需求。若企業的內、外部團隊
能夠如實反映其所服務的市場，則品牌將有望拉近與目標客群
間的距離。知名休閒食品公司 Frito Lay中職掌產品行銷組合、
合作關係和媒體業務的資深副總裁 Marissa Solis表示：「這不
僅僅關乎公司內部僱用的人才，也包括外部合作的對象。我們
希望攜手各類內容創作者、代理商、導演和製作人，在所屬產
業中發揮影響力，並在這些訊息的傳達方式上展現文化包容性，
也就是以真誠的方式進行溝通。」9

• 將不同意見融入業務決策中。行銷長通常是面對顧客的第一線，
應善用此影響力持續瞭解少數群體的需求，並將其意見融入業
務決策中，進而在行銷活動中凸顯出這些觀點和形象。

例如，全球著名美容與個人護理品牌 Avon針對全球 8,000名
女性進行調查，以了解疫情流行期間哪些問題對其造成最大影
響。該公司發現 41%女性在疫情流行期間喪失自信，便決定
與分屬不同種族、族裔且具不同能力的模特兒合作，在「My 

Story Matters 」平台上提升大眾對此議題的認識。讓女性消費
者有機會分享自己的真實故事。10

• 將承諾化為可評估的量化成果。再多的訊息終究無法幫助品牌
擺脫「言行不一」的窘境。解決此問題的方法之一，在於確保
實踐 DEI目標不只是單純的清單檢核動作，而是創造可以評估
的真實成果。

加拿大銀行Scotiabank全球行銷長Laura Curtis Ferrera表示，
AI有助於審核訊息內容並確立問責制：「我們透過包容性設計，
在所有層面上積極投資具代表性的業務內容。雖然曾試圖以人
工方式執行此工作，但這樣不僅十分耗時，而且過程中可能會
有所缺漏。此外，當置入『人』這項要素時，有可能會增加偏
見。因此現在我們都是透過 AI進行，並另外安排人員管理與包
容性設計有關的任務。」11

最終，未來數個世代的人口和多元化族群只會成長。同時，高成
長品牌業者正致力縮小其團隊組成與目標客群距離。在此背景下，
行銷人員不僅可幫助組織訊息傳遞工作，還能協助公司轉型為更
平等、多元和共融的組織，建立真誠可靠的品牌訊息。

 

關於本研究報告
2021年 4月，「�球行�趨�高�主�意見��」針對
來自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及荷蘭等地，共計 1,099名
全球企業高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
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行銷長、資訊長、財
務長、營運長、法務長和人資長詢問其看法。

2021年 5月，「�球行�趨��費者�動��」針對全
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
費者展開調查。

有關上述兩份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引言一節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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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創意引擎
非傳統人才策略如何強化行銷
增進和顧客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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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過去多以創意領域為人所熟知，但大數據
和AI的興起改變了該職務的需求。如今，行
銷人員的目標是挖掘有關顧客的細微洞
察，並將品牌訊息與顧客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時刻相連結。同理，越來越
多人期望行銷人員能夠將洞察融入
企業的決策中，在企業宗旨乃至顧
客數據策略等面向上提供所需資訊   
（詳情請參閱「宗旨：指引成長方
向的燈塔」和「設計以人為本的數
據體驗」章節）。 

63%
擁有大學文憑的員工
從事遠距工作

100%

0%

隨著數據在顧客策略中的重要
性日漸提升，企業開始聘僱具
備更強分析技能的行銷人員。
在實現此轉變的同時，新的行
銷人才策略應透過何種方式維
持內部創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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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18%

30%

34%

23%

27%

18%
21%

18%

24%

16%

消費產業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 金融服務業 生命科學與醫療照護業 能源、資源與工業產品

圖1

行銷長多認為，分析能力的重要性高於創意能力
將分析和創意能力視為首要能力的行銷長

分析能力            創意能力

在數據密度漸增的環境中，行銷人員更傾向於僱用具備更強分析
能力的人才。針對 556位全球行銷長進行調查，並詢問其團隊
中績效最佳者的主要技能時，分析能力在幾乎所有產業中均超過
創意能力（消費產業除外），而此現象在十年前可說是前所未聞    

（圖 1）。

加拿大主要食品和藥品零售商 Loblaw Companies Limited資深行
銷副總裁Meghan Nameth說明分析技能組合為何日趨重要：「創
造力來源和圍繞創造性思維來源的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在我曾共
事過的最具創造力的人當中，有一部分是資料科學家。此結論或
許會令人感到驚訝，畢竟我曾合作過的對象不乏傑出的代理商和
創意合作夥伴。然而，真正出色的資料科學家，往往能在看似不
同的資訊節點間建立起橫向連結。」1

但這並不代表分析和技術技能要同等地取代創意技能，而是應整
合資料科學家、策略制定者、程式設計師和創意人員，使整體力
量大於各部分之總和。話雖如此，此嘗試並非易事，也不是能夠
直觀達成的目標。

打造智慧創意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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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更重視協作的思維模式
從本質上來看，將這些技能相結合的前提在於提升協作能力。然
而，對慣於按線性生產排程工作的多數行銷長而言，這意味著思
維方式的轉變。在比較行銷長與其他高階主管的看法時，這一點
尤其明顯：儘管其他高階主管多將協作能力認定為重要技能之一，
但行銷長對協作能力的重視程度則低於其他主管階層（圖 2）。

為了更貼近顧客需求，組織內外部間的協作機制可能是決定企業
能否建構與文化發展腳步並進之創新引擎的關鍵。在此精神下，
本報告探討了行銷人員如何設計更具敏捷性的團隊結構，並重新
思索諸如影響者策略等外部關係，以藉此獲取必要的顧客洞察，
並在重要時刻滿足顧客所需。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27%
25%

31%
28%

行銷長 學習長 營運長

25%

42%

39%

人資長 執行長 資訊長 財務長

圖2

行銷長對協作能力的重視程度低於其他高階主管
將協作能力視為最重要技能的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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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敏捷團隊推動智慧創新
尋找合適人才結構的過程可能會使組織感到疲憊不堪。每當企業
經歷再設計程序卻無法達成預定目標時，其內部對未來變革管理
計畫的阻力便會隨之增加。

與其關注於大規模改革，不如圍繞單一目標進行高敏捷性的小規
模變革。在組織結構調整方法的選用上，Nameth認為應整合不
同技能解決單一問題：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橫向思維很難傳授。在先天不具備此能力
的情況之下，彌補方式之一便是建立「具備多元技能的團隊」。
包含資料工程團隊、平面設計師和應需求生成團隊，有助於組
織就同一問題發展不同看法。若零售業者的目標是吸引更多顧
客，勢必得探究什麼訊號或時刻能改變顧客旅程。2

例如，對食品和藥品零售商 Loblaw來說，該目標可能是了解顧
客在走入門市時所抱持的不同考量：「這也許意味著當顧客選擇
前往不同店家購物時，可透過廣告訊息提醒顧客我們可提供更優
惠的價格，或者當顧客在搜尋門市位置時，透過數位方式指引方
向。」3

另一個複雜因素在於全球一致性。荷蘭金融公司 Aegon溝通長
（Chief Communication Officer, CCO）Nanne Bos 表示：「全
球行銷模式中最有效、也最經得起未來考驗的方法並非集中式或
分散式行銷，而是在顧及靈活性的同時，提高不同市場間的一致
性。」Bos認為上述目標可透過「建立全球設計中心實現；該中
心可允許各地的顧客體驗團隊下載和上傳設計元素，以供其他市
場使用。」4

代理商和影響者：讓創意
跟上文化發展腳步
許多品牌執行創意時通常主要仰賴代理商。然而，由
於多數代理商會與不同客戶合作，因此，其所
製作的作品有時會缺乏客製化元素，給人
更濃厚的商品化感覺。5與此同時，作為
「首選」產品代言人，社群影響者的
選用呈現爆發式增長，而這些影響者
幾乎比任何人更貼近產品和顧客。

品牌不必僅將社群影響者視為產品評論者。相反地，社群影響者
可能扮演著新一代創意代理商的角色。事實上，某家娛樂公司正
在向其目標受眾中的知名影響者提供簡報，以協助影響者發展相
關創意內容。6這意味著企業逐漸將「影響者」的定位轉化為「創
作者」，並將這些具影響力的個體置於品牌核心，以應對更大規
模的創意挑戰。例如，遊戲《模擬市民 4》（Sims 4）中由社群影
響者帶動的「百孩挑戰」（100 baby challenge）風潮，以群眾自
發的方式擴散。該挑戰點燃了玩家間的競爭風氣，使其相互較勁
看誰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數位世界中創造出百名嬰孩。7從本質上來
看，影響者不僅評論產品，同時也影響著使用者的行為。品牌可
透過挑戰和創意簡報增強其與影響者間的關係，對自家產品或服
務的使用者發揮影響力。

澳洲銀行 ANZ行銷與品牌策略主管 Kjetil Undhjem在
論及影響者策略時表示：「挑選影響者時不能僅
根據名氣大小決定，而是要選擇擁有相關興
趣和同類追隨者的人選，並在創建內容
方面給予適度的自由發揮空間。」8這
意味著須確保影響者對主題（例如財
務健全觀念）有所了解。

打造智慧創意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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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影響者代理商的崛起，中國大陸等地的影響者行銷產
業已領先世界大部分地區。9近來，全球社群媒體平台 TikTok也
開始籌辦「創作者營隊」，活動中影響者會「為品牌提供策略諮
詢服務」。10

整合遠距人才填補技能缺口
即使是最出色的設計團隊也需要適當的背景和技能組合，方有望
取得成功。在 11,500名全球受訪者為對象的調查中，本報告發現
63%擁有大學文憑的員工在從事遠距工作。為了讓這種數位與實
體相融的工作模式順利運行，行銷人員勢必得面對各種機遇和考
量衍生的挑戰。

以廣闊視野迎接新機遇
線上化妝品公司 Younique Products行銷長 Steve Carlile發現，
遠距工作的興起不僅永久改變了品牌尋找人才的方式，且更進一
步為公司帶來策略優勢。好處包括獲得所需專業技能組合、建立
更多樣化的人力資源，以及在許多情況下，讓員工能就近服務合
作夥伴和供應商。Carlile解釋：「此轉變除了讓公司能夠找到合
適的人才外，隨著業務涵蓋區域逐漸擴大，我們可以更有計畫地
獲取所需人力資源。」11

「總部位於猶他州的 Younique可透過遠距工作」團隊強化研發和
產品行銷職能。此外，由於製造合作夥伴位於美國東海岸和歐洲，
Younique因此聘請了一名能「就近與製造合作夥伴緊密合作」的
研發主管。在多元性方面，雖然猶他州的人口同質化程度較高，
但 Younique能夠設法從中培養出更具代表性的人才背景，呼應其
服務對象。在試圖創造文化相關性時，該面向正逐漸受到重視。

打造最佳的混合工作模式
雖然遠距工作模式仍會延續，但混合工作型態也為企業添加了新
的考量因素。健康保險公司 Anthem行銷長 Bill Beck認為，將戰
略工作的關鍵部分結合在一起可以視為人與人間共同合作的力量。
例如，Anthem在設計新的創意平台時，Beck體認到該專案開發
的關鍵轉折點，是當團隊成員聚在一起思考該平台的執行方式時。
Beck表示：「這讓我想起了人際互動的重要性。尤其是作為行銷
人員，在創意發想時的面對面協作模式，是我們在採用混合工作
型態時致力實現的目標。」12

對行銷長而言，上述變化與其說是組織再設計的過程，不如說是
文化的轉變。這種轉變重新塑造了行銷人員朝著共同目標努力的
方式，進而催生引人入勝的創意元素。

關於本研究報告
2021年 4月，「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針對
來自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及荷蘭等地，共計 1,099名
全球企業高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
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行銷長、資訊長、財
務長、營運長、法務長和人資長詢問其看法。

2021年 5月，「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針對全
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
費者展開調查。

有關上述兩份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引言一節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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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okieless時代下
與顧客保持互動
注重成長的企業領導人如何重新規畫
第一方數據策略



35

2022全球行銷趨勢

40%

61%
高成長品牌正在改採第一
方數據策略，相較之下，僅

的負成長品牌業者採
取相同對策

過去十年間，為了鞏固品牌與顧客間的關係，行銷人員持續在數位世界中展開各種試驗。例如，
社群通路的激增翻轉了行銷人員在 B2C 和 B2B 領域中與顧客互動的方式。1與此同時，大數據和
AI的進步，除了使行銷人員能夠更精準地鎖定顧客並向對方傳達品牌訊息，在評估此方法的效益
也同等重要。而這些得以進展的基礎正是第三方cookies（即取自第三方網站並加以應用之數據
資料）。2 

隨著第三方cookies逐漸式
微，行銷組織如何運用其他數
據策略，以有效鎖定顧客並保
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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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趨勢的鐘擺正朝著另一方向擺動，數據隱私的重要性與日俱
增：儘管消費者可能會希望看到與自身需求相符的廣告內容，但同
時也對業者使用其個資、購買偏好和瀏覽習慣的方式感到憂慮（詳
情請參閱「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趨勢一節）。在此背景下，
不僅監管法規逐漸收緊，許多網路瀏覽器和科技公司也開始禁用第
三方 cookies。接下來預計還會陸續出現更多變化與限制。

第三方 cookies的淘汰可能會阻礙行銷人員透過各種管道與顧客
進行有效互動，例如：尋找高品質潛在顧客、重新吸引曾考慮過
自家產品但最後選擇放棄的顧客（「防止顧客從行銷漏斗中流
失」），以及評估數位廣告活動的效益。

行銷組織試圖在情感面和監管面跟上這些變化，同時也繼續向消
費者提供相關的廣告內容。在此情況下，同步運用第一方數據和
數位化技術將有助於持續推動策略計畫。

為了幫助行銷人員重新反思數據策略，本報告檢視了從 1,000多
名全球高階主管調查中獲取的洞察，探討高成長品牌（過去一年
成長率至少達 10%者）如何在不斷演進的數據環境中居於領先位
置，並以更具策略性的方式部署第一方數據，從而完勝其他低成
長同業的表現。

 

掌握第一方數據應用先機
值得注意的是，高成長品牌在第一方數據的應用上正逐步佔得先
機。事實上，高階主管意見調查顯示，61%的高成長品牌正改採
第一方數據策略，相較之下，僅 40%的負成長品牌採取相同對策
（圖 1）。此結果可能表明，前者更清楚應在快速變遷環境中儘早
取得領先優勢。

例如，全球著名 B2B科技公司 VMware正好彰顯出如何在日新月
異的環境中佔得先機。VMware行銷長 Carol Carpenter強調公
司如何透過「超越規則和法規且更具全球一致性的方法」，為顧
客提供更完善的數據代理服務。3此舉不僅可提高不同地區的一致
性，還有助於 VMware為接下來的 cookieless時代預做準備。

 

在cookieless時代下與顧客保持互動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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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成長率

圖 1

高成長品牌業者在發展第一方數據策略具備領先優勢 

隨著第三方cookies的
應用漸趨式微，您所屬

組織的數據策略是否傾
向於提高對第一方數據

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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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進階的方式部署第一方數據，高成長品牌的行銷長也遠遠領
先於負成長同業中的行銷主管，特別是在以下兩個關鍵領域中：
對廣告進行最佳化動態調整以提供客製化的廣告內容（51%對比
36%），以及透過程式化媒體運用相關數據向顧客投放合適的廣告
（49%對比 29%）。另一方面，負成長品牌則較傾向以更傳統的
方式應用第一方數據，例如電子郵件內容最佳化（68%）和採用預
測行銷／購買傾向行銷（57%）。然而，相較於其他同業在相關用
例中的佔比，兩者間的差距並不顯著（圖 2）。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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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高成長品牌的行銷長會以更進階的方式運用第一方數據 
第一方數據行銷用例

    負成長率                   1%–10% 成長率                      10% 以上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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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高成長企業的腳步
若朝著重新設想數據用途的方向發展下去，企業可能需面臨隨之
而來、不斷變化的挑戰。然而，不論品牌是處於剛起步，或準備
以進階方式部署第一方數據的階段，每個組織都勢必得從某處開
始著手行動。

重塑對數據的認知
正如從許多負成長品牌身上所觀察到的現象，由於電子郵件內容
的最佳化通常可透過第一方數據直接推動，因此，這類業者多半
會優先執行。但是，在設計兼具全面性且可長期應用的第一方數
據策略前，企業往往需通盤認識自身的數據基礎架構，在許多情
況下，還需對技術和營運環境進行全面反思。

對於試圖大規模改革顧客數據應用方法的組織而言，這可能意味著：

• 確認組織本身對第三方 cookies的依賴程度。重點
在於清楚掌握組織是透過何種管道，在數位領域中
接觸顧客並向其傳遞訊息，並就顧客互動中對第三方
cookies的依賴程度進行妥善評估。

部署「cookie計算器」是可採行的方法之一，該工具
可用於了解組織在哪些面向上最依賴第三方cookies。

• 建立新的數據基礎設施。為了使第一方數據收集工作順利進行，
企業須建立充分的基礎設施（例如完整的消費者資料平台），以
整合顧客旅程中的各種數據來源。

明確掌握相關風險、機會和優先事項將有助企業奠定良好基礎，在此
基礎上展開各項試驗並體驗過程中的樂趣。

從試驗中開闢成功路徑
第三方 cookies的式微乍看之下似乎是個挑戰，但也為企業和
品牌提供了嘗試與主要顧客建立關係的契機。從高成長品牌身
上可觀察到，許多企業不論就動態創意優化（dynamic creative 

optimization, DCO），或是採用程式化媒體或傾向行銷方面，均
進行了大量試驗。因此，行銷人員在實施第一方數據策略時，應
考慮以下三項關鍵行動以確保試驗成功：

• 透過提高消費者價值建立專屬的第一方資數據。專注於為品牌
開發第一方數據的行銷人員，可藉由培養專屬的數據洞察和長
期評估，創造更多觸及顧客的機會。方法之一是提供價值換取所
需數據。美國銀行前研究主管 Mack Turner指出：「解決此問題
的其中一種方法是創建服務生態系統，隨著更完整的資料檔案
建立，或者在顧客允許下進行使用，顧客體驗因而更加完整。」4

不論品牌業者是處於剛起步，
或準備以進階方式部署第一方
數據的階段，每個組織都勢必
得從某處開始行動。

在cookieless時代下與顧客保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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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研究報告
2021年 4月，「�球行�趨�高�主�意見��」針對來自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及荷蘭等地，共計 1,099名全球企業高
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行銷長、資訊長、財務長、營運長、法務長
和人資長詢問其看法。

2021年 5月，「�球行�趨��費者�動��」針對全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費者展開調查。

有關上述兩份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引言一節內文。

諸如忠誠度方案、AI網路助理或遊戲化（gamification）策略等
顧客價值計畫，均有助於達成目標。

• 深化與生態系中合作夥伴的關係。在建立第一方數據的道路上，
行銷人員可能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由於科技巨頭和媒體業者擁
有大量專屬第一方數據，因此，行銷人員應試圖加強與此類合作
夥伴的關係，以從其資料庫中獲取相關洞察，進而支持內部數據
開發。

• 重新挑選適用的分析工具。在缺乏第三方 cookies的情況下，尋
找潛在顧客和再行銷的個人化程度可能會降低。然而，為了建立、
維護和深化顧客關係，企業應重新思索使用分析工具和鎖定目
標受眾的方式。例如，科技平台公司已提議將關注點從個人轉移

至擁有相似興趣的群體（cohorts），如足球迷或編織愛好者，目
的在於讓行銷人員能夠在缺乏個體詳細資訊的前提下，對同質
群體投放合適的廣告內容。

雖然優先事項的排序和試驗主要由行銷人員負責，但確定成功與
否的過程中可能會使用到多通路評估方法，該方法融合了來自多
種管道的洞察，包括消費者資料平台、群體分析數據，以及與生
態系統合作夥伴的深層合作。

試驗的道路上或許充滿重重阻礙，但朝向第一方數據的轉型策略
最終將使企業能更妥善地描繪顧客旅程的走向。因此，不斷地試
驗、評估、改進和做好心理準備，便是通往成功路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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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以人為本的   
數據體驗
與顧客及其數據互動時增進彼此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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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消費者下載購物應用程式並同意內建的隱私政策時，企業可取得許多關於該消
費者的資訊，例如：企業可知道對方通常光顧哪家銀行、在網路上最常購買的物
品，以及上網的時間大致落在何時。

傳統上，行銷部門會使用詳細
的顧客數據改善顧客體驗。但
隨著數據追蹤逐漸受到限制，
安全部門能否與行銷部門合作
以增進顧客的信任？

53%
消費者表示，
裝置監聽
令自己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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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行銷人員用盡各種方法使用消費者數據資訊，但在應用上，
有益和過度使用間存在十分微妙的平衡。位置追蹤、裝置監聽和
第三方 cookies的建議可能會讓人感到不安，並認為智慧技術本
身不只存在好奇心，更具有侵擾性（詳情請參閱「在 cookieless

時代下與顧客保持互動」一節）。結果，人們對於品牌亦步亦趨
追蹤動向的做法越來越反感。

同時，如此多元的顧客數據取得方式可能會在組織內部引發矛盾。
這是因為由資安長領導的網路團隊致力於保護個人資料並遵守隱
私法規，但行銷部門的同儕卻在尋求相同的個人資料，以創造更
好的顧客體驗。

 

在此情況下，行銷長和資安長應如何攜手合作，適當地使用相關
數據並建立與消費者間的信任？

為瞭解更多，本報告針對全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的消
費者進行調查。這有助於深入了解人們對於自身資料使用方式的
看法，進而設法在讓其覺得有益和感到不安間取得平衡。

將關係置於首位
為了探究個人資訊的應用如何增進或削弱信任，本報告在考量消
費者與品牌間關係的同時，也研究消費者對特定數據處理的看法。

 

本調查展示了十種品牌處理顧客數據的互動方式，並詢問受訪者
根據其感到不安或覺得有益的程度進行評分。這些分數將用於創
建「淨有益性評分」，即透過認為有益者和感到不安者間的意見
差異所換算出來之結果（中立回答不包含在內；請見圖 1）。

例如，68%受訪者表示，當自己經常光顧的品牌在特賣開始時向其
推送提醒通知，會認為此舉十分有幫助；相較之下，有 11%的人
則對這些通知感到不安。從以上兩個數據可推算出 57%的淨有益
性評分（最高分）。另一方面，當受訪者察覺手邊的裝置似乎在偷
聽自己說話時，大多表現出負面觀感。舉例而言，當你正在與朋友
談論自己需要咖啡，社群媒體動態恰好顯示一則咖啡廣告。在此情
況下，26%受訪者認為這種互動有幫助，而 53%的人則表示這種
互動令人感到不安（此項目獲得最低的 -27%淨有益性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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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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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顧客根據追蹤程度以及與品牌間的關係，對品牌互動方式進行有益性評分
淨有益性評分 

已建立關係                     已建立關係並使用深入追蹤                    僅進行深入追蹤但未建立關係 

從各種情境中可觀察到以下模式：

• 已建立關係與否至關重要。其實所有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數
位監控。然而，當品牌採用第三方 cookies、位置追蹤或裝置監
聽的情境時，與未採用深入追蹤的情境相比，消費者普遍對採
用深入追蹤方法的情境給予較低評分。而且，若未明確提及消
費者與品牌間存在某種類型的關係（例如，之前曾購買過該品牌
的商品或曾向該品牌提供電子郵件），則相關情境的得分甚至會
特別低。

另一方面，對和品牌已建立關係且未採用深入追蹤方法的情境，
顧客幾乎有志一同地認為是最有益的互動方式。這些大多與顧客
利益有關，例如，特別的優惠折扣或及時的回購提醒。上述情境
並未涉及深入追蹤的事實，正表明了顧客是否擁有自主權的重要
性。換言之，這些情境是根據顧客的意願使用對方的資料。

• 即使在已建立關係的前提下，企業僅能將深入追蹤作為一種平
衡手段。儘管已建立關係的深入追蹤情境通常較僅進行深入追
蹤但未建立關係的情境得到更多正面回應，但這類情境的評分
仍比完全未使用深入追蹤者低一個層級。在已建立關係並使用
深入追蹤的三個相關情境中，只有一個與「已建立關係」情境的
表現相似，即「當顧客在最愛的商店中瀏覽商品時提供數位優惠
訊息（38%淨有益性評分）」。 

從調查結果中可發現，培養牢固關係的起點在於建立信任和提供有
用的數據體驗，為消費者提供價值和自主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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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信任的訣竅：透明度、
價值和安全性
既然信任對於建立牢固的顧客關係如此重要，品牌應如何做到這
一點？

意圖的力量與價值
為了進一步了解信任的驅動因素為何，以及如何將信任用於預測
未來行為，本報告近期針對 7,500名消費者和員工進行相關調查。
該分析指出，信任的基礎建立在四個面向之上：即人性、透明度、
可靠性和能力（詳情請參閱關於「消費產業的信任」一文）。1 

在可信任數據體驗中，透明度和人性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事實
上，當品牌表現出透明度和人性的一面時，顧客願意提供有助於
改進產品之個人資訊的可能性較平常高出 2.5倍，而認為其獲得
的價值超出預期時的可能性則高出 1.7倍。2

知名顧問公司 Sixteen Mile Strategy Group總裁、同時也是北美
一家主要銀行的前行銷長 Chris Stamper認為，類似主題在市場

上也引起了關注：「在規畫數據應用方式時，透明度以及與顧客
間的互動至關重要……另一項要素在於價值展示，也就是企業如
何幫助顧客了解價值創造，並且讓顧客對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擁有選擇和拒絕的權力。」3

能力：讓網路安全團隊協助品牌兌現安全承諾
即使是最透明的訊息（且出於高度善意）無法兌現品牌對顧客做
出的承諾時，信任便會受到侵蝕。事實上，認為品牌可靠且具安
全維護能力的顧客，願意向品牌提供個人數位資訊的可能性要高
出 1.6倍之多。4因此，驅動信任的另一個關鍵在於，品牌能否成
功展示保護顧客資料安全方面的能力。

品牌還需在團隊中建立信任，尤其當高階領導層不曾為實現此目
標而緊密合作時。這意味著各部門，不將顧客資料安全維護工作
推給另一個團隊。作為品牌聲譽的管理者，行銷人員可從一開始
便攜手網路安全負責人合作規畫相關事宜。

在知名休閒食品公司 Frito Lay職掌產品組合行銷、
合作關係和媒體業務的資深副總裁 Marissa Solis指
出，這種轉變正實際發生。儘管數年前在考慮參與
策略時，網路團隊的想法並非首要考量因素，但整
體情況已有所改變，因為「安全與否是建立消費者
信任的關鍵所在……這些涉及安全、資訊系統或技
術層面的業務至關重要，為基礎設施奠定了基石。
因此，網路安全團隊與行銷部門通力合作，描繪消

費者參與策略的發展方向與願景。」5

在攜手合作下，行銷長和資安長不僅可理解資料蒐集選擇的含義，
還能努力將顧客面臨的風險降至最低。例如，當第三方供應商正
在開發購物應用程式時，行銷長和資安長可共同確保該應用程式
的開發過程涵蓋全面的安全評估與測試，從而達到保護顧客資料。

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

對基於品牌關係且未使用深入追
蹤方法的情境，顧客幾乎有志一
同地認為是最有益的互動方式。

https://www.deloittedigital.com/content/dam/deloittedigital/us/documents/offerings/offering-20200706-hub-trust-h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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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消費者隱私環境的困難度越來越高。然而，以透明的方式運用
消費者資料並始終將其需求放在首位，將有望提高企業的決策成
效，並實現更有益的品牌對外關係，同時免除令人感到不安的因
素。建立信任本就並非易事。對於如何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
相關竅門請見圖 2。

關於本研究報告
2021年 4月，「�球行�趨�高�主�意見��」針對
來自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及荷蘭等地，共計 1,099名
全球企業高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
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行銷長、資訊長、財
務長、營運長、法務長和人資長詢問其看法。

2021年 5月，「�球行�趨��費者�動��」針對全
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
費者展開調查。

有關上述兩份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引言一節內文。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2

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
組織在設計顧客導向資料體驗時的四項關鍵考量要素

以雙方關係作為
出發點

企業應取得消費者信任後，
才能考慮使用深入追蹤方法。

賦權顧客

自主權意味著握有選擇權力。
關鍵在於為顧客提供選項，掌
控自身的數據體驗。

最初便納入隱私與
安全團隊的意見

計畫成功與否在於網路安全
團隊能否儘快參與其中。

聚焦重點事項

企業應透過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自
身為何需要特定個人資訊，及打算
如何使用這些資訊，並始終給予顧
客拒絕的權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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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loitte Digital, A new measure of trust for consumer industries, 2020. 

2. Ibid.

3. Sourced from executive interviews conducted between May and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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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loitte Digital, A new measure of trust for consumer industries.

5. Executive interviews conducted as part of the 2022 Global Marketing 
Trends research.

ENDNOTES
Ashley Reichheld | areichheld@deloitte.com
Ashley Reichheld is a principal at Deloitte Digital and the Customer, Brand, and Experience practice leader for the 
Consumer industry. She has spent 20 years helping her clients reimagine brands and experiences, shaping the 
moments that matter for customers, workforce, and partners. Reichheld is the author of HX TrustID™ and is deeply 
passionate about building trust, enabling businesses to create value and stronger connections with people and 
markets.

Emily Mossburg | emossburg@deloitte.com
Emily Mossburg is a Principal with Deloitte & Touche LLP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Deloitte Global Cyber leader. She 
leads Deloitte’s Global Cyber strategy driving the continued evolu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practice’s global reach, 
innovative cyber capabilities, and team of more than 20,000 cyber professionals worldwide. In addition, Mossburg has 
served as a trusted adviser to client leadership including CIOs, CTOs, and CISOs, which included navigating a myriad 
of enterpris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program improvements.

Michelle McGuire Christian | mmcguire@deloitte.com 
Michelle McGuire Christian is a principal and National Market Offering leader of the experience management hybrid 
asset business of Deloitte Digital, responsible for the go-to-market strategy, deployment of assets and overall 
growth of the US business. Additionally, s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ffering of managed services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or Advertising, Marketing, and Commerce performance for chief marketing officers, chief data officers, 
chief digital officers, and chief experience officers.

Tan Wei Sun | tanwsun@deloitte.com.cn
Tan Wei Sun is a partner with Deloitte Consulting China, where he leads the Advertising, Marketing, and Commerce 
service offering. He brings his dedication to serve clients along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ourneys, with a focus on 
digital strategy, digital marketing, CRM, data, and e-commerce topics.

ABOUT THE AUTHORS

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



49

2022全球行銷趨勢



50

深化混合體驗
採行適用於實體和數位環境的人本
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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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以新的數位體驗滿足
不斷變化的顧客偏好，而
下一步將聚焦於強化混合
型顧客體驗，而以人為本
的設計將有望發揮效用。

人類的生活在短時間內從實體轉變為數位環境，令人
驚訝的是，許多品牌在提供數位體驗上都展現十
分良好的成效。例如，遠距醫療使人們能
夠快速預約15分鐘的線上看診服務，而
無須等待數週的時間才能就醫；許多
企業不僅從遠距工作中獲益，並還將
作為常態工作模式保留下來（請參閱
「打造智慧創意引擎」趨勢一節），
電子商務也儼然成為人們的主要購
物管道。 

75%
高階主管表示，將在未來

12個月內投資更多的混合
體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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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品牌業者已擅於透過數位方式交付產品與服務，接下來的挑戰
將是提供最佳化的實體和數位整合體驗（即所謂的混合體驗）。在
針對 1,000多名全球高階主管進行調查時，有 75%受訪者表示將
在未來 12個月內加大對混合體驗項目的投資力度。如圖 1所示，
許多高階主管希望透過混合模式提高客製化程度（43%）、創新性
（43%）、顧客關係（40%）和包容性（38%）。 

創造這種互相連結的體驗本身存在著許多挑戰。若數位體驗常常超
出人們預期，人們對混合體驗的期望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通
路的激增也增加了複雜性。再者，消費者數據的分析工作是創造卓
越體驗的基礎，而隨著人們對數據的使用方式漸趨保守，再加上第
三方 cookies的停用，消費者數據的獲取難度將隨之提高（詳情請
參閱「設計以人為本的數據體驗」和「在 cookieless時代下與顧客
保持互動」趨勢章節）。

以人本設計思維深化混合體驗
談及最佳實體和數位體驗整合的趨勢時，基本上已經無法走回頭路：
以大學教育為例，大多數美國學生如今都期望同時擁有數位學習和
面對面學習的選項。1而大部分德國教授則表示，即使在疫情消退後
也會繼續在教學中沿用混合元素（例如以「數位元素」強化現場授課
內容）。2另一項研究更強調，美國近 90%的患者希望能就非急症需
求繼續使用遠距醫療服務，超過半數受訪者還表示，遠距醫療增加
了就醫的便利性。3

那麼，品牌究竟該採用何種方法？為了滿足深化這些體驗的需求，建
議企業盡可能從人的角度出發，遵循人本設計原則。換言之，藉由將
人的需求置於核心、選擇特定個體作為體驗的共同創造者並進行快
速創新，如此將可滿足消費者的期望，使實體和數位體驗皆展現出
如預期般的敏捷性與靈活性。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2021年4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38%
提供更具包容性的體驗

40%
增進與顧客間的連結度

43%
提供更客製化的產品或服務，

以及
提高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性

圖1

高階主管投資混合體驗項目的原因

深化混合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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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企業深化混合體驗，本報告探討了將這些設計原則付諸實踐
的幾種方法：擴大選擇範圍、整合意見回饋以及科技基礎設施投資。

透過高度客製化為顧客提供更多選擇
了解顧客並在其喜好的通路中進行互動，將有助於創造客製化體
驗。同樣重要的是，企業應在顧客希望與品牌互動的通路中設法吸
引對方的關注。例如，在 Deloitte針對 11,500名個人進行的全球
調查中可發現，年輕世代透過社群媒體、語音助理和 VR頭戴式裝
置等新興通路購物的頻率，要比年長世代高出許多（圖 2）。

內布拉斯加州 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保險公司行銷、溝通及
策略長 Malorie Maddox表示，該組織正透過應用程式、社群媒體
和網路直播服務，與更精通科技的年輕世代進行互動。與此同時，
該公司仍繼續透過電話銀行服務和面對面互動等更傳統的通路為
顧客提供服務，而這些通路多半受到參與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Medicare Advantage）和補充計畫（Medicare Supplement）
者的青睞。Maddox認為，成功來自於「掌握顧客的組成結構。」
「我們對州內各郡的情況瞭若指掌，不僅可查看特定郡的內布拉
斯加 (Nebraskans) 居民面臨的健康挑戰……還能量身打造適用方
案。」4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2021年5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41%

22%

11%

3%

15%

6%

社群媒體平台 VR頭戴式裝置 語音助理

圖2

年輕世代更常透過新興通路購物
18–25 歲               46歲以上

為顧客打造適用通路，還可讓企業提供更具包容性的體驗。例如，
一項研究顯示，對認知、視覺或聽力障礙者而言，有高達 70%的
網站缺乏可近用性。5然而，當企業擴大通路策略並納入語音助理
等其他選項時，便可更好地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

與最終使用者合作建構這些實體和數位選項，會使其更有幫助性。
幾年前，英國連鎖超市 Sainsbury's推出了一款店內購物應用程式
SmartShop。該應用程式的初衷在於讓人們免受排隊之苦，並得以
透過行動裝置進行自助結帳。然而，該公司後來發現許多顧客仍希
望透過店員進行結帳。Sainsbury將此視為學習契機，並進行了相
關調查和人種學研究，打造更貼近個人需求的 SmartShop（包括針
對不同能力者測試該應用程式的可用性）。在疫情期間推出的新一
代版本中，Sainsbury's提供了更客製化的購物清單（例如根據個
人飲食偏好提供建議）、更好的顧客忠誠度整合方案以及更直觀的
結帳選項，以藉此「大幅強化顧客體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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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研究報告
2021年 4月，「�球行�趨�高�主�意見��」針對
來自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及荷蘭等地，共計 1,099名
全球企業高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
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行銷長、資訊長、財
務長、營運長、法務長和人資長詢問其看法。

2021年 5月，「�球行�趨��費者�動��」針對全
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
費者展開調查。

有關上述兩份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引言一節內文。

透過快速意見回饋了解何謂更好的產品與服務
雖然對混合體驗的投資始於提供選擇上的自由，但蒐集顧客的意見
回饋將有助於完善選項內容。分析消費者行為資料除了可協助企業
打造客製化體驗外，還有助於直接從使用者身上了解對方希望獲得
的產品與服務。

法國知名美容與個人護理品牌 Yves Rocher的全球執行長 Guy 

Flament，解釋如何將全通路體驗與意見回饋機制相結合。其認為
首要之務在於確定「企業希望在顧客旅程中的哪些關鍵時刻發揮影
響力，畢竟業者不可能針對顧客旅程的各個環節進行相同程度、相
同強度的投資。」Flament表示，這些關鍵時刻是實施意見回饋機
制的最佳時機，例如在新顧客下單後，於個別通路中加入淨推薦值
（net promoter scores）調查。7

多年來，有意創業的新創公司多半採用「假門」（fake doors）市
調法，以衡量消費者對某項產品是否感興趣。8該市調法是針對不
存在的產品製作並投放廣告，若點擊該廣告者達一定人數，則新創
公司便能知道市場對該想法是否買單。品牌可在其數位和實體環境
中採行類似的意見回饋機制。舉例而言，Knox社區醫院想了解患
者對預約及時性的滿意程度，於是攜手市場研究公司 HappyOrNot

在院內各處設置終端機。患者若對其服務感到滿意，僅需使用該終
端機進行點擊操作即可。9此做法不僅讓患者更容易反映意見，醫
院也更容易蒐集相關想法並進而做出改變。

展望未來，品牌業者可在不同通路中建置 QR code以利消費者提
供意見回饋，或者如同新創公司一例的做法，指明其未來希望新增
的通路或服務有哪些。

建構可提供完整體驗的基礎設施
混合體驗還需良好的基礎設施，以確保顧客體驗的各個面向皆相互
連結且具完整性。正如 Keds前行銷長 Emily Culp所解釋：「重點
在於將每個接觸點都視為故事中的章節。每一章都應能獨立存在，
且讓閱讀者沉迷其中……儘管每章皆有其獨特性，但彙整在一起時
應能夠講述一個更完整的故事。」10

首先應掌握有關顧客旅程的完整視野。隨著第三方 cookies式微，
掌握度也會有所下滑。在此情況下，品牌應投資建構可用於反映顧
客行為，且能橫跨所有接觸點進行分析的基礎設施。其中一種方式
是使用基於雲端技術的顧客資料平台，這類平台除了能反映全通路
資料以繪製完整顧客旅程外，還能使企業更清楚地根據顧客明確指
出或隱含要求之內容設計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深化混合體驗

回歸人本思維
儘管系統和基礎設施在實現混合體驗發揮著一定作用，但回到根
本，這仍源自於人類的需求。品牌可透過客製化體驗滿足消費者需
求並給予選擇權，確保自身在增進顧客體驗方面能夠持續掌握正確
的方向，甚至在進行系統改造前也不例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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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I強化顧客服務
重新構思AI策略以實現真正的端到端
顧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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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可整合兩種行銷策略，
其一是在正確的時間點為
顧客提供合適的優惠訊
息，其二則是提供出色的
售後服務，兩者相結合將
有助於增進顧客體驗。

對品牌而言，首要之務在於滿足顧客需求並協助對方做出購買決定。然而，這一切並不像聽起來
那般容易。儘管業者希望為顧客創建和提供動態體驗，在最需要時提供正確的資訊和刺激，但數
位通路及線上線下混合旅程的激增，加上顧客期望的提高，使得實現此目標的複雜度與日俱增。

適時的優惠訊息
 

可有效刺激購買慾望的頭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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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針對 11,500名全球消費者進行調查，以深入了解在決
定購買各種產品和服務類別時，哪些資訊對顧客來說最有幫助。
其中有兩種策略脫穎而出：適時的優惠訊息和周到的顧客服務      

（圖 1）。事實上，在八個產業中的六項服務類別，受訪者認為
最有幫助的首選答案為「適時的優惠訊息」，其次則是「周到的
顧客服務」。上述兩個選項通常優於客製化推薦、免費試用和樣
品、簡易的退貨和取消政策，以及擴增技術的應用（例如虛擬展
示廳）。

基於這些反饋，品牌行銷人員和顧客體驗負責人應自問：我們如
何在顧客最需要的時候提供最優質的服務，並且讓服務專員有機
會獲取正確訊息，為顧客提供有助於做出最佳購買決定的服務？

本報告相信，「最佳化顧客體驗中的 AI應用」是上述問題的解答，
將有望實現人機協作。1

以AI強化顧客服務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2021年5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簡易的退貨／取消政策

適時的優惠訊息

周到的顧客服務

免費試用／樣品

應用科技提供更多資訊

客製化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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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旅遊 服飾鞋品 美容與個人護理 家用設備 家具 電子產品 銀行產品與服務

圖1

適時的優惠訊息和周到的顧客服務有助於促進消費行為
以下何者有助於您做出購買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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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動態顧客體驗
顧客提供動態體驗，意味著隨時隨地以對方希望的方式提供其所
需協助和資訊。其中一種方法是應用 AI，以使品牌業者能提供更加
客製化且具創造性的行銷素材，並藉以預測顧客行為。換言之，設
計和部署在消費者有需要時能夠機動提供協助的 AI策略，或許能
有效確保企業在顧客旅程中的任一時刻，都能提供正確產品。

然而，光靠 AI並不足夠。例如，未搭配即時的聊天機器人服務可能
會讓顧客誤以為企業較重視節約成本，而非將幫助他人放在首位。
這部分便是以專人服務的聯絡中心能夠發揮作用之處。

僱用客服專員作為動態體驗的一環，對品牌而言可達成兩個目的：
其一是將人性要素融入到顧客旅程中，其二則是創造機會將客服觀
點擴展至銷售點外。例如，每一次顧客互動都有望為客服專員帶來
進行追加銷售（upsell）的受眾。

近期的聯絡中心調查更發現，越來越多品牌將該部門視為公司的
營收來源之一，而非僅僅是無法提供直接利潤的成本中心（cost 

centers）。此現象正在扭轉許多企業的投資策略。事實上，將創
造營收作為首要策略重點的受訪者數量，在未來 24個月內預計將
翻倍成長（同時，以削減成本為主的策略預計將在同期間內下降
32%。）2

更重要的是，AI和聯絡中心策略，兩者並不互斥。

確立兩種策略的交集點
品牌通常會針對特定顧客服務項目使用 AI解決方案，例如透過應
用數據提供適時的優惠訊息。然而，為 AI注入目的並將其融入整
個顧客體驗的關鍵環節時（制定適時的優惠訊息並向聯絡中心提
供相關洞察），該技術便能創建更全面的顧客服務解決方案。

因此，與其將 AI和聯絡中心視為目的狹隘且相互獨立的投資項目，
行銷人員應將目光放在創建整合度更高的人機協作模式，藉此提供
更優質的顧客服務和員工協助。3但實際執行起來會是如何？

就理想狀況而言，品牌會在整個顧客旅程中使用 AI技術，藉此融
入數據洞察並提供最相
關的優惠訊息。若想提
高客製化程度，企業還
可將 AI作為「代理助手」
使用：在採用人本設計

的前提下，AI可在客服專員服務顧客時提供相關資訊，以協助顧客
做出正確的購買決定。

此處以一家以出色顧客服務著稱的全球旅遊及酒店公司為例，說明
其採行的典型顧客互動模式。4該業者使用 AI技術和整合數據協助
客服專員立即掌握顧客行程，了解對方在進行線上預約時可能碰到
的問題，以及在旅行期間計畫參與的體驗或出遊活動。甚至，在解
決顧客的相關問題後，上述技術和數據還可幫助客服專員在適當情
況下增加交叉銷售或追加銷售的機會。

儘管該公司在 AI應用方面算是為數不多的先驅之一，但未來預計
將有更多企業陸續加入此行列。事實上，有關聯絡中心的研究結果
表明，79%的聯絡中心負責人計畫在未來兩年內，投資更強大的 AI

技術。5

以全球知名的 B2B 科技公司 VMware為例，從為顧客及時提供
安全更新方面的客製化推薦，到給予客服中心員工更明確的指引，
AI正全面改變該公司的顧客體驗執行方式。VMware行銷長 Carol 

Carpenter也指出，「應用 AI是為了輔助公司的技術顧問和顧客成
功專員，而非取代這些職務。」6

本報告相信「應用AI最佳化顧客體驗」是上
述問題的解答，將有望實現人機協作。

https://www.deloittedigital.com/us/en/offerings/customer-led-marketing/digital-customer/elevating-customer-ser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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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要素間建立連結
企業實施動態端到端策略的前提在於真正了解當前的顧客體驗，
其中也包括改進體驗的機會。

首先，品牌業者應對其顧客有清晰的認識。或許可考慮使用顧客
數據平台，以整合不同來源的大量數據。

接著，行銷人員應檢視目前如何將數據洞察應用於生活中。事實
上，執行上述工作，行銷人員並無需化身為資料科學家。隨著將
AI技術直接植入產品套件的企業 SaaS平台逐漸增多，加上有越
來越多供應商提供雲端的機器學習功能，行銷人員可將更多心思
放在應用科技策略上而非科技本身，進而更好地改造顧客旅程的
樣貌。7

總部位於澳洲的旅遊及酒店業公司 Crown Resorts也經歷了類似
的轉型過程。行銷長 Nic Emery先是從規畫顧客旅程著手，以了
解哪些接觸點有機會對顧客體驗產生最大影響。

 

目的之一在於，確保透過適當的科技應用大規模提供卓越的客製
化服務。Emery對此過程的描述如下：首先將數據存放在同一地
方，並與雲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疊加整合，以「提供當前前台工
作人員在進行關鍵互動時所需資訊」。此做法讓該公司發現了與
顧客進行有效互動的「微小行動機會」，例如當忠實顧客在生日
當天入住或使用其設施時向對方致意，而「這會對顧客體驗產生
顯著影響。」8

為深入了解顧客體驗及其中潛藏的盲點，企業可將以下三項關鍵
工作納入考量：

• 了解體驗策略：確定顧客旅程中的每個通路和接觸點。

• 確保各要素相互連結：所有通路和接觸點應為顧客創造一致的
體驗。

• 採用人本設計思維：仔細評估整個服務體驗，包括顧客、人才
和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健康保險公司 Anthem行銷長 Bill Beck解釋了所屬組織如何將 AI
技術融入旗下所有通路中（從數位自助服務工具到客服中心）：
「我們使用 AI了解顧客致電客服中心的原因，以及如何在對方致
電時提供所需服務。例如當涉及福利問題時，我們可以在顧客來
電前提早做好準備，以便迅速處理相關問題。」9員工也因此獲得
可主動服務顧客的機會，例如向可能罹患糖尿病的高風險對象推
廣營養方案。

在 AI工具的協助下，行銷人員和顧客服務負責人不僅能流暢整合
AI和人工服務的端到端顧客體驗，還能藉此為顧客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並提高企業整體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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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研究報告
2021年 4月，「�球行�趨�高�主�意見��」針對
來自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及荷蘭等地，共計 1,099名
全球企業高階主管進行調查。該調查就各項有助於推動行
銷職能變革的主題，分別向執行長、行銷長、資訊長、財
務長、營運長、法務長和人資長詢問其看法。

2021年 5月，「�球行�趨��費者�動��」針對全
球 11,500位來自 19個不同地區、18歲（含）以上的消
費者展開調查。

有關上述兩份調查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引言一節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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