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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人類歷史，在充滿危機和不確定性的時
空背景下，不但容易刺激新事物的誕生，
而且人們對於「何謂重要事物」的看法也

會產生變化。例如，1918年爆發了西班牙流感疫情，讓
當時的人們傾向使用電話溝通，但此趨勢卻導致仰賴
人力的接線工作不堪負荷；1 而在冷戰時期，家庭電視
的普及讓越南戰爭搖身一變，成為全世界「第一場透
過電視轉播的戰爭」，更直接影響了人們對衝突的認
知。2 此外，隨著氣候變化和性別平等議題逐漸攫獲大
眾的目光，人們對企業的要求也隨之增加。3 

如今，人類正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而全世界此時
正集思廣益尋求解答。在疫情包圍之下，維持社交距
離變成生活中的常態。工作方式須重新設計，以便讓
人們能夠更安全、更有效地完成工作；

採購日常用品、外出用餐、接受教育和醫療服務等活
動皆發生本質上的變化，迫使人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社

交方式加以因應。與此同時，隨著對制度性種族主義
的指責逐漸白熱化，眾人也被迫重新評估與反思自身
的價值觀，以及生而為人的意義何在。

從人民、企業到政府，每個人都需要尋找新的方法以
應對這個嶄新的世界局勢，本趨勢報告也不例外。當
整個世界似乎已改變原有的走向，並持續朝難以預測
的方向前進時，企業應如何發掘全球行銷趨勢並探究
其可能帶來的影響？

為尋求以上問題的解答，本報告將從各個角度出發，深
入了解普羅大眾和品牌廠商如何因應這場肆虐全球的
疫情。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藉此了解為什麼某些品牌
業者即使身處如此動盪的時刻，仍能逆勢蓬勃發展。

Deloitte整合了主題專業知識、實地考察獲得的意見，
以及兩份全面性的調查結果（一份以消費者為調查對
象，另一份則針對高階主管），以便從各種干擾變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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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球行銷趨勢研究
快速的變化席捲了全世界，讓人體認到必須更深入探究周遭環境，以確實了解消費者和企業高階主管們如何
應對這個新局面。有鑑於此，Deloitte Global進行了兩次全面性的調查，並將所得出的資訊與結果納入《2021
全球行銷趨勢報告》的相應章節中。

2020年4月，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針對全球2,447位18歲（含）以上的消費者展開調查；該調查分別在
美國、英國、墨西哥、中國、南非、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進行。

2020年5月，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則針對405位來自全球各企業的美國高階主管們進行訪問；該
調查就各項與疫情應變相關的主題，分別向行銷長（CMO）、財務長（CFO）、營運長（COO）和人資長（CHRO）
詢問其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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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結果。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1

所有高階主管的信心指數呈明顯下降趨勢
抱持信心的高階主管佔比

2019            2020 (COVID-19疫情爆發後)

執行長 (CEO)

55%

35%

資訊長(CIO)

41%

17%

營運長(COO)

2%
8%

行銷長(CMO)

3%
5%

財務長(CFO)

17%

10%

擷取出重要訊息（請參閱補充資訊欄的「2021全球行
銷趨勢研究」以了解更多資訊）。

本研究發現，這種對前景的不確定性為高階主管們帶
來了不少壓力。舉例而言，18個月前，Deloitte針對高
階主管進行調查，探究其在職場上影響共事者與對策
略產生影響的能力。4 而2020年5月，當405位受訪者
在回答相同提問時，本報告觀察到，高階主管的信心
指數呈現全面下降的趨勢（圖1）。

一般而言，當人們不確定要如何面對某種情況時，往往
會在本能的驅使下，把生存這項要素放在優先於人際
連結與人際發展的位置。當詢問高階主管在疫情之下
希望取得何種成果時，大多數人表示，會優先考慮提
高效率和生產力，而非推行以人為本的舉措，如加強
消費者參與度、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企業的社會影響力
等等。而在現下這種充滿壓力和不確定性的時刻，幾
乎沒有人有心思考慮如何提升獲利或推動創新等等。

回應消費者的需求

當然，以上行為取向並非史無前例，也尚未出人意料
之外。但當調查對象轉換成消費者時，他們卻表示，在
日漸嚴峻的局勢下，會對自己經常光顧的品牌寄予更
高的期望。請參考以下消費者調查結果：

• 近五分之四的人能夠舉例說明某品牌在應對疫情時
的積極作為，而五分之一的人則强烈同意（strongly 
agree）這會提高自己對該品牌的忠誠度。

• 而當消費者發現某品牌業者僅顧及自身利益時，
超過25%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再繼續支持對方。

• 超過70%的人表示，十分看重能夠加深與他人間
連結的數位解決方案；而63%的人則認為，即使疫
情消退，自身對數位科技的仰賴程度只會較疫情
爆發前更高，而非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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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的受訪者表示，可以想起至少一個在疫情爆
發後，能迅速應對劇變並更妥善地滿足自身需求
的品牌；而有82%的人認為，這會提高自己購買該
品牌商品的意願。

在同步分析以上調查結果時，本報告觀察到一個十分
明確的訊息：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混亂時局中，一
般民眾正轉向品牌尋求協助，並且願意以行動回報能
夠滿足自身當前迫切需求的企業。

有鑑於此，本報告提出以下七大趨勢，以協助高階主
管們打破眼前的種種不確定性，進而採取行動、主動
出擊。這些趨勢可望幫助企業領導人回應消費者的需
求，並按不斷變化的需求調整業務模式，從而促進每
個人心中所渴望的人際連結。

善用七大趨勢突破僵局

事實上，2021全球各項行銷趨勢皆圍繞著同一主題展
開，即打破習慣性採取的防禦心態，改以更全面、更可
靠的方式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有關宗旨的第一章節中，本報告提出了在動蕩時代
中維持蓬勃發展的必要基礎。為實現此目標，企業不
僅應深刻理解自身存在的原因為何，還需弄清楚自己
服務的對象為何。

在談論敏捷的第二章節中，本報告探討了企業組織的
最佳建構方式，以便在實現上述宗旨的同時，也能顧
及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人性體驗章節則探討了企業如何打破效率至上的思
維模式，以提升消費者、員工和業務合作夥伴的體驗。
而在有關信任的第四章節中，本報告為品牌揭示了一
套方法，希望其在實踐企業責任之餘，也不忘確保自
身所傳達給消費者的訊息，能夠與其提供的消費者體
驗保持一致。

在以參與為主題的第五章節中，本報告使用了含有深
入洞察的消費者研究，聚焦於全球的主要企業如何透
過顧客主導的創新和宣傳手法，巧妙將消費者的熱情
運用於強化組織的顧客互動策略。

融合一節則說明了全球最具創造力的公司是如何克
服其保守思維，並將新的合作關係、消費者想法和數
位生態系統相融合，藉此打造出不同以往的創新解決
方案。

而在以人才為主題的最後章節中，本報告探討了行銷
部門應如何改善其人才模型，讓自身即便是在最艱困
的時代之下也能創造出差異性，從競爭中脫穎而出。

這些趨勢的主要用途並非預測未來發展，而是為眼下
的迫切需求提供參考方向：也就是在每個人最需要指
引的時候，為企業描繪出一條既可幫助消費者和員工，
也可造福社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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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若能了解自身存在的原因
為何，並弄清楚服務的對象是
誰，那麼便能在前所未有的變 
局中，找到自己的獨特定位。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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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可說是本世紀最
嚴重的危機之一，而全球才剛開始從其肆
虐後的殘局中復原，著手重建遭受破壞的

社會與經濟。COVID-19疫情不但使世界蒙受經濟和
情感上的損失，也使各企業組織面臨著環境中的種種
不確定性。當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失去其在疫情爆發前
的市場地位時，應如何調適以面對眼前既成的現實？
對部分公司而言，問題可能在於如何在店面關閉的情
況下，繼續與客群互動；或者，就人才管理而言，如何
為在第一線和在家工作的員工提供支持。

在大多數品牌廠商都在考量如何重新定位，以為利害
關係人提供最好的服務時，部分品牌業者卻始終將其

定位鎖定在某個關鍵面向上，也就是宗旨。不論其目
前販賣的商品為何，這些公司都能從根本上了解自身
存在的原因，並明白服務的對象為何（從消費者、員工
到所在社區）。

所幸，一般大眾開始注意到這類品牌廠商的存
在。Deloitte針對全球2,447名消費者進行調查，其中
有79%的受訪者表示能回想起某些品牌業者為幫助
消費者、員工和所在社區，而採取積極作為以應對
COVID-19疫情的案例（圖1）。例如金融機構暫停收取

透支費用，並推遲貸款還款期限；鞋類公司捐
出數千雙鞋給護士，以感謝其幫助治癒該公司
所在社區的病患；另有許多企業願意主動改變
其長久以來奉行的政策，藉此為推動其組織成
長的員工們提供更完善的支持。

企業的整體目標能夠將將其社會角色與長期
價值相互連結，而當危機應對機制是由企業宗
旨所驅動時，那麼不論是該企業的品牌定位或
是其對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股東、消費者、員
工和社區的長期承諾，均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本報告將這類企業稱作「目標導向型企業」（purpose-
driven enterprises），意味著企業上上下下皆遵循真實

不論其目前販賣的是何種產
品，目標導向的企業能從根本
上了解自身存在的原因，並明
白服務的對象為何。

打造永續企業體質
以企業宗旨作為驅動力，在不斷變化的局勢中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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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1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您是否注意到有品牌曾透過下列任一方式，
提供員工或社會支持？

曾聽過品牌積極應對COVID-19的方式

表示曾聽過
任一方式

79%

23%

26%

29%

40%

22%

提供免費的產品與服務

與其他組織合作，以便在疫情期間
更妥善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21%

調整合约條款或售價，以便在疫情期間
更妥善地滿足消費者
20%

針對疫情期間需出勤的
員工提高其工作報酬
20%

曾聽過其他方式

2%

強化防疫措施以保護員工的
健康與福祉

為COVID-19疫情社區支持計畫
提供財務上的援助

為COVID-19疫情社區支持計畫
提供財務上的援助

放無薪假期間為員工
提供財務方面的支持

大幅減少或暫停支付
高階主管的薪水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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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企業宗旨，並藉此將困難的決策轉化成簡單明
瞭的抉擇，即選擇最能體現其企業宗旨的道路。目標
導向型企業不僅能夠吸引更多消費者的目光，而且還
刺激著消費者的行為。近四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其強
烈同意品牌積極應對疫情的作為，有助於正面影響人
們對該品牌的認知；另有五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強烈同
意這些品牌業者的作為會改變他們的消費偏好，使其
傾向於選購該品牌的商品（圖2）。此外，本報告也發現，
消費者對負面的品牌行為也一樣銘記在心（66%），且
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會因此選擇不再支持該品
牌，顯示了企業應持續遵守承諾的重要性。請務必謹
記，目標宗旨並非僅是面臨抉擇時所依循的指標，而
是企業對於應以何種方式存在而歸納出可長久遵守
的承諾。若未能建立此承諾，則大眾對企業的信任度
將迅速削弱（更多資訊請參閱本報告的信任章節）。

而成為目標型導向企業的前提為何？一般而言，需先
深入了解自身存在的原因，擴大其服務對象的範圍，
並確實透過目標導向的KPI履行企業承諾。下文將揭開

「目標導向型企業」的真實含義，並說明不論時局好壞，
行銷人員應如何提升其目標，以顧及所有利害關係人
的權益。

何謂目標宗旨

圍繞著目標宗旨這個概念的討論不斷演變，導致此詞
彙發展出多種解釋，也使得其定義變成動態形塑的過
程。目標宗旨不僅能代表品牌業者販售其產品及服務
背後的潛在動機，還能闡明組織存在意義。

為了說明「目標宗旨」這個概念，本報告將前者因其根
植於消費者端的需求稱為品牌宗旨（brand purpose），
而將其旨在滿足所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的後者則稱
作目標導向型企業（purpose-driven enterprises）。不
論如何，大多數以目標為導向的品牌和企業都需要明
確的動機，並發展出可衡量自身是否確實履行承諾的
問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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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從「察覺」到「購買」的消費者漏斗

品牌的
正面行動

79%

23%

19%

品牌的
負面行動

66%

31%

26%

察覺

強烈同意該作為會改變自己對品牌的認知

強烈同意該作為會影響自己的選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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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探索自身存在的原因， 
便能同步擴大企業影響範圍
品牌宗旨和目標導向型企業這兩個概念未必是相斥
的。事實上，目標導向型企業會在其品牌宗旨和更廣
泛的企業宗旨間建立連結。不過，在許多情況下，企業
販售其產品和服務背後的「原因」，往往和其他重要面
向無關，例如人才和業務合作夥伴策略。

若將宗旨這個概念獨立出來進行管理，則其含義可能
會變得模糊不清，又或者在最壞的情况下，該宗旨可
能會缺乏可靠性。然而，當企業明確地將存在的「原
因」置於其業務核心時，則不論在企業內部或外部， 
其宗旨均能獲得增強與延伸。

試舉例，有機嬰幼兒副食品製造商Ella’s Kitchen便是
目標導向型企業，這家公司希望能為孩子「培養可持

續終身的健康飲食習慣」1，並透過非單純銷售食品的
方式實現此一目標。為此，該公司以「互惠」準則為出
發點，與許多利害關係人建立合作關係，以確保原料
供應鏈的運作不存在道德方面的疑慮。除了在產品中
使用健康成分外，該公司還為父母和照顧者提供資源，
以協助對方為孩子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2

作為其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計畫的一環，Ella’s Kitchen更捐出30萬份袋裝
食品給世界各地缺乏照顧的孩童。3 但此處須留
意，CSR計畫並非目標導向型企業的同義詞；設有企
業目標宗旨的組織往往會致力於確保其CSR計畫能
夠強化其目標，以及對世界產生正面影響的能力 

（（請參閱補充資訊欄的「正視社會企業的重要性」）。

當企業明確地將其存在的「原
因」置於其業務核心時，則不
論在企業內部或外部，其目標
宗旨均能獲得增強與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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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標：是否言出必行

現在的新聞提要中，往往充斥著企業未能兌現其華而
不實承諾的案例。然而，紙上談兵是一回事，若要真正
將承諾付諸實行，則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不論是
履行其顧客承諾的品牌業者，或是在價值鏈上處處實
踐其宗旨的企業，都可透過推廣相關KPI的方式，確保
自身在以下三個關鍵面向上皆能落實其宗旨：

將衡量指標融入企業政策中：企業可跨組織建立內含
衡量指標的政策，並透過關鍵實務作為強化其企業宗
旨。以美國投資管理公司BlackRock為例，該公司執行
長Larry Fink曾特別指出，企業宗旨和企業獲利兩者
間密不可分，因此，企業需制定合宜的政策，以確保其
基本業務決策與自身宗旨保持一致。7 為此，BlackRock
要求各公司「嚴格」揭露其如何遵循由永續會計準則

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所制定的特定產業適用標準。8 對於未能嚴格揭露此
方面訊息的公司，BlackRock會「逐步做出該公司缺乏
適當風險管理的結論」。9 此外，BlackRock也會根據上
述標準，「對永續揭露方面表現不佳的2,700家公司中
的4,800名董事，投下反對票或保留其投票權」。10

團隊KPI：為實踐企業目標宗旨，員工需將其組織的價
值觀和使命融入自身的言行中。例如，航空公司
Alaska Airlines透過年度員工參與度調查，深入了解
旗下員工對公司的看法及其實踐宗旨的方式。11 該公
司2020年的目標是確保各部門的參與度得分達到
80%或更高。選擇採用此方法的企業組織，除了向董
事會報告參與度評分的變化趨勢外，也需將與宗旨相
關的談話內容，納入其績效評估的基礎項目中。

正視社會企業的重要性
即便未設有與社會公益直接相關的宗旨，許多品牌也已在社會上立足數十年之久，並且在財務方面展現出
良好績效。然而，兩項全球趨勢卻建議，企業組織若能確保其企業宗旨及CSR計畫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則
該企業將有望「更上一層樓」。兩項趨勢如下：

• 全世界正傾向於支持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的使命在於「企業獲利」與「社會影響力」結合起來。目前有許多
組織正朝著此方向發展，執行長們也常將「包含所得不均、多樣性和環境問題在內的社會影響」視作衡量
自家企業成功與否的指標。4 除此之外，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民眾也傾向於支持與自身擁有共同價值觀的
公司，並且遠離那些拒絕為相關價值負責的組織。5

• 全世界都在向企業尋求解決辦法：愛德曼公關公司（Edelman）針對散布於全球28個市場的3.4萬名個人
進行了調查。這份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顯示，人們認為企業是最有能力解
决全球問題的團體組織，甚至相信其能力勝過政府和非營利組織。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認為，包
括社區、消費者和員工在內的利害關係人，是決定一個組織能否長期維繫其成功的重要關鍵（僅13%的受
訪者表示，股東是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

 「品牌」這個概念逐漸代表人們對一家企業的認知，而消費者們也越來越傾向於支持願意為社會盡一份心
力的組織。但請務必銘記，為有效回應所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企業應在目標其宗旨中融入社會要素，並將
此理念擴展至整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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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利和宗旨相連結：當獲利和目標宗旨兩者相關時，
企業應針對目標導向的產出進行評估，藉此證明遵循
企業目標宗旨確實有利於創造價值。此外，企業的成
功有助於刺激外界購入其股票，並使該企業明白哪些
做法確實可行。舉例而言，跨國消費品公司聯合利華                 

（（Unilever）的企業宗旨是「讓永續生活隨處可見」 
（（Make Sustainable Living Commonplace）。12 其具
體做法是將旗下主打永續性的生活用品與其他產品
組合進行業績對照。結果發現，「永續生活品牌商品的
業績成長速度不僅比其他業務快上69%，而且在公司
整體的業績成長中，其貢獻的佔比更高達75%」。13

長期而言，行銷人員如何
將宗旨擴展至企業前線
目標導向型企業需仰賴組織各層級間的協作，但就
宗旨而言，並非所有組織都站在相同的起跑點上。
新創公司通常可在草創初期便將宗旨融入其日常
運作中，但在大型傳統公司轉型為目標導向型企業
的過程中，往往會面臨更艱鉅的挑戰。另外，在此過
程中，無論是企業的成熟度或者產業類型，皆會影
響行銷人員將企業宗旨擴展至組織各角落的方式。

而不論企業的成熟度和產業類型為何，其行銷長和行
銷團隊皆可採行以下三步驟實踐其宗旨，並藉此造福
其顧客乃至所有利害關係人。這三個步驟包括：

1. 建立品牌目標宗旨：行銷人員向來被視為最懂顧
客的專家，14 而這個獨特的定位使其有能力理解
並說明存在於品牌產品及服務背後、更高層次的 

「「原因」。將這類「原因」整合到品牌宗旨中不但有
助於釋放創造力、激勵員工，還可透過與消費者 
建立情感連結的方式創造差異性。美國門窗公司

Marvin便展現了行銷人員如何為產品賦予更高層
次的意義。該公司的品牌宗旨是「想像並創造更美
好的生活方式」（To imagine and create better 
ways of living），15 而在具體實踐上，Marvin闡釋了
如何讓一個看似簡單的產品（例如門窗），在消費
者眼中變成可使其過上更快樂、更美好居家生活
的途徑。上述目標可透過創新技術加以實現，例如
隱藏式感應鎖和智慧天窗；另一種可達到相同目
的的方式，則是藉由細微調整設計細節，協助消費
者打造出最能反映其個性、渴望和需求的空間。

2. 促進企業目標宗旨的形塑：若所屬組織當前未考
慮設立企業目標宗旨，則行銷人員可試著將「由外
而內」的觀點引入高階主管的對談中，藉此展開相
關討論。這意味著討論過程中可能會談及公司的
聲譽，或提出數據以闡明外界當前對公司及其競爭
對手的看法。

正如前述消費者脈動調查（圖1）所指出，消費者最熟
知的品牌是在疫情中選擇保護員工的公司 （44%）， 
以及捐贈產品給COVID-19疫情社區支持計畫的業者（

（（40%）。比利時大型保險公司Ethias在疫情爆發初期

無論是企業的成熟度或產
業類型，皆會影響行銷人員
將企業宗旨擴展至組織各
角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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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採取此類措施，其數位轉型長Wilfried Neven表示，
當時他們迅速制定了三階段的應對措施：第一，保護員
工；第二，保護客戶；第三，保護整個公司。16 除了讓員
工遠端工作之外，Ethias更推動數位通訊活動，藉此關
心員工的健康情形。此外，為了協助社區居民，Ethias 
的員工將自身的數位專業知識和保險生態系統相結
合，並透過其「App4You平台」建立了應對疫情的志工
網絡。該平台一方面針對社區需求尋找合適的志工，
另一方面則為自願服務的志工們提供免費保險。這些
行動不但讓Ethias能夠將其核心使命和企業宗旨擴展
到整個組織，也讓該公司有機會觸及其傳統客群之外
的服務對象。

3. 視需要結合品牌宗旨和企業宗旨：企業的CSR計
畫是否是消費者忠於品牌的主要原因？若答案是
肯定的話，則行銷人員可直接與公關部門合作，以
確保有關品牌目標宗旨和企業目標宗旨的資訊保
持一致。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行銷人員可與CSR
團隊合作，以加强自家企業在市場上的話語權。 

以信用卡及開支報表公司Expensify為例，該公司一
開始便設有強而有力的品牌宗旨，即以快速簡便
的開支報表製作方式，為忙碌的專業人士省下寶
貴的時間。17 隨著其知名度提升，Expensify逐漸在
組織內部建立起更廣泛的企業宗旨。如今，該公司
會將其信用卡業務營收的10%，捐給致力於解決無
家可歸、兒童飢餓以及氣候變遷問題的社會計畫。
當消費者在其平台上預訂飯店時，Expensify會捐
出部分款項以協助解决無家可歸的議題；若有人
使用其服務訂購機票，該公司則會透過植樹的方
式協助降低碳排放量。Expensify強而有力的品牌
宗旨，可說是主導其CSR計畫走向的關鍵力量。

一場COVID-19疫情讓人們看清，當企業明白自身為利
害關係人提供服務的「原因」何在時，便能在前所未有
的變局中，找到其專屬的獨特定位。換言之，當企業目
標宗旨貫穿整個組織時，該企業便可透過這個價值鏈
滿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甚至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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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anne Kounkel擔任Deloitte和Deloitte Consulting LLP的行銷長一職。她致力於挑戰
創意和協作的界限，以藉此實踐兩個密不可分的目標：讓客戶感到滿意並讓業績健康成長。
在Deloitte Consulting LLP中擔任要職的Kounkel經常擔任講師，同時也是一名作者，其撰
寫過的相關主題包括目的導向型品牌、提升B2B行銷中的人性體驗，以及行銷資料使用倫理。

Amy Silverstein是Deloitte企業宗旨策略項目的負責人，該項目是由Monitor Institute
和Monitor Deloitte Strategy兩個部門所共同推出的獨特服務。身為Deloitte LLP旗下
Monitor Institute部門主管之一，Silverstein負責為企業組織提供建議，協助制定、運
作、評估及傳達企業宗旨；相關建議內容涵蓋了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策略，以及如何將宗旨與核心企業策略相連結，以促進業
績成長、改善風險管理成效並提高社會影響力。此外，她也經常在許多場合發表演說，並撰
有相關文章探討價值創造的社會目的、企業在社會中的角色，以及CSR的未來發展趨勢。

Kathleen Peeters是比利時市場行銷和商業實務部門的負責人，其業務專長包
括幫助企業透過與顧客建立有意義的連結，以及藉由改變行銷模式的方式以充分
發揮業務潛能。作為Deloitte Consulting LLP董事之一，她曾領導過多個轉型項
目，著重於將行銷技術和數據價值最大化，以幫助客戶實現業績成長。身為行銷
溝通業務主管的Peeters，不論在數位行銷、數據和商業智慧、客戶關係管理、顧
客資料平台、策略、行銷自動化或行銷營運方面，皆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關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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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是實現敏捷行銷的最佳
時機，行銷人員應善用數位工
具，為其組織設計相關應用藍
圖，以落實此目標。

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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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經濟衰退的劇本基本上保持不變，
有的企業緊縮開支、專注於成本，以求度
過景氣低迷；不然就是為了搶佔市場份額

而預支相關費用。然而，當前由全球疫情引發的經濟
衰退現象十分獨特，迫使消費者行為發生大規模且快
速的變化，從實體店面的購物習慣轉向以數位通路為
主的消費模式。因此，企業需要一個全新的劇本協助
其應對此波景氣低迷的現象，也就是發展出靈活的數
位通路策略以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否則可能會在
本已緊縮的市場中失去一席之地。

根據前述針對全球2,447名消費者所進行的調查，58%
的受訪者表示，能舉出某品牌在COVID-19疫情肆虐下，
即時調整其產品或服務以更妥善地應對新常態的例
子。在這組受訪者中，82%的人表示，這類經過調整的
新產品或服務，有助於增加其購買該品牌商品的意願。 
COVID-19疫情也提高了消費者使用數位通路的意願， 
66%的受訪者認為，這場疫情使自己更看重設計完備
的數位應用工具；另有63%的人表示，在疫情消退後自
己會更頻繁地使用數位科技進行消費。（圖1） 

改寫遊戲規則
運用敏捷行銷探索日益數位化的世界

圖1 

COVID-19疫情影響下，消費者對數位科技看法的變化
強烈同意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強烈不同意稍微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對稍微同意

COVID-19疫情使
我更看重設計完備
的數位應用工具

36%

30%

66%

COVID-19疫情消退
後，我會比疫情爆
發前更頻繁使用數
位科技

30%

33%
63%



18

2021全球行銷趨勢：聚焦核心價值

許多行銷人員意識到，自身應具備在日益數位化的世
界中探索方向的能力（請參閱補充資訊欄的「在紛擾
中清楚傳遞品牌訊息」）。另一項針對405名高階主管
的調查顯示，41%的受訪者希望應用更多數位科技和
平台加以實現的最大目標，是使企業能夠更即時且迅
速地回應消費者的需求（在所有回答中佔比最高）。而
對於行銷負責人而言，這是個重要的分水嶺信號。有
鑑於消費者對互動期望的快速變化，加上人們越來越
重視和依賴數位科技，此時加速（而非抑制）數位技術
方面的投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如此一來，
才能讓使組織能夠運用最相關的訊息和產品或服務，
以快速滿足消費端的需要。

本文結合了來自相關領域和主要研究的案例，期望藉
此協助企業領導者設計自身組織的應用藍圖，從而建
構最符合需求的敏捷行銷模式。

有助於實現敏捷行銷的三大趨勢

企業可善用從以下三大趨勢中獲得的洞察，以更妥善
地滿足其顧客的需求： 

確實掌握市場動態
企業是否清楚掌握個別顧客的完整樣貌，可說是敏捷
行銷的基本前提。為此，企業需設計出相應的資料系
統，以便將散布在組織各處的資料集彙整至獨立的顧
客資料平台（customer data platform）。

那麼具體而言該怎麼做呢？基本上，企業應開發或採
用可用以從各種管道蒐集資料的平台，上述管道包括
電商和社群媒體等通路；筆記型電腦、手機和平板電
腦等設備；以及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系統這類的平台。此做法有助於
描繪出顧客旅程，並藉此打造更全面的消費者體驗。1

在紛擾中清楚傳遞品牌訊息
在充斥著大量訊息的市場中，消費者每天會接觸到400則至10,000則不等的廣告訊息，且每則廣告無不使出
渾身解數吸引消費者的青睞。2

正因如此，大多數廣告都淹沒在海量的訊息中，而負責設計和部署廣告的人員則面臨著一項艱鉅且不討好的
任務，也就是需設法在紛亂之中脫穎而出。而行銷人員究竟該怎麼做才能有效突破重圍呢？

相關性是吸引消費者注意力及使其持續感興趣的關鍵。當品牌業者傳遞出的訊息，與消費者收到訊息當下所
關注的事物相關，那麼雙方之間便可建立起連結。而相關性本身既可以像在文化脈絡下進行互動般地複雜，
也可以像在下雪時出售雪地輪胎一樣簡單。

傳遞相關內容所需的技巧和技術，有部分需仰賴行銷人員的創意，但大部分取決於由資料驅動的洞察，包括了
解消費者、追蹤市場趨勢以及具備即時傳遞技術，方能打造出與顧客息息相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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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家全球消費品製造商為例，該公司建立了專屬的
顧客資料平台，以為消費者提供相關性高且個人化的
產品與服務。過去，該公司的行銷資料庫由1,700個目
錄組成，且每週更新一次，因此難以跟上消費者不斷
變化的需求。藉由彙整不同來源的資訊以描繪顧客旅
程的方式，該廠商成功將這些訊息整合至8個目錄項
目中，而上述目錄充分反映出消費者在其網站、行動
應用程式、簡訊、客服中心，以及店內交易等管道上的
主要互動模式。如此一來，企業便能即時回應顧客的
需求，並且在顧客旅程中有效地向超過5,000萬名客
戶提供相關的行銷方案。3

預測對話內容
為了確實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企業需具備感知和理解
消費者需求的能力，而結合了「預測感知」技術 

（（predictive sensing）（由機器學習和AI驅動）的完整
顧客資料平台，正好能幫助企業做到這一點。

例如，Deloitte Digital的社群感測功能便可預測接下
來72小時內的對話走向，從而使組織能夠掃描市場中
的對話、評估消費者的情緒，並預測該對話在未來幾

天內的發展趨勢。這些預測可以是十分具體的內容，
例如評估和預測消費者對廣告訊息的看法，或者在已
從COVID-19肺炎中康復的患者中，找出何者最有可
能提供含有抗體的血漿。4

擁抱社群客戶關係管理
掌握對話方向之後，行銷人員便可運用多種管道與受
眾進行互動。除了電子郵件、平面媒體、電視和社群媒
體等傳統管道之外，在B2C和B2B市場中有部分行銷
人員獨具慧眼，正努力將一系列新興社群管道發展成
完整的社群客戶關係管理（social CRM）生態系統。 
 
與此同時，為了在疫情期間更有效地與顧客互
動，67%的受訪高階主管表示，其提高了自身在社群
媒體上的參與度（在所有互動策略中排名最高；圖2）。
現在，隨著越來越多公司，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企業，利
用社群管道與顧客進行更廣泛且動態的互動，嶄新的
社群客戶關係管理用例正在逐漸成形。

那麼，何謂社群客戶關係管理？現今的品牌業者正積
極運用其社群平台，作為大規模提供「一對一服務」的

敏捷行銷的前提在於企業是否
清楚掌握個別消費者的完整樣
貌，而顧客資料平台則有助於
滿足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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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5 以B2B公司三一重工為例，這家重型機械製造
商在其社群通訊平台上，一方面重點式地顯示其產品
目錄中的機械品項，另一方面則為感興趣的客戶提供
簡單的方法和銷售代表面談。6

儘管行銷人員長期以來一直在使用社群平台，並透過
網紅（influencer）或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為其傳遞資訊，部分業者現在甚至以更
微觀的層面創建虛擬KOL。7

例如，中國大陸化妝品公司完美日記便創造了一位虛
擬KOL「小完子」，透過她為消費者提供有關自家產品

的建議，並分享教學課程以說明彩妝品的最佳使用方
式。小完子之所以能夠勝任這份工作，有部分原因在
於她並非真實存在的人物！8 完美日記塑造這個虛擬
人物的目的是為了與消費者進行互動，並協助該公司
引導市場趨勢。

不論是完美日記或三一重工，兩者都是將社群媒體應
用於大型企業數位行銷和商務方面的先驅。對於許多
西半球的公司而言，此一趨勢才剛剛開始成形，且其
中有許多公司都是藉中國大陸市場來不斷完善這方
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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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您所屬企業組織如何在疫情期間與顧客互動？

前三大回答

提高社群媒體上
的參與度

大幅改造數位平台，以更
妥善地滿足顧客需求

辦理更多線上活動
和線上研討會

善用顧客回饋以快速制定新優惠訊息

舉辦線上競賽以刺激新想法

為自身產業外的新顧客提供服務

為其他地區的新市場提供服務

其他

35%

27%

20%

19%

2%

67% 5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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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長有責協助高層描繪出明確的
願景，以便有效運用相關工具與消
費者進行互動，並即時滿足他們的
需求。

展開敏捷之旅

為了使企業能夠有效部署相關工具和技術，進而落實
敏捷行銷，高階主管們需跨整個組織建立起清晰的願
景，並以此作為運作基礎。Deloitte的研究指出，行銷人
員可採取以下三步驟創建和執行敏捷行銷願景：

1. 以顧客為出發點進行領導：隨著顧客資料平台的
應用越來越普及，且主要科技廠商也紛紛加入以
提供更好的支援，行銷人員如今可以設定更大膽
的行銷目標。首先，必須對客戶及其需求有所了解，
而行銷長正是領導此工作的不二人選（請參閱本
報告融合一節以獲得更多資訊）。9 Deloitte研究顯
示，在有關消費者體驗的高階主管對話中，行銷長
的意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81%）。換言之，行
銷長可善用自身在此方面的知識，為所屬企業繪
製出完整的願景。

2. 攜手合作以設計通路策略：當問及高階主管明年
哪些職能領域扮演最關鍵的角色時，數位技術和

銷售與行銷這兩個答案的出現頻率最高（分別為
68%和63%）。在設計貫穿顧客旅程中所有環節的
通路策略時，這兩個領域間的關係可謂密不可分。
在此情境下，行銷長和資訊長可盡早與高階主管
中的關鍵成員（例如銷售長）展開合作，並將其需
求及洞察納入通路策略設計中，從而為公司制定
更合適的敏捷策略藍圖。

3. 快速制定並推出新優惠訊息：速度是決定敏捷行
銷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然而，圖2的數據卻顯示，
僅35%的企業組織懂得善用消費者回饋快速制定
優惠訊息。考量為消費者提供相關訊息，以及明確
掌握消費者旅程這兩者的重要性，也許目前正是
利用感知技術和社群客戶關係管理的最佳時機，
才能夠藉此快速推動敏捷行銷。 

時至今日，企業終於能夠自由運用有助於推動敏捷行
銷的工具。而行銷長有責任協助高層描繪出明確的願
景，以便有效運用相關工具與消費者進行互動，進而
即時滿足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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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速上市和效率至上的策略
模式，轉向以促進人際連結為主
的商業思維。

人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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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體驗：以自身為出發點

效率和人性體驗何者更為重要？這道選擇題
就好比搭飛機時，在較廉價或較安全的航
班間進行抉擇；也如同購買衣物時，應選

擇更快到貨的商家，還是整個供應鏈運作皆符合道德
規範的廠商；又好比從事投資時，該相信「機器人投資
顧問」（robo adviser）的建議，還是該花時間確保投資
標的是否擁有與自身相同的價值觀。

在首份《全球行銷趨勢報告》的人性體驗一節中， 
Deloitte針對企業如何還清其「體驗負債」（experience 
debt）進行了相關討論。1 當企業在規畫其未來的數位
道路時，若追求的是提高效率而非促進人際連結，那
麼此類負債便會逐漸累積，最終導致分析結果摻有偏
見、缺乏包容性，以及社會孤立感等問題。

不久，COVID-19疫情便席捲了全世界。對部分
企業而言，當科技成為人際連結的主要渠道
時，反而證明了重視效率勝過人本價值的解
決方案不足以應對當前的新局面。人們在尋
求能加深這種連結的數位解決方案時，往往
會遠離未能或無法反映其價值觀的公司，並
轉向重視人性體驗的組織。例如，4月份針對
全球近2,500名消費者進行的調查顯示，有四
分之一的受訪者强烈同意，自己不會再支持
在疫情中僅顧及自身利益的品牌業者；另有
超過70%的人表示同意，自己十分重視在疫情期間幫
助自身加深人際連結的數位創新科技。

為了深入了解此趨勢，Deloitte在5月時向400多名高
階主管進行調查，詢問對方在應對疫情時最希望取得
的成果。有趣的是，位居前三名的都是非常直觀的答
案：提高生產力和效率、改善風險管理，以及加速部署
數位平台與相關技術（圖1）。當然，在眾多企業爭相尋
求解決之道以維繫業務命脈的環境中，提高效率和改
善風險管理等方向看起來似乎十分合理。但其中有件
事引起了本報告的注意：這段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凸
顯出人們對人際連結的共同需求。此外，針對高階主
管所做的意見調查更發現，改善與顧客間的互動、留
住頂尖人才，以及提高組織對社會的影響力等，與顧
客、員工和社會建立連結的方式，是許多企業接下來
要推動的重要目標。 

那麼，當天秤的一邊是組織對提高效率的需求，而另
一邊是人們對人際連結的普遍需要時，高階主管該如

以自身為出發點
企業價值如何影響人性體驗

企業應將自身視作能夠反映
並支持其服務對象價值觀的
人類實體。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topics/marketing-and-sales-operations/global-marketing-trends.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topics/marketing-and-sales-operations/global-marketing-trends/2020/human-experi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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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呢？我們相信，這勢必要從「變得
更人性化」開始做起。正如COVID-19疫情以及對制度
性種族主義的檢視，導致人們重新評估與反思自身的
價值觀，企業也應採取相同的做法，以滿足顧客、員工
和業務合作夥伴的需要。換言之，企業應將自身視作
能夠反映並支持其服務對象價值觀的人類實體。

 

為確保企業按人類實體的方式運作，需在人性需求和
加速上市及效率至上的目標間取得平衡，否則便會有
累積更「體驗負債」的風險。本文將以實際的研究和案
例為領導者們提供參考藍圖，以協助其將人性價值融
入到企業的解決方案中，進而以更全面、更可靠的方
式滿足人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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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提高生產力和效率是高階主管在應對疫情時最希望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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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人性化的組織

身處社會秩序遭到破壞的時代，例如目前肆虐全球的
COVID-19疫情，企業不得不重新思索自身的價值、營
運模式和基礎設施。另一方面，這樣的局勢也提供了
一個實施創新和重建人性體驗的機會，以滿足人們的
共同需求。企業可透過以下兩種方式，將其組織轉變
成更符合大眾期待的人本型企業：

為市場提供價值導向的解決方案
之所以從價值觀出發，是因為這驅動著人類的情感與
行為。價值觀代表的並非所做的事為何，而是解釋這
麼做的原因何在（圖2）。2 人類有95%的購買决定是受
潛意識的衝動所導致，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便是情感。3

在先前針對16,000人進行的研究中，Deloitte發現超
過一半的人希望能從虛擬環境中獲得更「人性化」的
體驗。4

此外，由於科技終究無法取代面對面的人際互動，虛
擬體驗所帶來的利潤正隨著時間流逝而不斷下滑。

而過去企業多半仰賴面對面的互動加强人際連結，但
新時代的數位解決方案在人性體驗方面卻顯得有所
不足，讓事情變得更錯綜複雜。所幸部分企業目前已
快速調整並改造其數位環境，以促進人際連繫。例如，
智慧手機配件製造商Kenu過去經常拜訪中國大陸的
合作夥伴，並在行程中一面參觀對方的製造工廠，一
面與主要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5 然而，疫情期間讓國
際旅行受到限制，因此Kenu轉而將拜訪行程虛擬化，
透過360度遠端攝像機和AVATOUR協作平台，繼續與
主要業務合作夥伴進行定期的工廠參訪行程。而數位
化的另一項好處，則是雙方可隨時進行這方面的互動。

以上是在虛擬環境中進行人際連結的案例，但企業組
織該怎麼做才能在實體環境中加深此連結呢？ 
Deloitte研究發現，美國人可按其行為模式和觀點將其
區分為三類相異的群體（此處稱為「集群（clusters)」）：
保護主義者（Protectors）、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s）
和保守主義者（Prevailers）。6 每個集群的命名皆反映
出該群體中每個人的心態與動機。例如,實用主義者天
生富有好奇心，喜歡掌控自己的日常作息。儘管在面對

由於科技終究無法取代面對面的
人際互動，虛擬體驗所帶來的利潤
正不斷下滑。

https://www.deloittedigital.com/content/dam/deloittedigital/us/documents/offerings/offering-20200730-uncertainty-clust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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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時通常都會謹慎以對，但這類人同時也樂於嘗試
以安全為優先考量的新事物。與其他集群相比，保守主
義者也重視控制，但多傾向於以自己的方式嘗試新事
物，並且不太願意為了遵守「盲目」的防疫安全規定而
改變自身行為。保護主義者則落在其他兩個集群中間。

對於同時服務實用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企業而言，
這意味著需設計出能為人們提供安全感的產品體驗，
同時需營造出可使對方相互連結的空間。為解決上述

問題，口罩公司Clear Mask便開發了一款與公司名稱
相同的透明口罩。7 如今，人們可選擇穿戴能使其面部
表情變得更清晰可見的口罩，以促進與他人之間的交
流。此外，這類口罩的設計在使用上也更具包容性，讓
聽力受損的人即使戴著這種口罩，也不會妨礙其進行
溝通。

從更微觀的層面來看，品牌對於自身宗旨的掌握十分
重要。例如，全球家具公司IKEA的願景是，為大多數人

資料來源：「不確定環境下的人性體驗」研究結果。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2

人性體驗始於人們的核心價值觀

信任是人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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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體驗由價值
觀、情感與行為所
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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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包含顧客及自家和供應商員
工。8 為了在顧客和員工都能感到安全的環境中開發
新的家居設計理念，IKEA打造了一個運用擴增實境技
術的設計空間，為顧客、室內設計師和相關技術進行
配對。該技術讓顧客可以一面在家中走動，一面想像
不同的商品組合在其生活空間中可能呈現的樣貌。9

重新調整基礎設施，以回
應最迫切的社會需求
危機即轉機，企業能趁機重新調整、推動創新，並更妥
善地滿足大眾和所在社區的需求。例如，2005年8月，
卡崔娜颶風為美國本土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10 據估
計，當時紐奧良有80%的地區因糟糕的基礎建設和工
程政策而遭洪水淹沒。災難發生後，該市導入了現代
工程技術和先進的電腦建模科技，進而建立出美國沿
海城市中最佳的防洪系統。

在社會動盪的時期之中，企業可評估自身是否已做足
了應對準備。若答案是否定的，便可考慮應用已知知識
重新設計公司的內部流程與政策，使自身具備更為强
健的企業體質。美國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是由世界知名企業的執行長們所組成的
非盈利組織，於2019年發布了一份關於「企業使命」
的聲明。該聲明指出，除了需致力於解决員工平等、道
德供應鏈方面的需求外，企業也應保護和支持其業務
營運的所在社區。11 

如今，部分知名企業正積極進行此類自我評估活動，
並對其基礎設施和政策進行調整，以滿足社會大眾的
需求。例如，為了解决不平等和制度性種族主義問
題，PepsiCo公司執行長Ramon Laguarta在一封公開
信中，談及自家公司所採行的政策變革三大面向，及
各自對應的可衡量目標。12 以下是該公司圍繞上述三
大面向所採取的措施：

• 內部人員：為增加少數族裔在其管理階層中的代
表性，該公司宣布了一項新目標，希望在2025年之
前將黑人主管人數擴增30%。此外，該公司目前也
正加大針對傳統黑人大學的招聘力度。

• 商業夥伴：該公司表示將增加一倍的相關支出以雇
用由黑人營運的供應商，並且在旗下的行銷機構中，
善用其影響力為黑人人才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 所在社區：為推動長期變革，該公司預計在未來五
年內向黑人社區多投入2,000萬美元的資金，並用
於提供就業、營養、指導，以及為黑人營運的小型
企業提供管理培訓計畫。

而優格生產商Chobani也建立了全面性的方法，以支
持由利害關係人所組成的整體生態系統。例如，為了
向全世界的人們提供更優質的食物，Chobani 
Incubator為主打創新飲食的新創公司提供援助與指
導，並提供成為其合作夥伴的機會。13 另一方面，就其
內部員工而言，Chobani Shares則為所有全職人員提
供持有公司股票及分享獲利的機會。14

若企業缺乏一套深思熟慮、可用於解決人們需求的方
法（如PepsiCo和Chobani所採行的方法），則該組織
所能獲取的信任便會遭到削弱。這些案例凸顯出一項
重要結論：光靠善意並無法解决人們最迫切的需求，
企業需透過更深思熟慮的方式挖掘人們的需要，並採
用更全面的方法滿足這些需求。

添加更人性化的元素

富有同理心的領導風格，往往是讓組織變得更人性化
的首要步驟。在致力於改善人性體驗的長途道路上，
企業領導者可從今天起聚焦於以下三個面向，並展開
相應的行動：

• 認清盲點所在：組織（或個人）很難看清自身的盲
點，而認清盲點這個過程其實相當個人化。當執行
長開始主動接觸、積極傾聽其各方利害關係人時，
有可能觸發此過程。所幸，如今執行長可在一個普
遍的事實前提下展開上述對話，那就是「我們每個
人都需要人際連結」。15 這意味著企業需傾聽顧客、
員工和業務夥伴的意見，以了解並解决對其而言
至關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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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按下暫停鍵（一小段時間）：對企業而言，加快
上市速度始終是最迫切的業務需求之一，因此暫緩
行動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有時候組織其實尚
未準備好加入戰局。此時，最好的做法是按下暫停
鍵，坐下來好好觀察和思考當前的局面，以確保組
織所給予的承諾與行動方向一致，並藉此避免在不
知不覺間誤入「盲點」雷區。此外，企業可利用這段
時間反思並制定相關計畫，以便在採取行動前，系
統性地解决存在於公司內部的問題。如此一來，不
僅可讓企業在準備行動時能更有效地回應外界需
求，更有助於確保其發出的訊息真實且可靠。

•  積極行動（準備就緒時）：一般而言，實踐組織所擁
護的價值是建立可靠企業形象的第一步。當企業

的價值觀與其利害關係人相一致時，便有望制定
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那麼，企業要如何使自身的
價值觀與利害關係人保持一致呢？許多高階主管
團隊常將行銷長視為顧客的擁護者（但願能更廣
泛的定義為：人類的擁護者）。16 因此，行銷長可利
用此定位倡導重要利害關係人的相關需求，並確
保整個組織能夠確實予以滿足。

能否快速行動以及對業務效率的追求，在企業心目中
始終佔有重要地位。但在危機時刻，不變的事物反而
更能彰顯出無法取代的重要性，那便是人們的價值觀。
當企業停下來思考大眾的需求時，便能有效運用人類
對人際連結的普遍需求這項本質，進而設計出更永續
的解決方案。

為解决人們最迫切的需求，企
業需透過更深思熟慮的方式挖
掘人們的需要，並採用更全面
的方法予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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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混亂的時局中建立信任，
品牌應著眼於人們內心重視的
價值，而非其外在展現的特徵，並
確保自身的承諾與履行承諾的
能力保持一致。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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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認清可兌現和無法兌現的承諾

信任的定義往往會因情境脈絡的不同而有
所改變。在高階主管團隊中，執行長可能
會將信任視為公司履行為市場提供創新

產品和服務的承諾；資安長對信任的看法可能會從資
料透明和網路安全的角度切入；行銷長可能會將信任
視作品牌訊息和品牌體驗的代名詞；而高階管理層之
外，信任則多半取決於消費者和員工最看重的事物。
儘管信任的含義因受眾而異，不會改變的一點是：當
企業傳遞的訊息與外界期望不符時，信任便會崩解。

與其他危機相同，COVID-19凸顯出品牌聲譽與大眾
間的信任緊密關係。換言之，品牌聲譽是建立在企業
許下的承諾（例如：訊息和廣告內容）是否與其兌現方
式（體驗）保持一致。當承諾與兌現行為間的落差擴大
時，信任便會因此而削弱，企業獲利也會隨之縮減。

這對品牌業者會造成多大傷害？為深入了解人們在疫
情初期對品牌的看法及回應，Deloitte在4月針對2,447
名來自8個國家的消費者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人們普
遍記得品牌在疫情流行期間所採取的負面應對行為，
有66%的受訪者表示，能回想起品牌為顧及自身利益
而採取的措施（例如，提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然而，
到頭來，也許受害最深的是這類企業的獲利表現，畢竟
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強烈同意，此類行為會
導致他們不再支持該企業。

在如此複雜的情况下，不難看出為何各品牌在制定廣
告訊息和兌現其承諾的過程中，很容易忽略掉真正的
重點所在。因此，本報告特地從以信任和人類價值為

題的研究中汲取部分關鍵洞察，以協助業者設計出能
夠引起利害關係人共鳴的品牌訊息，同時確保其能一
一實踐相關承諾。本文將探討：

• 品牌可以更有效地在承諾和其有能力提供的產品、
服務和品牌體驗間建立起連結。

• 高階主管團隊可建構整個組織的信任使命。

• 行銷人員可直接將品牌訊息和價值觀傳遞並回應
予消費者消費者、員工及業務合作夥伴。

縮小言行間的差距

人們對於一個品牌的評價高低，並不足以作為預測其
未來行為的參考，例如對品牌的忠誠度或協助推廣該
品牌。不過，行銷人員可在傳遞的訊息和採取的行動
中摻入一些信號，藉此評估上述兩者間的關係，並協
助引導消費者和員工未來的行為走向。今年，為了深
入了解信任與決策間的關係，本報告針對美國3,000
名消費者和4,500名員工展開了調查。1

此外，更透過多變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辨
識出可用以衡量信任甚至影響未來行為的四個信號：
人性、透明性、技術和可靠性（請參閱補充資訊欄的「人
性體驗信任ID」以獲取更多資訊）。

人性和透明性反映的是品牌的意圖，而技術和可靠性
則反映業者實現意圖的能力。對於尋求建立並強化品
牌聲譽的行銷人員而言，上述兩者可轉化為品牌訊息 

認清可兌現和無法兌現的承諾 
言行一致的企業行為方能使信任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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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和兌現行為（能力）。品牌訊息應在意圖上保
持透明性，並充分反映出人性。此外，業者在實現品牌
訊息中所描述的產品和體驗時，一方面需確定自身的
言行是否可靠一致，另一方面則需確保自己是否擁有
履行該承諾的相關技術。

品牌業者可將以上信號各自獨立，並一一檢視在操作
上應如何將信號融入品牌訊息和行為中。上
述方法有助於業者確定其在哪些面向上已
具備信任基礎，而在哪些面向上則需進一步
加強。

Deloitte研究發現，82%的消費者更傾向於支
持能確保員工安全與福祉的企業；更有31%
的受訪者表示，這是影響自己是否繼續購買
該品牌商品的重要關鍵（在消費者優先考慮
事項中排名最高）。2 因此，若品牌承諾將個人福祉放
在首位，卻要求員工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那麼其聲
明的意圖和實際執行能力間自然會產生落差。有鑑於
此，國際戶外服飾品牌Patagonia採行了重大措施，以
資訊透明化的方式，將自身對道德供應鏈和員工作業
條件的承諾，與其最終商品的產出過程相連結。3 換言
之，該公司所展示的每項商品背後都列有「足跡紀事」 

（（Footprint Chronicle），詳細說明了該商品在其供應
鏈中的哪個環節進行製造，以及其製造方式為何。

讓每個人意識到信任的重要性

本文一開始便指出，信任的定義會隨著不同利害關係
人而有所改變。因此，為確保品牌業者的意圖和能力
保持一致，光靠良好的創意策略遠不足以達成。企業

需要的是完整且全面的信任策略，以持續提升消費者、
員工及業務合作夥伴的人性體驗。這意味著，當試圖
將涉及信任的多個面向整合至單一訊息中時，行銷人
員必須將視野拉遠，改從整個組織的角度檢視自身品
牌，以找出可藉以充分實現信任的最佳方式（請參閱
本報告宗旨一節以獲得更多資訊）。

建立信任的前提，在於許多關鍵職能，包括產品開發、
資訊安全、人才和行銷策略等等的運作能否協調一致。
然而，不同職能和角色在整個組織中所負責的業務各
異，如何使各方協調一致其實並非易事（圖1）。儘管部
分領域，如行銷策略，擁有相對明確的負責人，但其他
領域，例如產品路線和企業文化的業務，在整個高階
主管團隊中，往往沒有特別明確的歸屬。

有鑑於此，為應對這種「信任過於分散」的職能環境，
部分公司因此創建了新的職務角色，以更全面地將涉
及信任的多個面向整合起來。例如，網路安全公司
Forcepoint近期設立了策略與信任長（chief strategy 
and trust officer）一職；4

建立信任的前提在於，許多關
鍵職能之間的協調努力。



35

信任：認清可兌現和無法兌現的承諾

人性體驗信任ID（HX TRUSTID）
Deloitte為深入理解信任如何影響行為（後文稱為「人性體驗信任ID」）而展開研究，並發現人性、透明性、技術
和可靠性這四個信號，與消費者和員工的行為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5

如下圖所示，在透過人性體驗的視角看待信任時，人性和透明性將反映出意圖，而技術和可靠性則體現出能力。

 

 

原文中提供了幾個案例以說明當品牌傳遞出這些信號時，利害關係人的信任如何為其帶來强大的商業成果。 

當品牌業者展現出人性時：

• 消費者從該品牌購買商品的可能性較競爭者高出1.6倍

• 員工擁有更強烈工作動機的可能性較原先高出2.6倍

當品牌業者在其意圖上表現出透明性時：

• 發生資料洩露事件後，消費者願意繼續購買該品牌商品的可能性較原先高出2.8倍

• 員工對自身薪資報酬感到滿意的可能性較原先高出1.7倍

當人們相信品牌業者具備履行其承諾的技術時：

• 消費者成為常客的可能性較原先高出2.4倍

• 員工準時出勤的可能性較原先高出2.4倍

當品牌業者持續展現出可靠性時：

• 消費者向其朋友推薦該品牌的可能性較原先高出2倍

• 員工在社群媒體上給予公司正面評價的可能性較原先高出1.7倍

欲知更多有關人性體驗信任ID及其研究方法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以人性體驗的
視角看待意圖

以人性體驗的
視角看待能力

人性
真誠地關心他人的體

驗和福祉

透明性
以淺顯易懂的語言公開
分享資訊、動機和選擇

技術
具備滿足利害關係人

期望的手段

可靠性
始終如一且可靠
地履行承諾

人性體驗
信任ID

https://www.deloittedigital.com/content/dam/deloittedigital/us/documents/offerings/offering-20200706-hub-trust-h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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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體重管理服務公司WW（前稱為Weight Watchers） 
為例，在不少企業組織中，是由人資長負責所有與員
工體驗相關的工作。6 上述兩種情况皆表現出企業在
心態上的轉變，意識到信任是橫跨整個組織的問題，
且需仰賴高階主管團隊的協作來加以建立。

將焦點從人口結構轉向「價值觀念」

大多數行銷人員似乎並未在其傳統角色外，為其他業
務面向帶來任何重大影響（圖1）。然而，行銷人員其實
可以透過更有效的方法激勵組織上下圍繞著建構信
任的使命展開工作，也就是專注於對消費者和員工而
言最重要的價值。

一直以來，行銷部門始終將人口統計資訊，例如位置、
年齡和性別等作為受眾區隔的主要參考要素，並希望
藉此制定出能夠引起消費者共鳴的訊息。然而，人口
統計資料實際上不過是用於滿足人們需求及刺激其
行動的「最佳猜想」，充其量只能代表消費者可能的行
為模式或價值。

相較之下，若行銷人員能直接訴諸於人們的價值觀，
那麼整個組織便能採用更有意義的方式，以滿足服務
對象的需求。

Deloitte的「價值羅盤」（Value Compass）研究顯示，
當受眾的標準從人們的外在特徵轉向內心重視的價
值時，則受眾區隔的結果與消費者行為間將產生更緊
密的連結。7 這是因為人的價值觀决定其情感取向，進
而影響外在行為。換言之，當品牌能夠在人性化、同理
的層面上與受眾建立連結，人們會更願意信任其意圖，
並相信自身的需求能真正獲得滿足。此外，品牌業者
也可藉由了解人們的價值觀，確保自身的承諾與其受
眾最關心的事物保持一致（即向利害關係人表明自己
懂得他們所看重的價值何在）。

上述的「價值羅盤」研究更顯示，幾乎所有人都認同以
下八個重要價值，但實際權重則因人而異：抱負、嘗試
新事物、好奇心、與他人分享、歸屬感、關心他人、控制
和學習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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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高階主管認為自身在高層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領域為何

執行長平均值 財務長 行銷長資訊長/
技術長

人資長 營運長

競爭力/創新

消費者體驗

行銷策略

併購

新市場開拓

數位轉型

業績：財務指標

業績：其他成功指標

產品路線（例如研發）

安全性/風險管理

人才取得或企業文化

20% 38% 17% 22% 17% 14% 10%

39% 44% 36% 46% 29% 27% 52%

40% 53% 30% 39% 81% 11% 21%

20% 36% 29% 20% 9% 17% 7%

36% 52% 25% 20% 67% 17% 38%

33% 36% 32% 65% 22% 10% 34%

28% 44% 70% 28% 12% 10% 7%

32% 42% 29% 29% 20% 35% 34%

40% 48% 48% 35% 39% 18% 56%

33% 47% 29% 52% 23% 11% 34%

31% 47% 14% 20% 19% 68% 18%

https://www.deloittedigital.com/content/dam/deloittedigital/us/documents/blog/blog-20190807-eh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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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些價值為出發點，將有助於確
立人們普遍存在的需求與行為。舉
例而言，近期在疫情期間進行的 

「「應對、復原並持續茁壯：遵循人類 
價值」研究發現，因疫情傳播的關
係，上述八個價值觀之一的「控制」
躍升為人們心中最重要的價值。8 
據調查，在所有類型的人口統計資
料中，「控制」作為核心價值的重要
性提高了31%。 

 
以經常往來各地的旅客這個特定的市場區隔為例。許
多飯店業者注意到消費者對「控制」需求呈現增長趨勢，
因此正致力於強化自身的APP，讓消費者能夠在非接
觸式環境中，更全面地掌控自己的住宿體驗。9 另外，就
組織層面而言，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在消費者體驗
組織中設立了全新的「全球清潔部門」（Global 
Cleanliness division），重新定義其清潔標準。10 在清潔
業務副總裁的帶領下，該公司與外部的健康衛生專家
合作，共同制定了專屬的「防護標準」（CareStandards）。
對乘客而言，該標準為市場帶來了全新的解決方案；例
如，「防護包」的使用不僅讓搭乘該公司航班的旅客感
到安心，也讓其確信自身的安全受到重視。 

 
同理，該防護標準也有助於提高公司對員工的保護；
事實證明，Delta Air Lines員工的COVID-19病毒陽性
確診數「遠低於全國平均值」。

由此可看出，Delta Air Lines透過兌現其承諾展現出
影響力。該公司的具體做法是先了解其利害關係人所
重視的價值，並以公開透明的方式表達自身如何實現
該價值，後續則在整體實踐流程中納入多個接觸點，
藉此確保消費者和員工的清潔與安全。 
 
 

當品牌能夠在人性化、同理的層面上與受
眾建立連結時，人們會更願意信任其意圖，
並相信自身的需求能真正獲得滿足。

https://www.deloittedigital.com/content/dam/deloittedigital/us/documents/offerings/offerings-20200521-cm-aligning-human-values.pdf
https://www.deloittedigital.com/content/dam/deloittedigital/us/documents/offerings/offerings-20200521-cm-aligning-human-valu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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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基於價值的劃分甚至可區分得更加細緻，在此以
人們與企業組織共享個人資料的意願高低為例，在疫
情期間針對消費者所做的調查發現，21%的受訪者強
烈同意自己願意與企業共享個人資料，以協助應對這
場全球性的傳染病。至於通常對共享個人資料十分在
意的人，普遍認為即使在疫情之下，其共享資料的意
願只會更低，不會更高。然而，圖2卻顯示，平時最注重
資料隱私的人，同時也是最願意與企業共享資料，以
協助應對COVID-19疫情的人──其中有30%的人表
示強烈同意，不太注重資料隱私者則為16%。

這是為什麼呢？結果發現，在意資料共享者其實更看
重資料的透明度（高度注重資料隱私者為67%，其他
則是37%），並認為企業應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此
類資料（72%對上39%）。上述特定案例與人們普遍的
行為無關，但可以從中了解，對人們而言不論在這個
時代或其他時代究竟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並直接就這
些價值展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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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1%
9% 10%

30%

20%

39%

29%

16%

30%

強烈同意稍微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對稍微不同意強烈不同意

圖 2 

為協助應對疫情，平時最注重資料隱私的人反而最願意共享資料
高度注重資料隱私                             低度至中度注重資料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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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

為了兌現承諾並滿足消費者基於價值且不斷變化的
需求，品牌業者需致力於確保其意圖和行動（或能力）
保持一致。此外，除了行銷長之外的所有高階主管皆
需齊心協力實現此目標。領導階層可朝此方向採取以
下幾個步驟：

• 不要畫地自限：雖然大部分企業都設有明確的職
能負責人，但信任的建構需要全體企業高層的配
合。這意味著企業應建立跨職能的團隊，以便在與
信任相關的KPI上保持同步。另外，應針對相關KPI
劃分責任歸屬，並制定發展路線以縮小意圖和能
力間的差距。

• 選擇有效的信任信號：企業如何傳遞信任信號需
視其組織目標而定。若其消費者重視透明性及合

乎道德的資料使用模式，那麼企業應以簡單易懂
的訊息說明自身使用消費者資料的方式，同時確
保其系統有能力保護這些資料，使其免於網路風
險和侵入性資料竊取行為的危害。

• 擴展行銷人員的技能：當行銷部門的運作與一般
廣告代理商無異時，便很難在信任的建構上施展
任何作為。換言之，行銷部門能否全面建構信任的
前提，在於其是否具備足以勝任該任務的廣泛技
能組合，包括產品開發、資料分析方面的專業知識，
以及對企業獲利模式的深刻認知。

信任取決於企業言行之間的差距，而好消息是：企業
組織如今已具備縮小此差距的工具，並且有望在縮小
差距的過程中，創造出人們全心全意信任的產品或服
務以滿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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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ley Reichheld是消費者、品牌及體驗服務的負責人，負責的領域涵蓋汽車、交通、飯店
和服務產業。投入了近20年的時間幫助客戶重新定義其品牌與體驗，並為對方塑造與消費
者、員工和合作夥伴間的重要時刻。在Deloitte Digital中擔任要職的Reichheld，對其工作
事務充滿了熱情，包括建構信任、協助企業創造價值，並助其強化與人們、市場和最終獲利
間的聯繫。至今，她的工作和生活足跡遍布全球40多個國家，幾乎每塊大陸上都有她逗留過
的身影。此外，Reichheld也是一名活躍的作家，其作品和想法曾發表在多家出版刊物上，例
如《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廣告周刊》（Adweek）和旅遊傳媒《Skift》。

Abby Godee是Deloitte 荷蘭的客戶消費者策略與應用設計負責人，同時主
掌荷蘭Deloitte Garage的業務，後者主要致力於與客戶共同打造新的創新
解決方案。在擔任這些職務的過程中，Godee幫助客戶建立以消費者為中心
的商業模式，並協助推動創新和拓展新業務。其專長在於透過策略性業務、設
計和科技觀點的整合與應用，以幫助企業解决組織轉型時所面對的挑戰。

Mark Allen是人性洞察業務的負責人，負責項目涵蓋汽車、交通、飯店和服務產業。作為
Deloitte Consulting LLP的要員之一，他熱衷於探究人類行為背後的驅動因素，並積極運
用相關知識協助企業增加客群，以提高員工的參與度、忠誠度和支持度，進而拓展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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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人員可藉由制定深化消費者
消費者參與的互動策略，以從中獲
益並在競爭中保持領先。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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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下瞬息萬變的局勢，各品牌紛紛
調整其商業模式，此做法儼然已成為一種
新常態。儘管羅列在業者眼前的潛在選項

不勝枚舉，但有一條道路在眾多選項中卻特別醒目，
那就是「改變品牌與消費者消費者互動的方式」。根據
Deloitte今年5月針對405位高階主管進行的調查顯
示，6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改變了所屬企業與消費者
互動的方式，以便更有效地應對全球疫情（在所有選
擇中佔比最高）。

一年前，在《2020全球行銷趨勢報告》中討論了消費者
參與如何改變品牌制定互動策略的方式（請參閱補充
資訊欄的「何謂參與？」）。值得注意的是，消費者與品
牌互動及參與相關活動程度的高低，會視情況而有很
大的差異。消費者參與這件事可以表現在低接觸、低
投入程度的活動中，例如撰寫線上評論或在社群媒體

上發布品牌相關資訊；消費者參與也可透過更深層次
的形式呈現，例如與品牌共同開發新產品或製作原創
內容（如上傳相關影片和撰寫部落格）。

隨著數位科技將人們與品牌間的距離逐漸拉近（請參
閱本報告敏捷一節以獲得更多資訊），許多更深入、投
入程度更高的參與形式也日漸普及。

消費者消費者參與正迅速成為一條雙向大道，消費者
開始以品牌大使、影響者（influencers）、
合作者（collaborators）和創新者 

（（innovators）的身分參與品牌活動。1 
有鑑於此，行銷人員可藉由制定深化消
費者消費者參與的互動策略，從中獲益
並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進而為消費
者消費者和品牌創造最大利益。

此種新興趨勢促使Deloitte展開一項更
為深入的研究，針對7,506名來自美國、
英國、巴西和中國大陸的消費者進行調
查，以進一步了解是誰在參與品牌活動、
參與該活動的原因為何，及參與程度最

高的領域何在。接下來將利用來自相關領域和主要研
究的案例，探討全球各地的消費者消費者參與現象如
何產生，以及行銷人員在制定消費者互動策略時，如
何善用這一點推動業務進行。

深化與消費者間的互動關係
消費者參與如何影響品牌的互動策略

消費者消費者參與正迅速成為一
條雙向大道，即消費者開始以品
牌大使、影響者、合作者和創新
者的身分參與品牌活動。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topics/marketing-and-sales-operations/global-marketing-trends/2020/customer-particip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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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程度高低不一的消費者參與
行為

為了解過去一年人們如何參與各種品牌互動活動， 
Deloitte針對互動程度高低不一的參與行為展開相關
研究。

關於互動程度較低的活動，研究中詢問了受訪者是否
參與過任何線上討論（例如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貼文），
或撰寫過線上評論。而為了調查互動程度較高的參與
形式，則詢問受訪者是否曾提供線上建議（例如拍攝
教學影片或分享「如何使用」某商品的相關專業知識）；
是否曾發表有關某品牌的原創內容（例如視覺內容或
部落格文章）；又或者是否曾參與共同創造的過程，並
對商品或服務的開發提供直接貢獻（例如參加設計創
意競賽或直接參與設計）。

調查結果發現，56%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間至少
參與了一項品牌相關活動（圖1）。可以想見，大多

數的參與皆屬於投入程度較低的形式，有32%的受訪
者參與了與品牌相關的線上討論，但更深入、投入程
度更高的參與模式其實也不在少數。

有21%的受訪者在網路上提供了有關產品或服務方
面的建議；15%在設計方面做出了貢獻，而14%的人
則為品牌制定了原創內容。這些數據皆清楚表明消費
者對品牌活動的強烈參與度、興趣及支持度。

在接下來的報告中，本報告將探討與消費者參與有關
的幾個趨勢：在各個國家和各個族群中是誰在從事消
費者參與行為，最常參與的又是哪些領域的活動，以
及促使人們深入參與品牌活動的動機為何。相關洞察
將有助於行銷人員善用消費者參與行為，制定出更有
效的互動策略。

調查結果發現，56%的受訪者
在過去一年間至少參與了一
項品牌相關活動。

何謂參與？
消費者參與同時代表了人們主動或被動地透過互動影響品牌的方式。被動參與可能包含了提供回饋（如撰寫
評論），或討論某品牌等低接觸且投入程度低的活動，而主動參與則代表著更有目的性且更投入的互動模式 

（（如共同創造和開發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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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參與度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 1 

儘管巴西的消費者參與度領先其他國家，但中國大陸的互動程度則優於他國

平均值：56%

各國的消費者參與

不同互動程度的參與行為

美國 英國 中國大陸 巴西

49% 51%
59%

67%

參與線上討論（社群媒體、品牌平台、社群網站）

撰寫線上評論（電商網站、評論平台）

在網路上就特定商品或服務為他人提供建議（教學影片、提供「如何使用」的專業知識）

直接參與產品或服務的設計（共同創造、創意/設計競賽）

製作並發表有關某品牌的原創內容（視覺內容、部落格文章）

其他

32%

28%

21%

15%

14%

44%

誰是參與者：全球意見領導者

在所調查的四個國家中，巴西以涵蓋各種參與形式的
67%總體參與度領先各國。但在深入進行探究後卻發
現，這些活動大部分都屬於低度至中度互動程度的參
與行為，其中40%的受訪者參與了線上討論，36%撰寫 
 

了相關評論，而33%的人則向他人提供有關商品或服
務的建議。 
 
中國大陸在總體參與度上雖然名列第二，但就深層的
互動形式而言，其表現卻優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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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曾直接參與過設計活動，而五分
之一的人則曾為品牌開發原創內容。這其實並不令
人感到意外，畢竟在利用社群媒體進行消費者互動
方面，中國大陸始終處於領先地位（請參閱補充資
訊欄的「中國大陸的社群生態系統」以了解更多資
訊）。例如，像小紅書等等的中國大陸社群平台，一方

面運用其影響力作為電商平台，另一方面（消費者
參與方面）則將自身視作消費者與關鍵意見消費者
進行交流的論壇。2 關鍵意見消費者與關鍵意見領
袖（通常擁有一定知名度）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
多半只是普通人，但因其對某品牌商品或服務的
透徹了解或專業知識，而獲得其他消費者的關注。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參與度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 2 

參與度隨年齡不同而有所改變

按年齡區分的整體參與情況

不同互動程度的參與行為（按年齡區分）

18–25歲 26–45歲 46歲以上

73% 64% 42%

參與線上討論（社群媒體、品牌平台、社群網站）

撰寫線上評論（電商網站、評論平台）

在網路上就特定商品或服務為他人提供建議（教學影片、提供「如何使用」的專業知識）

直接參與產品或服務的設計（共同創造、創意/設計競賽）

製作並發表有關某品牌的原創內容（視覺內容、部落格文章）

37%
37%

25%

33%
33%

30%
28%

12%

18%
20%

20%
19%

7%

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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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參與者：熱情與 
年齡呈現高度相關
一如多數人所預期，年輕世代與品牌的互動最為頻繁。
圖2顯示，Z世代（18–25歲）參與品牌活動的比例為
73%，而45歲以上者的參與率則逐漸下降至42%。這種
差距在更深層次的參與行為上尤其明顯，45歲以上的
受訪者中只有7%的人曾製作過原創內容，而在45歲及
更年輕的族群中，此一比例則接近20%。

在試圖理解為何不同年齡層的參與程度間存在著差
異時，熱情這個要素反倒在研究過程中被凸顯出來。

當詢問受訪者參與品牌活動的原因，是否基於對某特
定品牌、產品或服務懷抱的熱情時，我們發現年齡與
熱情和參與動機間呈現高度相關。換言之，受訪者年
齡越大，熱情對其參與動機的影響力便越大。在所有
形式的互動中，Z世代受訪者均同意在54%至65%的情
況下，熱情對其參與動機產生了影響。相較之下，25歲

以上的族群則表示，在76%至85%的情況下，熱情是
驅使其投入參與的主要因素（圖3）。

雖然難以判定以下推論是否正確，但根據上述趨勢可
能反應出一個事實，即Z世代基本上是在數位環境中
長大的，而老一輩的人卻需積極學習各種數位科技和
討論平台的使用方法，才有機會參與到品牌的互動活
動中。因此，對Z世代而言，參與互動這件事可能只是
其核心思維和自然行為的一部分，而年紀較大的人則
可能需額外的熱情，以驅使其透過數位方式與品牌進
行互動。

為有效運用消費者的熱情，全球工具製造商
DeWalt創建了一個由8,000名零售商、和4,000名
手工操作者（do-it-yourselfers, DIYers）組成的
洞察社群。3 DeWalt為該社群中的每位成員提供
測試工具，例如用於家居裝修項目的工具，並向
對方徵求意見回饋。據DeWalt估計，該社群為其
節省了超過600萬美元的研發成本。

互動頻率：頻率低但互動程度高

在各種形式的參與行為中，與消費者互動最緊密
的產業基本上保持一致。具體而言，電子產品、美
容與個人保養、健康與福祉、服飾與鞋類，以及食

品雜貨與飲料產業等，在消費者參與度這個面向上始
終位居前五位。上述產業名列前茅的表現其實在意料
之中，畢竟消費者光顧這類產業的頻率較高，反觀家
具和汽車業則屬於消費頻率較低的產業。但有趣的是，
像食品雜貨和飲料這種一般認為屬於低消費者參與
的類別，在美國卻是消費者參與度最高的產業。

中國大陸的社群生態系統
中國大陸有許多品牌正致力於發展複雜的社群策略，以大幅深化各種參與活動和消費者類型的互動程度。例
如，建立用於鼓勵人們上傳教學影片的平台，或是建立如搜索引擎般將人們與最相關的關鍵意見消費者配對
的平台（例如小紅書）。就消費者類型而言，較年輕的受眾傾向於使用Bilibili等互動式平台，而較年長的客群則
可能繼續使用「長久以來慣用的管道」。不論是面對何種情況，行銷領導者都可主動依循此發展藍圖，確定各平
台在其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發現年齡與熱情和參與
動機間呈現高度相關。換言
之，受訪者年齡越大，熱情對
其參與動機的影響力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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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人們參與非經常性消費產業的互動活動時，
其參與頻率與其參與經常性消費產業的頻率，在比重
上保持一致。例如，BMW集團在網路上舉辦了共創競
賽，而數百名汽車愛好者在該活動的號召下，紛紛提
交其有關汽車內、外部設計的創新想法。4

同樣令人感到振奮的是，參與頻率會隨著互動程度的
加深而有所提高。從圖4中即可看出此變化，參與線上
討論的28%受訪者每週至少會從事該活動一次；而直
接參與設計的37%受訪者，則每週會參與一次或多次
相關活動。基本上，當人們從事互動程度較高的活動
時，其參與頻率也會隨之增加。 
 

註：參與此部分調查的受訪者均同意熱情在各項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參與度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 3 

25歲以上族群的參與度受熱情驅動的比例高於Z世代
18–25歲                 26–45歲                  46歲以上

撰寫線上評論（電商網站、評論平台）

參與線上討論（社群媒體、品牌平台、社群網站）

在網路上就特定商品或服務為他人提供建議（教學影片、提供「如何使用」的專業知識）

直接參與產品或服務的設計（共同創造、創意／設計競賽）

製作並發表有關某品牌的原創內容（視覺內容、部落格文章）

76%

60%

65%

59%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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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0%
8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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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動機：出於助人的渴望

在探究人們參與品牌互動活動的原因時，「想要幫助
他人」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這個動機超越了其他意
圖，例如「想要分享令人開心的事」、「具備關於某商品
或服務的專業知識」或「某品牌推出新商品」。

而耐人尋味的是，始終排在最末端的動機為「希望自
己的專業知識得到認可」。不過在這方面，中國大陸是
其中唯一一個例外。

當人們從事互動程度較高
的活動時，其參與頻率也會
隨之增加。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參與度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 4 

較高互動程度活動的參與頻率高於較低互動程度活動
消費者每週至少參與一次品牌互動活動

參與線上
討論

撰寫線上
評論

製作並發表
原創內容

在網路上
提供建議

直接參與
設計

28%
31%

35% 35%
37%

參與活動 高互動程度低互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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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參與程度逐漸加深，「希望專業知識獲得認可」在
中國大陸受訪者心目中躍升為第二大動機，而「幫助
他人」則下滑至第四名的位置；此現象可能反映出前
文曾討論過、中國大陸的「關鍵意見消費者」文化。至於
從全球範圍來看，這也許意味著當參與機會增加時，
人們的參與動機中便會摻入更多私人因素。

將消費者參與融入 
企業的互動策略中
當消費者參與行為朝著互動程度更高的形式發展時，
行銷主管可將上述的觀察，包含誰在參與品牌互動活
動、其參與程度最高的領域為何，以及參與的動機何
在，整合至自身的行銷策略中。

在制定以消費者參與為重心的互動策略時，行銷人員
應牢記以下幾點：

• 制定全面的消費者參與計畫：重點在於找出互動
策略中，哪個部分最適合融入消費者參與要素，也
就是在消費者旅程和參與平台間進行最佳配對。
例如，業者應透過推廣社群論壇或相關部落格的

方式，促進消費者認識並了解自家品牌。或者，就
消費者旅程的另一端而言，行銷人員可鼓勵消費
者製作教學影片，以藉此提高轉換率和回購率。

• 深化消費者關係：用以維繫消費者忠誠度的傳統
方法，如消費者關係管理系統和忠誠計畫（loyalty 
programs）通常僅有單方向的作用，但消費者參
與在促進和培養品牌忠誠度與消費者支持度上，
卻能發揮雙向互通的功能。除了能為品牌互動，甚
至品牌創新開啟雙向對話之外，更有助於深化消
費者關係。

• 不限於B2C策略：B2B公司也可以採用類似於B2C
公司的方式促進消費者參與。B2C公司慣用的方
法是向消費者徵求意見回饋，而B2B公司則可透
過其他方式鼓勵更深層的消費者參與行為。例如
建立創新實驗室能讓消費者有機會共同創造新產
品和服務，或者鼓勵消費者以品牌代表的身分在
會議或社群論壇上發聲。 

互動是一條雙向大道；如今，行銷人員擁有更多讓消
費者與自家品牌進行互動的機會，並且有望藉由消費
者參與為其策略、商品與服務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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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務，協助客戶制定並實現富有成效的業績成長策略和行銷轉型工作。在Deloitte 
Consulting LLP中擔任要職的Kaplan，也是美國策略服務機構Monitor Deloitte內負責消
費者及行銷策略業務的一員。而在加入Deloitte之前，則是Monitor Group的資深合夥人。

1. Diana O’Brien et al., The amplification of consumer participation: How emerging customer engagement strategies are 
unlocking new value for global brands, Deloitte Insights, October 15, 2019.

2. Tamsin Smith, “What is a KOC? Behind China’s latest influencer trend,” Jing Daily, October 8, 2019.

3. Vision Critical, “How the power tool manufacturer uses customer insight to spark innovation,” accessed  
June 25, 2020.

4. BMW Group, “BMW Group Co-Creation Lab,” press release, July 20, 2010.

尾�

本文作者在此感謝Grace Ling（中國大陸）在此篇文章撰寫過程中所提供的協助。

致謝

關於作者



52

2021全球行銷趨勢：聚焦核心價值

企業可透過異業合作打造創新的
消費者體驗，以便為客群提供更
完善的服務。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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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導致全球停擺，讓日常生活產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也使人類的普遍需求浮上檯面，
這些需求涵蓋了獲取基本產品和服務、維持與

親友間的連繫，以及在受到干擾的工作環境中摸索解
決之道。從許多方面來看，此次的危機為人們創造了
能夠推行實驗與創新的熔爐，在疫情肆虐之下，社區、
公司、政府乃至個人無不致力於拼湊新方法，以滿足
未獲滿足的人類需求。

在首份趨勢報告的融合一節中，Deloitte討論了自上
個世紀以來從以工業、供應為導向的產品和
服務，過渡到以消費者為靈感的解決方案的
60年產業演變過程。1 此演變使得最具顛覆
性創新動能的企業開始尋求超越傳統產業界
限的方法，以碰撞出更有效的方式滿足消費
者需求。

如今，新的發展趨勢正橫掃各產業。許多企業
已不再使用僅能解決單一問題的產品和方案
來服務消費者，而是以更根本的方式深入了
解其服務對象的需求。在獲得上述知識後，企
業便致力於以更全面的方法滿足人們的需求。
然而，這並非「將同一件事做得更好」，而是讓企業不
僅有機會重新構思其合作關係策略，更可藉此為其服
務對象探索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請務必銘記在心，人們並不需要汽車，他們需要的是
從A點移動到B點；正如人們不需要手術，他們需要的
是身體健康。

儘管部分公司已努力朝「以人為本」的思維方式進行
調整，但COVID-19幾乎在一夜之間扭轉了許多企業
的業務走向。在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部分企業開
始尋求創新方法以滿足不斷演變的需求，甚至進一步
創造跨產業的新合作模式，或異業融合模式。在疫情
帶來的不確定性之下，上述企業不但創造了新的合作
關係，並以新穎的方式與消費者進行互動，更在短短
數月內推動了重大的數位平台轉型。以上種種企業為
了尋求創新方案方面所做的努力，全都是為了滿足人
們的需求。

然而，從高階主管的角度來看，這些具前瞻性的投資
行為和現今領導層所採取的防禦性營運思維，兩者之
間似乎存在著矛盾。在Deloitte針對405位高階主管
的調查結果中，當詢問受訪者在應對疫情時最希望取
得的成果時，大多數人都是透過被動回應的心態看待
其投資，例如提高生產力和效率（42%）與改善風險管
理（38%）。僅有少數人希望投資於有助企業提高獲利

創造嶄新的生態系統
在後疫情時代建立異業合作的夥伴關係

人們並不需要汽車，他們需要
的是從A點移動到B點，正如人
們不需要手術，他們需要的是
身體健康。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topics/marketing-and-sales-operations/global-marketing-trends/2020/new-business-models-greater-collabo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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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高階主管意見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 1 

高階主管大多傾向採取防禦性思維，並將可能的業績成長機會暫時擱置
高階主管如何評價其在應對疫情時最希望取得的前三種成果

營運和效率表現

排名前三的答案

提高生產力和效率 改善風險管理 加速部署數位
平台/相關技術

33%

29%

28%

28%

27%

17%

17%

6%

改善與消費者間的
互動

留住優秀人才

改變商業模式

提高獲利

提高企業對社會的影
響力

降低內部/營運
的成本

創造有別於競爭者
的差異性

推動產業創新

創新和成長機會在高階主管希望取得的成
果中位居最後三名。

38% 35%42%

創新和成長機會 其他成果

（（17%）、創造有別於競爭對手的差異性（17%），或是推
動產業創新（6%）（圖1）等刺激未來繁榮的重要要素。

本文將探討企業如何擺脫防禦性思維，並採取主動作為
以滿足服務對象不斷變化的需求。首先，將探討開創性

合作夥伴關係如何為企業獲利提供所需養分，最後
則說明行銷長如何善用其在組織中的獨特定位，透
過消費者的視角與其攜手進行創新，藉此推動公司
業績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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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異業融合模式有效
滿足人們的需求
本文將透過主要研究和實際案例，探討品牌如何將眼
光從當前的公司業務轉向新合作關係的建構上，藉此
將消費者洞察及數位平台的應用整合至創新計畫中，
進而為服務對象提供驚奇且愉悅的品牌體驗。 

業務合作的影響力與承諾
改變觀念是決定企業能否全面滿足人們需求的關鍵。
對品牌而言，這可能意味著將重心放在自家產品與服
務之外，轉而尋求能使自身更有效地服務利害關係人
的夥伴關係。事實上，許多富有創意且出乎意料的業
務合作關係，便是在疫情爆發初期為應對當時的新挑
戰而促成。例如，餐廳訂位應用程式OpenTable便在
疫情期間做出改變，與各大連鎖超市和其他主要企業
間建立新的合作關係，藉此將人們前往雜貨店和其他
零售店面的購物行程，轉變為可事先預訂的活動。上
述異業合作模式不僅讓消費者在可預測的情境下，可
安全地採購生活必需品，也無須擔心（或煩惱）人擠人
的情況發生。2

除了受COVID-19影響之外，還有許多公司為滿足新
興市場需求而踏出其傳統領域。以石油與天然氣巨頭
ExxonMobil公司為例，其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全新的
汽車保養生態系統。該公司從傳統的B2B商業模式轉
向消費者導向的市場機制，並與一家全球性的科技公
司和當地的汽車保養業者合作，攜手打造「數位化的
汽車保養體驗」。3 

跨生態系統創建的資料平台不僅讓消費者能收到相
關的保養建議，也可藉此在網路上預訂汽車保養服務。

此外，在為車輛提供燃料的同時，ExxonMobil也藉由
這項服務確保消費者的車輛能夠安全、有效地運行。

根據受訪的高階主管們表示，不論這些跨產業、跨領
域的合作關係建立於疫情之前或疫情期間，目前皆有
新證據證明這類合作夥伴的關係具持續性。在問及企
業面對這場疫情時，應如何調整商業模式以妥善應對，
雖然排名第二的「建立新的業務合作關係」（36%）明
顯落後於名列第一的「加速推動數位化進程」（64%），
但目前觀察到的證據皆顯示，新的業務合作關係即便
是在疫情後，也具備能夠長久發展的動力。

而上述結論從何而來？當詢問高階主管一旦疫情消退
後，會選擇回歸舊有商業模式或繼續採用新模式時，
高達78%的受訪者幾乎一致表示將在某種程度上保
留新的合作關係，這是所有商業模式變化中佔比最高
的答案（圖2）。

無論是純粹出於生存的需求，或因觀察到新的機遇，許
多尋求改變並建立新合作夥伴關係的品牌業者，都找
到了更有效、更全面的短期或長期方法以服務消費者。

跨產業類別整合消費者洞察
若消費者洞察僅限於所屬產業，將難以從各角度掌握
消費者真實的樣貌。為了全面了解消費者的行為和潛
在需求，品牌可透過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取得可用以了
解其服務對象的補充性觀點。

這意味著須建立強大的資料機制作為核心，以全面掌
握消費者行為及其意見回饋，進而讓企業的服務對象
可直接參與該組織的創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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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種方式說明了品牌業者如何運用異業合作，設
計出以人為本的創新策略：

1. 透過社群感測技術傾聽人們不斷變化的需求：社
群感測並不限於製作即時的消費者訊息（請參閱
本報告敏捷一節以獲得更多資訊），還可提供有關
人們當前需求的觀察。例如，Lloyds Bank在疫情期
間擴大了與英國心理健康機構Mental Health UK

的合作，藉此提高公眾意識，並提供相關資源以應
對財務問題對心理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4 在重要
合作夥伴的協助下，該銀行藉由直接聆聽人們需
求的方式，為消費者制定了辦理銀行業務的解決
方案。不僅如此，也在這個荷包緊縮、焦慮高漲的
年代，為眾人創造出有助於解决財務和心理健康
問題的一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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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大多數高階主管均同意，疫情期間建立的新合作關係，即便在疫情消退後
仍會繼續存在

應立即回歸舊有的商業模式
應保留部分新商業模式
新商業模式是邁向成功的長期解決方案

善用新合作夥伴關係以更有效地滿足消費者需求

改變組織與消費者的互動方式（即從實體店面到網路商店）

拓展其他地區的新市場

改變產品組合

進入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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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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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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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請消費者參與：邀請人們直接參與知識共享的
過程可為品牌提供獨特機會，使其了解人們真正
的需要，並藉此推動創新（請參閱本報告參與一節
以獲得更多資訊）。以GovConnect為例，該數位解
決方案結合了COVID-19接觸追蹤及追查工
作。GovConnect使個人能夠選擇是否建立自身的
移動網路，以從紀錄中找出感染病毒的潛在機
會。5 這個由主要科技公司建構的入口網站以大眾
為服務對象，還可透過客製化的建議協助參與者
尋找社區和政府提供的相關服務。此
外，GovConnect亦有助於政府領導人和公共衛生
官員針對疫情狀況即時做出更妥善的決策。

企業可藉著觀察消費者在不同產業中所展現
的需求，並將相關洞察相結合的方式，制定出
相應的解決方案以預測並回應人們不斷變化
的需求。

善用新合作關係擴展數位生態系統
儘管數位化的作用和重要性多年來呈現爆炸
式成長，但此次疫情卻代表著關鍵的轉捩點。
許多企業一方面加速其數位平台的部署，一
方面則透過數位應用向外尋求新的途徑和合
作夥伴，以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

為了解這些變化，Deloitte針對全球2,447名
消費者展開調查，了解人們在疫情威脅下所
採用的新應對方法。調查內容包括了消費者在最少的
人際接觸下並透過跨產業的數位解決方案，如何購買
生活必需品、繼續從事工作和接受教育、諮詢醫生的 
專業意見，以及維持與親朋好友間的聯繫。在這場全球
性的數位化測試環境下，人們抱持著前所未有的開放
態度，且更加願意參與新解決方案的測試工作。82%的
受訪者表示，在八項不同的數位活動中，其至少初次 
嘗試了其中一項（圖3）。

由技術平台Zyter支援的ConvergeHEALTH Connect，
便是在疫情期間透過新興數位遠端醫療服務開始活
躍的案例。該服務既能為患者提供視訊探病和虛擬 

「「智慧」健檢，也有助於強化資料共享，並為醫療團隊
提供與其他照護者間的合作機會。6 此外， 
ConvergeHEALTH Connect也透過多種異業合作， 
協助醫療照護者和政府醫療機構對患者進行數位化
的檢傷分類。不僅如此，該服務還能將疑似病例 

（（presumptive cases）的照護活動移至虛擬空間進行，
藉此保護患者隱私；使用數位創新技術，以虛擬方式
擴展重症監護能力；更使照護者在持續的療程中，有
效規畫不斷發展的治療方案，並透過線上諮詢方式向
專家尋求建議。

根據本次的調查發現，在人們彼此隔離的新環境中，
絕大多數人對以上新體驗都感到十分滿意。在所有活
動項目中，至少有53%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新數位
體驗是當前環境中合宜的替代方案，甚至有約三分之一
的人表示，與過往的體驗相比，目前的數位活動顯然
是更佳的替代方案。 
 
 

ConvergeHEALTH Connect
透過多種異業合作，協助醫療
照護者和政府醫療機構對患
者進行數位化的檢傷分類。



58

2021全球行銷趨勢：聚焦核心價值

58

資料來源：Deloitte全球行銷趨勢消費者脈動調查。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 3 

大部分的消費者都表示對於在疫情期間初次嘗試數位體驗感到滿意
初次嘗試數位體驗者對該體驗的滿意度

失望的體驗

透過視訊通話
與親朋好友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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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線上live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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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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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遠端醫療接
受評估/治療 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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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pp訂購
餐廳外送 56%40% 24%

使用教育app 60%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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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購服務
購買日用品 53%42%

34%

未嘗試過上
述任一活動

18%

合宜的替代方案 更佳的替代方案 初次使用

即使待疫情消退後，這類數位平台的發展仍可繼續為
高階主管提供新的合作機會，進而透過良性循環持續
研究其服務對象的需求。此外，還可幫助所屬企業將

有關消費者需求及動機的洞察融入未來產品的開發
中，從而達到為組織提高競爭優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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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異業融合模式

為充分利用異業融合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和業績成果，
企業高層應擺脫主要的營運思維模式，轉而運用更具
抱負性和創新性的合作夥伴策略，藉此協助組織成長。
作為最貼近消費者的高階主管，行銷長的獨特定位使
其成為領導此創新之舉的最佳人選。而行銷人員可採
取以下兩項建議措施，為其組織推動創新：

1. 為企業規畫創新路線：在推動創新方面，行銷長始
終未能好好發揮其作用，也許是低估了自身所擁
有的消費者知識的隱性價值，又或者未能聽見共
事者對於「創新是行銷職責之一」的大力鼓吹。然
而，此次疫情確實提升了行銷職能在高階管理層
中的地位。許多高階主管紛紛將行銷和銷售視作
未來數月的第二大關鍵職能（63%），排名僅次於
數位科技（68%）。行銷長的定位使其成為組織中
提供有關創新策略建議的不二人選，因此應從 

負責向下游消費者推銷的策略「接收者」角色中
跳脫出來，轉而擁抱其特殊定位所帶來的職責。

2. 推動基於消費者需求的異業合作：今年7月的分析
中發現，當行銷長負責規畫企業的創新路線和消
費者體驗時，最能有效發揮其職能。7 這兩面向間
相輔相成的關係並非巧合，而是意味著滿足人類
需求的唯一途徑，是透過消費者的眼光來看待其
需要。行銷長可利用自身對消費者行為與期望的
觀察，引導企業選擇有益的業務合作夥伴，並將消
費者意見回饋整合至數位生態系統中。

融合趨勢的意涵在於企業組織跨出習以為常的領域，
運用創新和創意的方法為消費者提供服務，並藉此重
新探索自身發展的可能性。在COVID-19肆虐之下，數
位創新成為眾人趨之若鶩的應對辦法。行銷人員可利
用此趨勢，協助企業從「保護旗下業務」的防禦性心態，
轉向著重於探索新領域、構築新合作關係及應用新數
位平台的開放性思維，以藉此抓住消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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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環境正快速變化，人才模型
也應隨之逐步進行調整，讓行銷
職能成為競爭優勢。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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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企業中行銷和人才的角
色出現了巨大的變化。目前，行
銷長的定位顯然正從品牌管理

者的角色，轉變成組織內部的策略思想家
和獲利推動者。1 與此同時，在各產業有關
人才的討論（尤其是改變人才模型）中，已
可觀察到部分重複出現的主題。這些主題
並不陌生，例如：AI使員工變得更有效率、
更聰明；人們不再選擇朝九晚五的傳統工
作，而是傾向於支持零工經濟；以及在職訓
練和持續學習的新事例正逐漸改變人們培
養技能的方式。2 然而，這些轉變並非各自
獨立、互不相關。為回應企業對於提升行銷職能的需
求，行銷人員應根據不斷變化的趨勢，逐步改變其人
才模型。

在疫情爆發之前，行銷人員（及其他職能部門的負責人）
已在不同程度上將人才趨勢融入所屬組織中。而在疫
情爆發後，企業則出於必要而被迫改變員工完成工作
的方式。今年5月針對405位美國高階主管進行的調查
顯示，部分人才趨勢正在加速發展，而其他則剛開始興
起。例如，該調查指出，行銷長在面對此新局面時，大多
選擇使用AI將業務自動化（77%）。另外，僅6%的受訪者
增加了對零工經濟的依賴，而這可能意味著零工工作
者在經濟低迷期間，較容易失去手頭的工作（圖1）。

就不斷演變的行銷和人才趨勢而言，疫情可能是將其
推往新發展方向的催化劑。當詢問高階主管何者是未
來12個月最重要的職能領域時，受訪者表示，行銷和
銷售領域位居第二（61%），僅次於數位科技（68%）。
另有證據表明，行銷長在企業中的重要性可能正在提
高；在20個月前，46%的受訪行銷長表示，在有關行銷
策略的高層對話中，自身具有顯著的影響力。3 而如今
此數據幾乎高出一倍，達到81%。

為應對加速變化的趨勢，行銷人員需將人才轉型工作
置於其目標清單上的首位。下文將針對四大相關趨勢
進行討論。企業若能將這些趨勢融入行銷人才模型中，
將有助於強化該部門的技能組合，建立迅速應對市場
需求的組織靈活性，並使行銷人才成為創造差異化競
爭優勢的關鍵力量。

拓展行銷人才地圖
將行銷人才轉化為競爭優勢的四大趨勢

為應對加速變化的趨勢，行銷
人員需將人才轉型工作置於其
目標清單上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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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進行銷人才模型

下文將說明人才相關趨勢如何改變行銷部門執行工作
的方式，以及行銷人員如何整合相關趨勢，進而為自
身創造競爭優勢。

從組織內部建立競爭優勢
今年初，Deloitte和CMO Club（由650多名行銷長和 
行銷負責人所組成的全球網路）共同發布了一份行銷
基準研究。該研究發現，64%的行銷部門設有內部代
理商（in-house agency）。4 傳統而言，許多行銷部門
會依靠外部代理商為其策畫廣告和其他活動。然而，
即便是在上述基準研究中，也可發現有59%的行銷主
管仍將其廣告業務外包，而31%的受訪者則表示其外
包的目的在於獲取洞察和分析數據。

事實上，許多企業轉向採用內部模式的做法其來有自。
外包模式雖為企業提供了獲取廣泛專業知識和人才
的管道，但同時也可能會降低行銷部門迅速回應消費
者需求（請參閱本報告敏捷一節以獲得更多資訊）的
能力，其原因如下：

• 徒增工作流程的複雜性：跨眾多社群平台和媒體
管道增加過多的消費者接觸點，會導致外部代理
商和品牌業者間互通資訊的效率變得低落。在分
析消費者資料、制定廣告活動並在市場中執行的一
連串過程中，企業與消費者建立連結的機會往往
在不知不覺間消逝無蹤。

• 削弱競爭優勢：隨著品牌業者對外部代理商的依
賴逐漸加深，本質上等同於將競爭優勢拱手讓人。
這是為什麼呢？首先，此做法一廂情願地認為另一
個組織能夠像自家品牌一樣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其次，由於外部代理商通常為多個客戶提供服務，
因此可能會建立一套基本的策略和方法，並將其
重複應用到不同的客戶身上。而隨著時間的推移，
此做法可能會衍生出部分相對通用的廣告內容，
最終導致許多品牌的廣告相似性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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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更多行銷長在疫情期間透過AI實現
業務自動化  

行銷長在疫情期間對人才模型
所做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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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

裁員

讓大部分員工採取遠端工作

更仰賴外部代理商協助執行專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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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

23%

36%

39%



65

人才：拓展行銷人才地圖

行銷人員需謹記，不論在組織流程、資料和消費者需
求方面，外部代理商所擁有的資訊皆無法與組織內部
掌握的知識相提並論。

而打造內供（insourcing）策略的第一步，在於從廣告
宣傳的心態轉向更全面的編輯思考歷程。這意味著行
銷團隊需評估其工作流程、技術和技能組合，以從中
找出最有效率和最富成效的訊息傳遞方式。5

其後，行銷人員可根據上述評估建立核心團隊，且該
團隊中應納入最能反映其組織競爭優勢的職能角色。
一般而言，上述角色包含了負責資料洞察、動態內容創
建，以及管理自營和付費媒體的人員。不過，將關鍵技
能交由內部成員執行，並不代表企業須把所有業務都
攬在身上。舉例而言，跨國消費品公司聯合利華組織
了名為U-Studio的內部數位內容創建團隊，以管理自
身的廣告需求。6 然而，當該公司需要更廣泛的策略或
廣告創意時，便會尋求外部代理商的協助。此運作方
式可找出內部團隊在哪些方面能夠創造最大優勢，而
外部支援又在哪方面最富效益。 

善用零工經濟擴展下游活動
隨著行銷團隊對內供模式所需技能的重視逐漸提升，
其在人才分流方面的策略也需隨之調整。該策略的其
中一部分涵蓋了更具策略或分析能力的職能角色，而
另一部分則更偏向戰略性應用的特定下游角色（如平
面設計或文案編修）。鑑於企業需求的波動，行銷團隊
比正積極尋求能夠擴展下游活動的靈活方式。在此趨
勢下，零工經濟可成為行銷人員按其需求獲取特定技
能的絕佳資源。此外，在日益動蕩的經濟環境中，零工
經濟可使組織更靈活地應對周遭的不確定性，且無須
擔心在人事開支上陷入長期的財務承諾。

通常，企業對廣告和製造人才的需求波動較大，因此
往往需要在這兩個領域中擴大或縮小人員的部署。對
行銷人員而言，好消息是目前有多個平台能為客戶提
供依其專案項目需求，直接與接受委託的個體簽約的
管道。如此一來，企業便可按其需求增減人力。例如， 

Deloitte便仰賴零工經濟強化自身的各種業務技能 
（（例如文案編修）。

零工經濟不僅能為行銷人員提供由眾多承包商組成
的網路，更提供了可透過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和創新競賽等方式獲取新想法的平台（請參閱本報告
參與一節）。企業除了能藉由這類競賽募集新點子和
新創意之外，還可迅速將產出的想法融合至產品或體
驗中。

就技能組合和想法而言，零工經濟模式提供富有效率
且具高度擴展性的人才獲取來源；不過，行銷人員並
非唯一一群能從此模式中獲益的人。事實上，一般員
工也對這種新工作環境感到十分滿意。在針對全球
2,447名消費者的調查中，當詢問受訪者自疫情爆發
以來工作環境所發生的改變時，發現其中有14%的人
首次加入了零工工作者的行列。圖2顯示，這些受訪者
對其新工作環境感到十分滿意（與之前的環境相比），
尤其是從事其專業領域內零工工作的人。對於正考慮
初次嘗試零工經濟的行銷人員而言，這或許是個令人
振奮的好消息。

應用AI將繁瑣任務自動化， 
提升行銷人員效率表現
運用AI實現業務自動化是人才領域最快速成長的趨
勢之一，且此實務做法很有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在
本報告中詢問高階主管如何看待人才相關趨勢的長
久性時，由AI驅動的自動化技術在這方面拔得頭
籌，5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從中找到了優異的業務
執行方式（圖3）。談到AI，人們下意識的反應往往是假
定企業對該技術的依賴，會導致其人力需求下降。但
上述調查卻發現，高階主管們並未將疫情導致的裁員
行為視作長期解決方案。事實上，59%的受訪者表示，
企業在疫情消退後應立即回歸到原有的勞動力水準。
此結果凸顯出關於AI的重要事實：AI最有效之處，在於
強化人們天生擅長的事務（例如運用創意和批判性思
維），並取代應交由機器執行的任務（例如繁瑣的活動
或需由電腦進行大量運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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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長期或短期來看，行銷人員皆可透過部署AI的
方式執行重複性高的工作，並藉此重新設計其部門職
務，使員工能夠專注於更具策略性的業務面向。例如，
可將AI直接應用到動態的廣告配置活動中，以進行資
料分析並將最佳的廣告內容與消費者進行配對。以一
家大型食品和飲料公司為例，該公司利用AI，將適當
的影像和資訊與相關的消費者特徵及市場配對。7 這
不僅有助於該公司建立更精細的廣告素材配置流程，
還可將行銷人員的角色提升到更具策略性的業務規
劃上，例如制定基本規則集。其中可能包括針對由AI
驅動的個別消費者輪廓，訂定最適用的影像選用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AI的應用確實有所增加，但其應
用範圍多半集中於複雜度較低的使用案例，例如用於
執行規則集的流程機器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不過，行銷人員還是可以藉由AI
的部署，改善總體策略和決策過程。例如，航空公司
Norwegian Air便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辨識何種消
費者屬性和活動最有利於增加消費者預訂航班的 

機率。8 此做法不僅使該公司的單次預訂成本下降了
170%，也有助於為每個消費者呈現最合適的廣告內
容。回到之前關於內供模式的討論，上述做法凸顯出
行銷部門對於分析性技能組合的需求，同時也體現出
提升行銷人員技能的重要性。

透過行銷學習機構提升員工技能
在內供模式和業務自動化的影響下，行銷部門的角色
將發生不可避免的改變（朝有益的方向改變）。為了協
助團隊為相關變化做好準備，許多企業在其組織內部
設置了行銷學習機構，並以學習關鍵技能為目標，藉
此協助行銷人才掌握未來的趨勢。

在Deloitte與各產業客戶合作的過程中，見到許多品牌
所推行的相關計畫，旨在將線上課程與針對特定角色
的深度分析和實體工作坊相結合。正如所有形式的有
效學習一樣，這些計畫也並非「單次性」事件。而為了
跟上周遭不斷變化的環境，行銷人員可試著創建不同
的學習途徑（即專業跑道）和舉辦微型黑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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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零工工作者最滿意其新工作環境
我認為自己的新工作環境優於之前工作的地方

強烈同意 稍微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稍微不同意 強烈不同意

開始從事
遠端工作

9%

30%

開始從事專
業領域外的
零工工作

15%

39%

開始從事專
業領域內的
零工工作

22%

35%

54% 5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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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hackathons），以便從既有勞動力中汲取最佳
創意（即內部群眾外包）。如此一來，便能為行銷人員提
供多種管道，包括持續性的和活動導向的管道，使其

在掌握正確技能的同時，提升自身能力並為組織創造
差異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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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AI自動化技術將會留下，但不會以犧牲員工為代價
疫情消退後，哪個選項最能描述您對於人才模型的看法？

新人才模型提供了優異的業務執行方式 應將新人才模型保留一部分下來

應立即回歸到原先的人才模型

14%
24%

59%

裁員

57%
22%

6%

透過AI技術將更多業務自動化

42%
40%

13%

讓大部分員工採取遠端工作

52%
15%

31%

更仰賴零工經濟

31%
35%

21%

減少與承包商/外部代理商的合作

51%
22%

24%

更仰賴外部代理商協助執行專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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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轉型之旅

改變行銷人才的組成架構並非單一的靜態事件；相反
地，這對每個行銷團隊而言都像是展開一場獨特的旅
程，沿途的風景則會依該團隊特有的技能和組織結構
而定。為了最有效地利用上述趨勢，請將以下步驟納
入考量：

• 爭取領導階層的承諾：隨著行銷職能在高層中的地
位不斷提升，現在正是發展人才模型的最佳時機。
然而，若領導階層對於提升人才技能一事興趣缺缺，
那麼人才轉型工作便難以有所進展。因此，相關人
員應爭取設置內部行銷學習機構，以作為展開人才
轉型之旅的第一步。如此一來，企業才可確保內部
行銷人才足以勝任組織中的進階職能角色。

• 在策略上進行取捨：對大部分企業而言，其實無須
對現有人才模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只需就幾個新
面向進行策略上的取捨，便可輕鬆調整現有模型的

運作方式。行銷人員應先評估自家團隊的長處和短
處，若團隊的廣告活動大多透過外包方式進行，則
可考慮採用新模式（如零工經濟）將競爭優勢帶回
企業內部。若其廣告訊息的呈現方式相對靜態，則
透過AI將繁瑣的工作自動化可能更有意義。

• 建立敏捷企業文化：當行銷能夠敏捷地回應消費
者的需求時，便有望發揮其最大效益。這意味著企
業需從文化思維模式上進行改變，即從層層分明
的公司架構轉變為能使成員快速行動，並根據不
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進行調整的企業。這同時也
意味著，企業應將「終身學習」視作公司文化的關
鍵組成要素，並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動發展相應的
技能組合。

新行銷時代需要新的人才觀。企業若能在人才轉型方
面進行正確的投資，不但能夠提升行銷職能在其企業
中的地位，甚至有望成為其所屬產業中推動創新的重
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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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影響了全世界，也
使企業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一般大眾
也因為必須維持社交距離，衍生出新的生

活常態。為了讓人們能夠更安全、更有效率地完成工
作，工作方式須重新設計；對於消費者而言，日常採購、
外出用餐、大型實體廣宣活動等皆發生本質上的變化，
迫使企業需要重新思考與設計和消費者接觸的方式。
當整個世界似乎已改變原有的走向，並持續朝難以預
測的方向前進時，企業應應積極發掘及掌握新的行銷
趨勢以因應疫情強大的衝擊。 

因為Covid-19的影響，讓2020年成為數位行銷的大
年，2020年臺灣的數位廣告支出超過了電視與家外
媒體廣告（Out-of-Home）相加，佔了53.4％的總廣告
支出。2021年，在全球仍受到疫情肆虐的影響下，數位
行銷已然成為了幾乎所有品牌與客戶互動的媒介。對
比大多數國家，台灣在防疫的成功有目共睹，即便如
此，仍對產業的經濟產生顯著且不同程度的影響，如
旅遊產業便因疫情而受到重創，但也有許多企業因為
疫情而得利，包括電商、金融、貨運、半導體等。當多數
品牌開始加大數位廣告支出佔比的同時，部分尚未數
位化行銷流程的企業也都開始逐步評估和測試數位
行銷的效益。

五大行銷趨勢，建立消費者
信心和培養品牌忠誠度
一、協助客戶完善行銷內容：在內容爆炸的年代，已經
沒有太多資訊是消費者無法自行取得的，企業應
改變過去訴諸商品特色的方式，提供消費者更願
意深入了解品牌的契機。在數位化已漸成熟的年
代，行銷的重點不再於「商品」本身，而是提供消
費者更多商品和情感的連結，多一些故事和內容，
較有機會吸引消費者願意花時間了解商品。

二、業務導向轉為品牌導向：企業的行銷方式應從獲
利導向逐漸轉為品牌導向，與其創造直接獲利的銷
售漏斗，越來越多的業者轉為利用數位行銷創造品
牌，Altimeter的調查顯示，高達37％的業者表示其
數位行銷活動的目的意在建立品牌意識，而同一份
調查也顯示，僅有5％的業者表示他們數位行銷的
目的為提升來自舊客戶的生意。

三、行銷科技的成熟：行銷科技的成熟讓數位行銷能
夠在自動化的流程中更加的個人化，其中包含
Email行銷、CRM、行銷自動化、個人化內容、機器
學習、以及聊天機器人等等。 越來越多的科技逐漸
被更廣泛地被導入至整體數位行銷流程當中，促
使業者能夠更敏捷且準確的部署行銷策略，以驅
動整體數位行銷活動達到目標。

四、行銷銷售整合：在數位行銷當中，不論客戶所處
產業，皆應協助客戶建立電商思維，即使無法在線
上完成交易的商品，也要學習電商與消費者溝通的
方式。將行銷管道由過去的「展示」改成「展售」，讓
消費者在接觸時就有購買的衝動。將行銷與銷售
整合，創造一個無縫的消費體驗，也可為業者帶來
龐大的商業價值。

五、客戶體驗：現在的消費者極度重視客戶體驗，包
括服務設計，行銷與銷售的領域即是客戶體驗當
中最重要的環節。若品牌能做到在不同的接觸點
保持一致性並傳遞最相關的訊息，這將會大幅的
降低客戶流失，並加速消費週期的頻率。

建議企業當前除了在疫情防治上的積極作為外，更應
藉由新型態的行銷方式積極與消費者互動，並協助消
費者建立起面對疫情的信心，藉此方式提高消費者對
於品牌的忠誠度與支持度。

在地觀點
2021臺灣數位行銷趨勢與影響



71

在地觀點：2021臺灣數位行銷趨勢與影響

三要點，協助企業掌握
最新的行銷趨勢
一、敏捷：後疫情時代正是打造敏捷行銷的最佳時機
敏捷行銷的用意在於讓公司的行銷人員藉由數位
科技的輔助，更加準確的了解自家品牌的消費者，
以期能跟上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藉此提高消費
者對於品牌的忠誠度。

在現今充斥著大量訊息的市場中，消費者每天會接
觸到超大量且多元豐富的廣告訊息，隨著市場需求，
線上廣告將會等比倍增，負責廣告的行銷人員必需
設法在紛亂之中脫穎而出，避免其宣傳淹沒在海量
的訊息中。因此，建立行銷內容與時事的相關性成
為吸引消費者目光及使其持續感興趣的關鍵。企業
應藉由數位科技以確實掌握市場動態、預測客戶期
望的內容以及擁抱社群客戶的關係，以期能協助行
銷人員預測未來市場動態，提供更符合消費者喜好
的行銷內容並推出新優惠訊息，建立品牌信任度。

二、消費者參與：藉由制定深化消費者參與的互動策
略，以從中獲益並在競爭中保持領先
商業模式正大幅度地調整與改變，尤其在疫情的衝
擊 下，低接觸與低投入的品牌行銷方式，諸如社
群行銷／KOL／部落客等行銷方式逐漸取代過往
的品牌與消費者的互動方式，部落格或YouTuber
亦成為品牌的代言人之一，行銷人員應針對此趨勢
制定更為全面的消費者參與策略，以強化消費者參

與的互動策略、維繫消費者忠誠度並謀取對於品牌
價值的極大化。

三、行銷人才培養
回應市場需求和趨勢，企業應更專注於培養行銷
人才與數位科技人才。首重企業領導階層的支持，
以設置內部行銷與數位科技的學習模型與機制為
轉型的第一步。第二，人才培養策略的取捨，無須
進行大幅度的制度調整，依照企業內部轉型的需
求，僅就新面向進行策略上的取捨及調整現有機
制的運作方式。例如過去團隊的廣告活動大多透
過外包方式進行，則可考慮培養內部廣告人才將
競爭優勢拉回企業內部，或培養行銷人員對於外
包商管理的能力，以期取得最大的回饋。最後，建立
敏捷的企業文化。從文化思維模式上進行改變，成
為可及時根據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進行調整的
企業，建立「終身學習」視的公司文化。

2021年因為市場趨勢和疫情影響，消費者與品牌之間
的依賴性會日漸加重，行銷的核心仍是品牌與消費者
之間的對話，並期望藉由行銷協助企業突破目前高度
不確定的市場挑戰。企業領導人應更專注於回應消費
者的期望，並按不斷變化的需求調整業務模式，達到
品牌和消費者間的人際連結。新的行銷時代也需要新
的人才觀。企業若能在人才培養與轉型方面進行正確
的投資，不但能夠提升行銷職能在其企業中的地位，
甚至有望成為其所屬產業中推動創新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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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紹群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Rick Wen

風險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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