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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驅動轉型之路－2018 台灣 CMO 洞察報告 

Deloitte 勤業眾信致力於協助台灣企業因應數位化浪潮，找出致勝的關鍵戰略與

戰術。近年來輔導多家集團、家族企業與中小企業，從策略、組織、營運與科技

等面向，成功擘劃出短中期的轉型藍圖，也帶領企業逐步將數位化的夢想落實，

改變公司文化帶入數位企業的 DNA。台灣媒體數位應用暨行銷協會 DMA 持續

與勤業眾信合作，從策略的角度出發，共同針對台灣企業進行數位行銷、數據分

析、人才培育與組織發展等相關議題的調查，從中探討數位時代下台灣產業面臨

的挑戰，找尋未來發展的嶄新方向。 

 

壹、全球數位行銷科技運用趨勢 

綜觀數位行銷發展趨勢，從社群行銷、關鍵字廣告、內容創造等，進展至技術突

破跨裝置、跨屏幕的限制，讓媒體的選擇與運用更加多元，諸如此類的數位行銷

運用成為消費時代下最有力的曝光捷徑。而在 2018 年，科技的運用加速了全球

企業或品牌對於數位行銷的想像，從顧客為出發，藉由行銷科技的導入突破時地

的侷限，加速回應與滿足顧客需求，並且創造企業對於行銷自動化的渴望契機；

此外，AI 人工智慧的持續延燒，除了運用於商業範疇外，資料的運算與處理讓產

品服務更加人性化、自動化，如聊天機器人或語音助理等；另一方面，全球興起

數據經濟的火熱話題，數據的來源不再單一且複雜龐大，如何從中提煉數據價值

以運用於數位行銷之上，亦是企業在考量整體行銷策略時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

因此，勤業眾信歸納以下五項全球趨勢，期盼能提供未來台灣企業於執行數位行

銷發展或規劃之參考。 

 

趨勢 1：從顧客體驗旅程中，挖掘價值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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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路行銷可視為將線上虛擬與線下實體通路串接的嶄新模式，帶動著行銷

4.0 的浪潮，促使企業無不重視顧客體驗旅程的規劃並導入科技運用強化顧

客感受，這一切首先需讓顧客對企業產生共鳴。在規劃顧客體驗旅程初期，

企業必須以「顧客需求」為核心要素，並確保顧客旅程中各個階段皆能獲得

完善的服務感受，而欲打造以「體驗」為本的接觸點，根據 Deloitte 與杜克

大學所發佈的「2018 The CMO Survey」中發現，優良的服務在顧客心中

有著高度的佔比且相較 2017 年成長了 6%，由此可知，提升顧客滿意度與

忠誠度，來自於重視與滿足顧客需求，並提供真正量身而製的服務感受。此

外，經由與顧客互動之中而產生的關鍵接觸點，除滿足顧客需求外，亦為可

投入行銷機會的關鍵點，適當地提供特定的行銷內容，以達到個人化的顧客

體驗並可同時進行顧客數據收集分析，並分析顧客個別需求。 

觀察亞馬遜自 2013 年以來，致力於個人化顧客旅程的價值提升，當訪問亞

馬遜首頁時，給予顧客相對應的個人化搜尋訊息及產品目錄的推薦。另外，

Netflix 與傳統媒體的差別，在於「訂閱者瀏覽產品目錄」這個關鍵接觸點

個人化製定策略，藉以引導顧客觀看有興趣的內容，強化了網站介面瀏覽的

易用性，至今 Netflix 業績自 2016 年開始增長了 30％。由此得知，透過網

站瀏覽體驗的個人化已經在零售、旅遊和金融服務等電子商務領域中，被廣

泛應用了一段時間，而根據 Gartner 調查研究，表明個性化可以使 B2B 電

子商務收入增加 15％。 

 

趨勢 2：將行銷自動化納入企業數位策略，提升整體行銷效益 

行銷自動化目的在於節省行銷人員時間及精力、挖掘銷售線索，及提供顧客

個人化行銷訊息及內容。根據獨立調查研究機構 Forrester 針對 2017-2023

年全球行銷自動化技術預測報告內提出，預估企業投入行銷自動化技術工具

的支出，在 2023 年將達到每年 251 億美元，更高於 2017 年的 114 億，可

見企業對於行銷自動化工具導入是非常渴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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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今年行銷自動化領域，除了原本利用 CRM 收集數據進行自動化行銷訊

息推播外，其中更熱門的是如何讓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導入至自動化行銷技

術中，讓其更具人性化，並提供更符合顧客需求的訊息與內容。在行銷自動

化上，新一代的認知科技系統可使用人工智慧巧妙地運用採集而來的數據進

行內容管理，並提供顧客個人化的內容。如：Under Armor 為一家運動服

品牌公司，他們和 IBM Watson 合作開發了行銷自動化系統，此系統通過

利用收集唱片應用程序的用戶數據，並將收集而來的數據進行人工智慧分析，

並提供每位顧客生活及運動建議；自動化的推送用戶有關個人健康生活及運

動建議，並在內部進行個人化行銷內容訊息及數據收集。 

 

趨勢 3：聊天機器人與語音助理促進品牌成長 

長久以來，社交媒體的快速成長引領許多相對應的工具與服務產生，也衍生

越來越多的商業應用程式改變著顧客與品牌之間的互動模式，而隨著 AI 的

發展，聊天機器人(Chatbot)迅速成為品牌行銷的熱門選擇，根據國際研究

顧問機構 Gartner 預測，到了 2020 年，超過 50％的企業會將投資主力放

在聊天機器人的開發上。自 Facebook 開放 Messenger API 平台以來，全

球各大社交軟體如 LINE、Instagram、WeChat 等皆全力跟進這股熱潮，而

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加速了聊天機器人的普及應用。聊天機器人可視為 AI 智

能介面化的體現，而其快速且準確的深度學習帶來優化顧客服務、達成低成

本、高觸及率與自動化資訊處理等優勢並提升行銷數字的成長。 

另一方面，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NLP）和語音控制技術造就了語音助理

（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的運用，人機互動的深度學習與娛樂方

式創造了全新的行銷管道，品牌可投注更多創意內容於語音訊息中，藉以捕

捉或吸引更多顧客，並從中獲取精確的顧客喜好與消費行為數據，如同

Amazon 的語音家庭設備「Alexa」、Google 的智慧語音助理、Facebook

的智慧家庭裝置「Portal」與遠傳的智慧音箱「愛講」。舉例如美國品牌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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漬（Tide），將各式各樣的去污方式與說明建立語音資料庫，當顧客向 Alexa

詢問如何去漬時，快速且精確的語音辨識便立即進行訊號處理與分類，並即

時回應有效的去漬方法與建議，甚至導引顧客至網站上找尋更多說明。 

趨勢 4：多樣態數據精準描繪顧客輪廓 

網際網路改變了商業模式，顧客透過多通路與企業互動模式正在飛速增長，

善用社群媒體平台、CRM、行銷雲…等各通路與平台採集而來的多樣態數據，

進行分析及描繪顧客輪廓，可促進品牌行銷效益精準化，亦是未來數位運用

的嶄新方式。而當企業開始思索多樣態數據的運用時，透過下面兩個面向去

思考多樣態數據是否全面化： 

1. 基礎數據的準確性 

企業通過多樣態數據收集平台，進行數據收集步驟，如：供應商提

供的數據及開放式數據…等；而除了多樣態數據收集外，企業也必須

消除各數據的獨立及封閉性所造成的盲點，進而從真實數據觀點來

瞭解各通路中顧客的輪廓及樣貌。 

2. 多樣態數據的分析 

企業透過多樣態完整數據收集，進行單一顧客族群追蹤，及完整的

多樣態數據交叉比對分析，而取得一致性的結果；可瞭解顧客如何

在所有通路中，因為不同原因所造成購買的影響。而在數據追蹤分

析中，還需要確認顧客身份及族群是否為正確的，可利用集中並分

析所有數據內容，進而確認顧客身份及族群正確性。 

當企業著眼在「以顧客為中心」的商業策略規劃時，對於多樣態數據的量測

方式需更謹慎；並將數據轉換為企業可以相信的真實數據及觀點，且需與企

業的目標方向一致將是未來可見的趨勢。舉例如：英國飲料公司 Britvic，在

預算不足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廣告花費及多樣貌數據分析，應用精準

行銷向美國觀眾介紹他們的兒童果汁品牌 Fruit Shoot。他們利用多樣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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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進行客群分析，提出了 moveable mom 這樣的媽媽族群，透過多樣態數

據的洞察，將廣告預算及內容提高 moveable mom 族群的購買意願，而在

事實上對比上個月，業績成長了 67%，也透露出精準行銷的重要性。 

趨勢 5：AIoT 關鍵技術邁向智慧行銷 

整合 AI 人工智慧和 IoT 物聯網兩大技術的 AloT 正迅速建構應用場景，從

智慧家居到智慧生活，擴大至智慧交通和城市，隨處可見的 AIoT 運用開創

了無限的可能。我們可以想像，當物聯網系統蒐集海量數據，並結合 AI 人

工智慧的運算處理，如同點燃了加速器，催化行銷市場由「自動化」邁向「智

慧化」的機會。舉例而言，透過智慧影像分析技術，搭配學習演算法，可準

確偵測人流熱點，加速行銷人員更精準地辨別具「地利性」的行銷場域，提

高行銷投遞的轉換率；此外，歸功於物聯網突破空間的框架以及智慧運算可

精準描繪顧客輪廓，試想任何場所如餐廳、購物商城甚至捷運，皆能讓顧客

收到因時、因地的個人化專屬推播訊息，帶動「場域行銷」的機會與效益。 

勤業眾信認為，千禧世代下數位行銷模式不斷迭代，從傳統的大眾行銷進展

到數位行銷之後，若能掌握 AIoT 的關鍵技術，實踐智慧行銷的應用藍圖，

或許將會成為下一波的行銷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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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深入台灣數據行銷現場 

去年，勤業眾信與 DMA 針對台灣各行各業的 CMO 進行調查，並將報告主軸聚

焦在企業的數位行銷策略上，從預算投入、組織轉型、到人才策略三大面向進行

分析，發現除了數位工具的應用外，服務體驗的轉型與品牌形象的結合皆是未來

行銷的關鍵。此外，企業同時應致力於發展「顧客回饋閉環」，從內而外重新定

義新時代下產品的市場地位與顧客價值，並強化顧客購買體驗與售後回饋，一切

皆以數據為核心。而今年，勤業眾信接續去年的研究，企圖透過「數據驅動企業

轉型」為主軸，聚焦於「數位行銷科技」、「數據運用」兩大面向，並從數據的

採集、分析、應用、與管理四個面向進行詳細探討。 

本調查進行期間為 2018 年 10 月，調查方式為問卷發送且共回收樣本問卷 100

份，受訪者來自於 13 種不同類型的企業，並根據全球行業分類系統(GICS)的分

類，以「科技與通訊產業」、「非必需消費產業，如汽車、服裝、娛樂等」及「必

需消費產業，如日用品、食品、零售等」為最大宗，約佔八成，其次為「金融業」、

「醫療產業」，且約七成的受訪者為「行銷決策階層」。 

勤業眾信以數位科技領域的專業與國內外現況之瞭解，針對台灣整體數位行銷趨

勢及行銷長（或行銷決策者）的觀點，總結為三大現況觀察，並提出六大洞察，

藉以瞭解台灣企業在行銷數據運用上的相關議題，一窺台灣數位行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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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現況觀察 

觀察 1：數位行銷發展空間大 

1. 將近四成的企業仍處在觀望階段 

根據各企業數位行銷成熟度的自我評估結果，發現近四成的企業雖瞭解

數位行銷的潛力，但仍處於觀望實驗階段。多數企業亦仍處在策略制定

與整合階段，僅一成四已成功落實並取得成效（表一）。 

 

  

37%

31%

19%

14%

表一：企業自評之數位行銷成熟度

了解其潛力，仍在實驗中

有相關經驗，制定策略中

已完成規劃，整合策略中

已落實執行，有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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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行銷預算穩定增加 

去年僅有 7%的企業預計在今年(2018)投入超過整體營收一成的預算在

行銷上（表二）。然而，今年的調查指出，已逾 20%受訪企業之行銷預

算大於營收的一成（表三）。由此可知，企業不但確實達到去年的預期，

更增加了近 13%投入在行銷的預算上。可見台灣企業在行銷方面的預

算投資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對整體行銷發展而言是一件樂觀的現象。 

 

 

  

66%

27%

5% 2%

表二：2017年企業預估行銷預算占總營收比

5%以下 5~10% 10~15% 15%以上

44%

35%

10%

11%

表三：2018年企業實際行銷預算占總營收比

5%以下 5~10% 10~15%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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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其器者，得善其事 

今年調查亦針對「數位行銷之成效」請受訪者進行自我評估。結果顯示，

超過六成的企業成功使用數位行銷工具進行分析與研究，且多能體會到

導入數位行銷之成效。透過數位行銷，企業表示更能夠掌握市場現況及

顧客面貌，使之得以提供符合當前需求之產品或服務。此外，行銷數據

的運用有助於提升顧客滿意度、與品牌忠誠度，對企業短期獲利與長期

發展皆有一定助益（表四）。 

 

  

4% 4% 4% 2% 2%

33%
23% 25% 31% 31%

46%
48%

56% 52% 46%

17%
25%

15%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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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行銷數據應用成效 (1至4分，成效低至成效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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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2：行銷數據協助企業瞭解顧客喜好 

1. 社群媒體仍為行銷數據來源的最大宗 

從調查中發現，有高達 94%的企業皆有使用 Facebook，為最多企業使

用的社群軟體（表五）；此外，有 88%的企業選擇使用 FB Analytics, 

Google Analytics, Instagram Insight 等社群媒體平台採集數據，其次

則為顧客管理系統 CRM（表六）。我們認為，因為社群軟體的便利性，

不但提供企業平台與顧客互動、發布即時資訊，更能有系統地收集顧客

喜好，使企業能夠精準鎖定客群，策略行銷計畫。 

 

 

94%

56%

50%

38%

4%

4%

2%

2%

Facebook

LINE@

Youtube

Instagram

Twitter

Google Plus

Linkedin

無

表五：企業普遍使用的社群媒體(取主要四項)

88%

60%

35%

35%

27%

13%

2%

2%

社群媒體後台，如GA、FaceBook、Oath、…

客戶管理系統(CRM)

輿情分析系統(Social Listening)

內部自行開發數據採集系統

數據管理平台(DMP)

爬蟲程式

其他

無

表六：企業所使用的行銷數據採集工具(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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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化行銷是未來行銷數據的運用重點 

我們從調查中發現，普遍企業都有運用數據策略行銷計畫，最主要應用

是「顧客分析」及「商業決策」，其次則為「自動化行銷」與「體驗設

計」。其中，「自動化行銷」已有將近五成的企業投入，也與運用最多

的「顧客分析」相差僅約 25%。由此可知，雖然將數據運用在內部策略

制定雖仍為主流，在外部顧客互動的數據運用也有逐漸成長的趨勢。此

外將近五成的企業將數據應用在自動化行銷（表七），從收集到的顧客

資料再回饋給顧客，推薦他們可購買的其它產品，我們相信此種主動且

個人化的行銷方式在未來會越來越普及。 

 

  

75%

71%

48%

46%

客戶分析，輪廓描繪(Profile)、特徵分析、客

戶分群、標籤運用等

商業決策，如行銷活動監測、成效評估、商業

效益轉換、行銷預算管理等

自動化行銷，如依客戶動態引導客戶行為、個

人化內容推播管理等

體驗設計，如客戶旅程痛點分析、客戶行為分

析、客戶口碑、滿意度分析等

表七：行銷數據實際運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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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資源是行銷數位化的最大瓶頸 

根據去年年的 CMO 大調查分析報告，企業有七成未招募到適合的數位

行銷人才，其中有超過六成表示「市場缺乏此類人才」為最大原因。另

外，從今年的調查顯示，依然有近六成的企業認為在行銷數據處理上，

最大的挑戰為「缺乏相關數據的處理人才」（表八）。由此可知，雖然

企業看重數據分析的能力，卻在人才的招募與培養遇到挑戰。數據分析

的人才市場還尚未飽和，是值得企業投資與制定相關訓練計劃以培育優

良的數據運用人才，增強企業於產業間的競爭力與價值。 

 

  

58%

52%

42%

37%

31%

27%

6%

缺乏相關數據處理人才

資料雜亂或資料數量不足

缺乏數據管理的規則與制度

缺乏專責單位統整

跨部門數據無法整合

沒有相對應的分析工具協助

其他

表八：企業在行銷數據處理上的瓶頸與挑戰(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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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3：數據管理是未來趨勢 

1. 行銷數據正確性仍有疑慮 

今年特別針對「企業行銷數據的特性」做調查，結果顯示有一半的企業

認為「資料的正確性」、「資料完整性」、「資料即時性」是目前所要

努力的目標。此外，「資料雜亂或資料數量不足」也是行銷處理上遇到

的第二大瓶頸（表九）。大多數企業離採集到品質好的數據仍有一些距

離，規劃良好的數據收集方式將成為未來關鍵重點。 

 

  

6% 8%
2% 2%

29%

42%
48% 50%

37%

25%
35%

37%

29% 25%
15% 12%

[資料量大] [資料即時性] [資料完整性] [資料正確性]

表九：行銷數據的特性(1至4分，不符合至最符合)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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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成企業仍以傳統方式管理行銷數據 

根據今年的調查，普遍企業都擁有資安意識，有約七成的企業會設立資

料保護機制以及定期管理資料安全，但隨著科技日益進步，資安問題將

會遇到更大的淺在風險與困難，然而有六成的台灣企業以傳統的 Excel

報表管理數據資料，相較於專業的資料管理系統，仍有資料控管與外洩

等風險疑慮（表十），為了面對未來資訊安全的挑戰，資料管理系統的

升級將是未來企業可努力的方向。 

 

  

63%

54%

40%

29%

Excel報表管理

自建工具管理

國內軟體或工具管理

國外軟體或工具管理

表十：企業管理行銷數據的方式(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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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大洞察 

本次調查針對企業數位行銷成熟度與投資現況、行銷數據管理應用兩大面向所得

出之統計結果，進一步地進行分析與交叉比對後，結合勤業眾信在台灣協助各產

業顧客進行數位轉型之經驗，以及對於全球行銷領域的洞察與觀點，綜整出六大

洞察。 

洞察 1：數位行銷漸趨成熟，各產業間發展落差顯著 

本次調查資料顯示，約三成的企業已具備規劃明確的數位行銷策略，並

將其整合至企業整體發展策略；或已將行銷策略落實執行並取得一定成

效。從產業別進行分析，這些企業多為數位原生的產業，如數位代理商、

電子商務平台、互聯網產業等。而大多傳統產業雖有數位行銷相關經驗，

但整體發展策略仍於初步規劃階段；此外，近四成的企業仍停留在實驗

階段，數位化成熟度較為落後。就企業規模而言，數位化較為成熟的產

業多具一定規模(營業額 1 億~15 億元)，唯極大型和中小型企業多處於

觀望或實驗狀態。 

洞察 2：數位行銷投資仍屬保守 

在去年年的調查中，企業行銷預算投入占整體營收超過一成的僅 7%。

然而，今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已逾 20%，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對整體行銷

發展而言屬樂觀現象。但針對數位行銷實際投資進行分析，約五成受訪

企業投資比例仍僅占總體行銷預算一成，我們認為企業雖已意識到數位

行銷重要性，並瞭解數據運用為關鍵，但由於組織運作模式與人才尚未

到位，因此對於數位行銷投資仍屬謹慎。 

洞察 3：組織轉型輔以人才培育為重要 

根據今年的調查，僅有不到五成企業於內部成立「數據專責單位」負責

行銷數據分析運用統籌，近六成的企業認為在行銷數據處理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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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為「缺乏相關數據的處理人才」。此外經過交叉分析後發現，表示

已成立數據專責單位的企業中，超過一半同時認為其企業「缺乏數據處

理人才」。此結果看似矛盾，但卻隱含一個台灣業界普遍現象，新成立

的「數據專責單位」實質上僅是內部員工職務權責調動，並未有足夠的

數據專業人才加入，而是期待原先行銷人員「邊做邊學」或「自主學習」

習得相關數據能力，也因此逾六成企業表示需要外部協助打造具備資料

分析能力數位團隊。在行銷預算與組織人才策略上，企業應盡早找到平

衡點，因應數位浪潮發展。 

洞察 4：借助社群分析工具衡量數位行銷成效 

從調查結果得知，超過九成企業皆使用 Facebook 進行曝光與行銷管

道，LINE@、YouTube 等其它社群平台亦有高使用率。根據勤業眾信

近年來的趨勢觀察，企業於社群媒體上投資大增，如邀請近期熱門的「網

路紅人」或「直播實況主」進行產品的宣傳廣告。社群平台除了可有效

協 助 企 業 提 升 品 牌 與 顧 客 溝 通 外 ， 自 帶的 基 礎 資 料 分 析 功 能 如

Facebook Analytics、Instagram Insight，可協助數位科技運用成熟度

較低企業，朝向數據驅動行銷決策模式前進。 

結合開源的分析軟體如 Google Analytics，多數行銷人員雖未具備專

業的數據分析能力，仍可透過簡單的操作步驟，學習從數據洞察使用者

樣貌、使用行為習慣與接觸頻率，為規劃銷策略的第一步，聚焦有效管

道讓更多人認識品牌，提升曝光度，未來採集較完整的顧客資訊後，可

進一步整合其它內部營運資料，以其運用於行銷效益預測與衡量。 

洞察 5：隨著數據逐漸積累，致力於升數據品質為重要任務 

有效利用數位科技協助行銷活動前，企業應先建立良好的數據基礎，除

了累積足夠數據量外，數據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亦為影響分析應用準確性

之關鍵，避免造成「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分析產出。本次報

告中，我們也對各企業數據管理的現況進行調查，多數企業於皆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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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資訊安全措施，逾五成企業已具備成熟的資料保護機制；但對於

數據品質控管，多數企業認為內部數據之即時性、完整性、與正確性有

待加強，僅有約三成受訪企業針對數據管理進行規範及品質監控，同時

超過六成的企業仍使用 Microsoft Excel 作為主要數據管理工具。 

除了行銷數據外，有效的數位行銷活動執行與成效評估，須透過整合顧

客資料、服務資料及企業內部營運資料交叉分析用。如前所述，目前多

數企業內不同類型數據皆各自存在不同系統中，由各單位各自維運保管，

少有「數據專責單位」得以全盤瞭解企業數位行銷相關數據全貌。在規

劃整體的數位科技運用前，企業應先分析欲解決之議題、確認相關數據

品質能否支持分析應用、規劃數據整合機制，才能讓多樣態的數據在數

位行銷中發揮最大綜效。 

洞察 6：數據工具掌握度為提升顧客體驗，創造商業價值之關鍵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行銷數據運用最廣泛仍為「業務市場分析」、

「商業決策分析」等創造企業商業價值面向；但值得一提的是，「顧客

描繪」、「特徵分群」等提升顧客體驗價值相關運用，亦有近八成的比

例為企業者主要運用面向；而需要更多數據整合的進階運用如「自動化

行銷」、「體驗設計」則近五成。 

針對此一現象，我們認為商業營運為企業之基本，運用數據輔助的必要

性無庸置疑且行之有年；同時可發現，以顧客為中心思考已成為企業數

據運用發展重點，企業除了重視新客群拓展外，也同時思考如何提升既

有顧客忠誠度。而透過交叉分析結果，我們發現執行進階數據應用企業

仍屬少數，關鍵在於數據應用工具掌握度。數據的採集可透過外部平台

附帶工具輔助，但採集回來的資料如何有效清理與整合運用，則是企業

較大的挑戰。 

從調查結果中發現，近五成企業仍使用 Microsoft Excel 進行分析與管

理，雖然其樞紐工具可執行資料分析，但對於海量數據的存取、控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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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仍有相當程度的限制與不便；此外，當數據資料來自於不同系統時，

使用一般的套裝軟體亦無法進行即時、快速且安全的串聯運用。目前市

場上已有不少專業化的顧客資料管理、內容管理、行銷科技等數位工具，

企業除了自行開發外，亦可考量在預算有限、數據人才未成熟的情況下，

評估外部協助。未來企業的關鍵競爭力在於是否能有效地整合，並根據

所採集到數據執行相關行銷活動與回應顧客需求；重視「數據」對應「成

效」才能打造最佳的顧客體驗，同時回歸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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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顧客為中心擁抱科技與數據，提升數位行銷體驗 

從本次的調查中我們可得知，目前台灣多數企業於行銷規劃與執行仍有相當程度

的資源限制，針對數位行銷的實際投資占整體行銷預算比例仍為有限；但多數企

業已瞭解數位行銷的重要性並樂於擁抱其帶來之改變，同時也願意嘗試並善用行

銷數據，強化企業對市場及顧客的瞭解，提供合適的產品與服務並持續提升顧客

滿意度與忠誠度，使數位行銷能帶來更佳的成效。 

其中，約六成受訪企業表示其具備數位行銷的相關經驗，但評估組織內數位行銷

成熟度，仍處於探索與研究階段，持續尋找較佳的執行方式或制定策略，並同時

開始嘗試透過不同工具、科技和方法進行概念性驗證，協助組織找出有效的因應

之道，並發揮數位行銷的潛力。本次調查中，我們試著從不同面向的問題與觀點

分析，瞭解組織目前數位行銷成熟度偏低的主因，以及嘗試運用科技的過程中面

臨的難題，我們發現其主要原因為以下幾點。 

一、數位行銷通路運用多元，但缺乏規劃 

社群經濟快速發展趨勢下，除了常見的官方網站與電子報，企業紛紛將主流

社群媒體作為與顧客進行溝通及資訊傳遞之主要管道，如：Facebook、

LINE@、Instagram、Youtube..等，但並未善用社群媒體集客之優勢進行策

略規劃，並針對不同社群媒體的主要功能特性、使用者群體特徵及生活中不

同時段的使用情境進行區分，進一步做為行銷內容設計與發佈安排之基礎。

因此，目前企業雖有多元的數位行銷通路供其運用，但其思維往往仍停留在

「通路越多則曝光越高」的數字迷思上，尚未策略性的串聯運用。除了可能

造成客顧客重複接收相同行銷內容導致效果不佳外，也無法在有限的數位行

銷預算中，進行最佳的分配利用以達到效果，同時亦難準確評估不同行銷通

路對企業帶來之成效。 

二、組織運作模式轉型，數據人才為關鍵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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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數位行銷與傳統習行銷模式之差異，組織分工也隨之轉變。過往主要

由行銷、企劃相關單位負責之行銷工作，在數位化的趨勢下，開始轉型與品

牌、公關與資訊單位之跨部門合作模式。多數企業皆意識到數據分析運用於

數位行銷之重要性，開始嘗試將跨領域人才組成數據專責單位，支援數位行

銷數據的採集、管理及分析應用。而在工作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多數企業皆

表示，目前在數位行銷數據運用上遇到最大的瓶頸與挑戰即為缺乏相關數據

處理人才，因此衍生其它待解決議題如：資料品質不佳、缺乏數據管理制度、

跨部門數據整合、外部數據平台串接等，數據專職人才的招募與內部各階層

的知識培訓等，皆為企業發展數據運用的當務之急。 

三、數據基礎不佳，科技運用落地緩慢 

從本次的調查中我們可得知，企業對於數位行銷應用面向如：內容安排、客

群分析、體驗設計、精準行銷、活動監測、成效評估、商業效益轉換等皆已

具備一定程度理解，同時開始嘗試透過數位工具輔助執行，並以進一步達到

多管道的自動化行銷為發展目標。但多數企業也表示，組織內行銷數據之品

質與取得即時性皆有待改善；且目前多各自使用內部自行開發工具或一般套

裝軟體附加功能，執行數據管理或分析應用。在資料基礎有待加強、策略目

標不明確、數據人才缺乏及數位工具種類多元不知如何選擇之情況下，企業

尚無法有效跨單位/系統串聯數據進行整合，並有效將已理解的數位行銷應

用落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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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行銷科技引爆企業轉型能量 

數位行銷的應用發展，可視為一場企業內部的小型數位轉型。策略規劃階段，企

業應先評估自身的優勢和劣勢，規劃數位行銷階段性目標，聚焦轉型計劃所需的

團隊運作模式與培養「質量並重」的人才；基礎打底階段，應善用數據工具清理

企業積累的數據資源，對應數位行銷應用方向進行完整的數據架構規劃，以解決

目前常見的資料多而雜、不準確的資料存放於 Excel，或分散在不同系統、不同

資料庫中難以整合等問題；應用發展階段，則應規畫主要數位行銷管道，並設計

行銷活動內容、顧客行為軌跡與商業價值轉換之數據串聯機制。 

組織轉型與人才培育的同時，企業亦需評估不同行銷工具功能特性，導入何種技

術將取決於數位行銷整體發展願景。本次調查中，我們除了針對受訪企業回饋進

行分析外，也將與多位 Deloitte 數位行銷領域專家進行討論，歸納幾項主要科

技運用於數位行銷策略重點，協助行銷人員運用數據分析打造更佳的數位行銷體

驗與轉換成效。 

一、顧客單一視角建立 

顧客溝通方式隨著科技發展延伸與演變，由電話、電郵、簡訊、官網，到社

群網站、手機 App、通訊軟體等多平台管道，並採集不同面向的顧客資料至

企業內部系統，企業可透過整合不同接觸點採集之顧客資料，包含基本資訊、

商品瀏覽紀錄、訂單紀錄、服務紀錄、客訴案件..等資訊，建立 360 度的顧

客視角，描繪顧客特徵輪廓與接觸歷程。更進一步可規劃不同的顧客特徵標

籤與分群策略，利用數據分析結果結合企業自行定義之商業指標，找出具潛

力高價值顧客，做為更精準有效的行銷活動基礎。顧客單一視角協助企業打

造無死角的顧客檢視與提供一致性的服務，滿足每一位顧客特殊需求及偏好。 

二、行銷內容集中化管理 

隨著數位行銷通路的多元化，企業應思考如何在不同的顧客接觸點進行有效

的行銷內容管理與運用。透過集中式的內容管理，可快速因應不同通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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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特定客群或行銷主題進行內容編制與優化，並發布於各通路；透過即時

訊息、創意內容或優惠提供等方式，使行銷內容可在整體顧客旅程中吸引顧

客、提昇顧客接觸程度與轉化率。有別於過往各自管理、發布之方式，行銷

內容集中化管理可避免顧客重複接收相同內容，協助行銷人員便利優化內容、

提升行銷活動效率。而因應不同行銷通路特性的內容管理機制，也有助於行

銷人員設計跨通路行銷策略，提供品牌形象一致、個人化、有意義的內容與

訊息，作為打造全通路良好行銷體驗之基礎。 

三、顧客旅程體驗軌跡分析 

建立所需的數據基礎與行銷內容管理能力後，企業可進一步運用顧客於各接

觸點行為軌跡資料，量化分析消費者在不同通路上的所有行為，如停留時間、

點擊熱點、旅程中斷(跳出)點..等，有效地觀察顧客旅程體驗結果。透過數據

分析輔助確認顧客旅程痛點後，企業可運用質化研究方式深入了顧客旅程不

同階段情境的體驗與行為原因，並配合行銷內容推播管理機制，優化數位行

銷活動方式，以因應不同客群需求推出適切的行銷活動。 

四、精準行銷與行銷自動化 

具備顧客 360 度視角檢視、旅程體驗分析與有效的行銷內容管理機制後，

企業可善用數位科技基礎，進一步依據顧客生命週期階段，設計、發佈與顧

客特徵行為相符、具有吸引力的行銷內容。透過規劃所有顧客接觸管道與方

式，於不同接觸點引導顧客行為或推播接收到感興趣的行銷內容，並最佳化

與顧客互動、資訊交流方式，而非只是個別打造單一接觸點之體驗。精準行

銷與行銷自動化除了協助企業建立更加的顧客忠誠度與支持度，也能加強行

銷人員工作效率。  

五、顧客體驗價值轉換 

建立符合行業特性的數位行銷機制，並能有效打造符合行業特性的獨特顧客

旅程體驗後，企業可進一步發揮數據的價值。透過整合企業內部資料，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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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將顧客資料、體驗量化資訊與內部其它事業單位資料交叉運用，衡量為顧

客創造之體驗價值如顧客互動品質、顧客滿意度等，是否有效轉換為企業帶

來的商業價值如：顧客口碑、顧客消費、行銷成本等，以確保數位行銷投資

的有效性（圖一）。 

 

圖一、Ｄeloitte 數位行銷科技運用 Roadmap 

行銷數位化轉型亦是顧客體驗創新的過程，需要管理階層與投資人支持認同

及彈性的運作模式。開始執行時，應進行快速、小規模的試行，並適時因應

變化調整步調。同時，企業應定期評估組織數位化成熟度，結合組織改革、

人才能力培育與數據導向行銷，帶給顧客最佳的創新體驗。從領導階層開始

實現企業轉型，強化顧客的品牌忠誠度，並確保創新的價值回歸於顧客。如

同國際電商巨頭 Amazon 的創辦人 Jeff Bezos，總是在董事會議上保留

個座位，給企業最重要的參與者「顧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