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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

簡介

時下使用者對於隱私權保護日益關注，觸發了一連串的改變，在未來幾年內，數位

廣告生態系統也勢必會有所變遷。隨著使用者對隱私權保護的期待升高，全球各

地發布新的法規，瀏覽器和作業系統也推出相關變更，隱私權優先的未來已經近

在眼前。

Google 以協助發布商獲得成功為要務，並相信發布商是透過廣告贊助打造開放

網際網路環境的要角。我們為各種規模的發布商提供支援，陪伴他們適應當前的

隱私權環境。

本教戰手冊會介紹可供發布商選用的相關 Google 解決方案和策略。

本教戰手冊包含互動式元素，可協助您快速

找到對您最重要的內容。利用      目錄即可

直接跳至您感興趣的章節。

在整本教戰手冊的左上角都有導覽列，方便

您跳至各個章節。

每一節中的     其他資源連結則可協助您採

取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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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迎接以隱私權
為重的未來

第 1 節
由於隱私權環境快速演變，數位廣告業務的管理可能比以往都來得更

複雜。幸好發布商可以透過一些方式來順應隱私權的發展趨勢，以發

掘新的商機。

 
發布商可以測試新策略並改進商業手段，在尊重客戶隱私權偏好的前

提下維持並提升收益。

01. 隱私權的重要性

02. 發布商面臨的風險

03. Google 的方法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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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的重要性

隱私權的重要性

消費者心態正在轉變

由於消費者意識抬頭，對資料隱私權的期待也產生了

變化，因此隱私權成為許多使用者的重要考量。

資料來源：《      EY Global Consumer Privacy 
Survey》(EY 全球消費者隱私權問卷調查)

各地制定越來越多相關法規

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陸續推出相關法規，要求必須

採取負責任的資料相關做法，以滿足消費者對隱

私權的期待。

全球各地針對商家收集和使用消費者資料的法規

日趨嚴格。廣告環境也不斷變動，促使各界逐漸

淘汰用於行銷及評估成效的跨網站和跨裝置 ID。

跳到第 2 節，瞭解法規對您的

業務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根據      波士頓顧問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和 Google 進
行的一項新研究，雖然有三分之二

的消費者希望按照他們的興趣顯

示相關廣告，但也有將近半數不希

望分享個人資訊來換取切合需求

的廣告。

2/3

https://www.ey.com/en_gl/consulting/ey-global-consumer-privacy-survey/has-lockdown-made-consumers-more-open-to-privacy
https://www.ey.com/en_gl/consulting/ey-global-consumer-privacy-survey/has-lockdown-made-consumers-more-open-to-privacy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2/consumers-want-data-privacy-and-marketers-can-deliver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2/consumers-want-data-privacy-and-marketers-can-deliver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2/consumers-want-data-privacy-and-marketers-can-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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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順應使用者日益注重隱私權的趨

勢，廣告業逐漸捨棄第三方 Cookie；
根據一份       McKinsey 報告，光是在

美國，所有發布商的預期廣告總收益

會因此減少 $100 億美元。

90
%

$100 
億美元

發布商面臨的風險

發布商面臨的風險

在最近一項針對美洲發布商的       Deloitte 研究調查中，有 90% 的
受訪者認為線上隱私權相關變革早該發生或來得正是時候。

對發布商來說，收益減少後，就沒有那麼多經費能用來打造新的內容、執行

業務營運及支付員工薪資。

但若能贏得客戶的信任，就可掌握巨大的商機。您的品牌越受到消費者信

任，就越能取得更多資訊，讓行銷策略更加切合需求且有效。

在轉型的過程中，無疑會面臨不少風險，因此發布商必須主動為自家業務

做好準備，以適應新的廣告環境。Google 投入大量資金開發各式各樣的解

決方案，協助發布商在注重隱私權的未來維持穩定收益。

根據最近的        BCG《Privacy Imperative》(隱私權迫切性) 研究，

亞太地區有超過 60% 的公司表示所在國家/地區的使用者很注重

隱私權，而超過 70% 的公司同意，若不採用兼顧隱私權的做法，

將會有嚴重的後果。

6

這份報告中提到，收益減少很可能會使較小

型的發布商受到嚴重衝擊，因為他們有超過 
80% 的廣告收益來自以數據為準的廣告。

80%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arketing-and-sales/our-insights/the-demise-of-third-party-cookies-and-identifiers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blogs/future_proofing_ad_sales_growth_through_first_party_data_report.pdf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Z_ru3Apgf_M-R0O3WlYYK3liwXe1_CDdC39H3hehx40/present?slide=id.g1199d5b772c_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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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的方法和願景

Google 支持在保護使用者隱私的前提下，透過廣告贊助打造開放的網際網路環

境。我們會持續致力維持這個生態系統蓬勃發展，讓各地使用者存取由廣告贊助

的內容時，因為知道自己選擇的隱私權設定會獲得尊重而感到安心。

如果發布商和使用者有直接關係，且會收集第一方資料，我們認為應提供更實用

的廣告解決方案，協助他們打造並提升個人化的使用者體驗。

Google 的方法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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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的方法和願景

我們篤信的原則

首先，我們認為能在兼顧使用者隱私的前提

下放送個人化廣告。

我們能打造蓬勃發展的網際網路環境以供

發布商建立廣告贊助內容，同時讓全球各地

的使用者在存取這類內容時，因為自己的資

料獲得妥善保護而感到安心。

其次，如果發布商和使用者有直接關係

，且會收集第一方資料，則我們應提供

更實用的廣告解決方案，協助他們打造

並提升個人化的使用體驗。

最後，在網路和應用程式中追蹤個別使用

者的做法無法保護隱私權。

我們認為這類解決方案無法滿足使用者所

要求的隱私權做法變動。

1 2 3

Google 的方法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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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規和
同意聲明

第 2 節 Google 致力推出各種工具，協助合作夥伴符合法規要求。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說明可用的解決方案，助您遵守日益

複雜的廣告環境法規。

01. 法規現況

02.「隱私權與訊息」分頁

03. 支援發布商

Google 工具不保證一定能符合法規要求。如果您不確定貴商家
是否適用特定法規，或者哪些工具能協助您符合法規要求，請洽
詢您的法律顧問。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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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正積極協助全球合作夥伴遵守 
Google 產品適用的相關法規

近期的重要實例：

10

AADC (適齡線上服務設計規範)

Google 提供多項解決方案以協助

保護未成年人，包括 TFUA (未滿法

定同意年齡標記)

CCPA (加州消費者隱私法) PIPL (個人資訊保護法)

導入受限的資料處理 (RDP) 如果發布商決定要在取得使用者同意

聲明後才放送個人化廣告，可使用我

們提供的非個人化廣告。

除了以上列出的近期例子，Google 也從許久以前就開始提供相關工具，     協助發布商遵守 GDPR 規定。

 法規現況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7666366?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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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持續提高全球隱私權標準

 法規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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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的廣告業相關法規目前都快速增加。如果發布商想瞭解如何著手做

好更充足的準備，以迎接即將來臨的變革，我們可以提供幾項建議：

1

2

與自家法務團隊合作，

確保您採取的隱私權實務規範符合目前的法律規定，並深入瞭解

日後的法規對貴商家的全球業務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公開您的資料收集和使用方式，

並隨時更新您的隱私權政策。讓使用者輕鬆瞭解您收集的個人資

訊種類、資訊預定用途、資訊分享對象和原因，以及使用者授權您

使用資訊後將能獲得的價值。

3 適時導入同意聲明管理平台 (CMP)，
確保使用者明確瞭解並能充分掌控資料用途。雖然有特定需求的發

布商可以選擇自行建立同意聲明解決方案，但若直接使用同意聲明

管理平台，發布商與開發人員就更容易向網站和應用程式訪客收集

同意聲明並妥善管理。發布商與開發人員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放送個

人化廣告、提供更優良的使用者體驗，並持續透過自家數位內容營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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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與訊息」分頁簡介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AdMob AdSense

應用程式

網站

間接

直接

為了協助您深入瞭解不同的隱私權法規對貴商家可能有哪些影響，我們透過「隱私

權與訊息」分頁一次提供所有的資訊和功能，讓您瞭解相關法規、可採取的行動，

或選擇傳送訊息給使用者，藉此適應新的廣告環境，以減輕貴商家受影響的程度。

只要點選資訊卡，即可瞭解下列資訊：

● 隱私權法規可能對您造成哪些影響

● 如何為使用者提供控制權

● 其他 Google 資源，例如網站和開發人員說明文件

「隱私權與訊息」分頁目前提供 GDPR 的選擇性同意聲明和 CCPA 的選擇退出訊

息 (僅適用於網頁版)。

請注意，Google 工具不保證一定
能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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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與訊息 | 設定 GDPR 訊息

「隱私權與訊息」分頁

您可以選用「隱私權與訊息」分頁上的訊息功能來建立要向使用者顯示的訊息，以便遵照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 的規定收集同意聲明。使用「隱私權與訊息」所建立的訊息

會列出網站或應用程式使用的廣告技術供應商，並詢問使用者是否同意讓您將資料用於

顯示個人化廣告和其他用途。您還可以詢問使用者是否同意讓您將這些資料用於網站或

應用程式。

GDPR 訊息內含多個「畫面」(或稱「頁面」)，會根據使用者在訊息中點選的按鈕和連結顯

示。使用者會看到哪些按鈕選項，取決於您建立訊息時在「使用者同意聲明選項」部分中

的設定。

如要進一步瞭解如何設定及部署 GDPR 訊息，請參閱下列說明中心文章：

      Ad Manager、AdSense、AdMob。

13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AdMob AdSense

應用程式

網站

間接

直接

請注意，Google 工具不保證一定
能符合法規要求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10076805?hl=en&ref_topic=10076199&visit_id=637820213499315676-3233700200&rd=1
https://support.google.com/adsense/answer/10961068?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ob/answer/10114014?hl=en&ref_topic=10105230&visit_id=637820213499315676-3233700200&r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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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與訊息 | 設定 CCPA 訊息

「隱私權與訊息」分頁

依據 CCPA 規定，發布商必須張貼「選擇不要販售個人資訊的權利聲明」

(§ 999.306)。CCPA 訊息類型會對美國加州境內的使用者顯示，讓使用者有機會

選擇不要販售自己的個人資訊。

CCPA 訊息內含多個「畫面」(或稱「頁面」)，會在使用者查看您的廣告訊息時顯

示。

CCPA 訊息包含下列元素：

● 「不要販售」連結：您 CCPA 訊息的連結。「請勿銷售我的個人資訊」連結會

以您選取的格式及設定顯示。使用者點選連結後，「確認」頁面即會開啟並

顯示「選擇拒絕銷售個人資訊」對話方塊。

● 「確認」頁面：您 CCPA 訊息的確認頁面，其中會顯示「選擇拒絕銷售個人資

訊」對話方塊。使用者可以按一下按鈕來確認決定。

14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AdSense
網站

請注意，Google 工具不保證一定
能符合法規要求
 

間接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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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使用者選擇權的情況下營利
為了協助發布商遵守 GDPR、CCPA 及其他相關法規，Google 提供多種用來停用廣告個人

化功能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包括非個人化廣告、受限制的廣告和受限的資料處理。

● 非個人化廣告：非個人化廣告不會根據使用者過往行為來放送，而是根據情境資訊指

定目標對象。Google 也不允許任何      按照興趣指定目標對象的做法，包括指定客層

和指定使用者名單。

● 受限的資料處理：您啟用「      受限的資料處理」後，Google 會限制資料的使用方式，

而且對於加州使用者只會依據 CCPA 的規定放送非個人化廣告。

● 受限制的廣告：      受限制的廣告可讓發布商在未取得 Cookie 或其他本機 ID 同意聲

明的情況下，以受限的方式放送預訂廣告。若發布商使用 2.0 版的 IAB 資訊公開和同

意聲明架構，當使用者不同意「目的 1」時，系統會嘗試放送符合資格的受限制廣告。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AdMob AdSense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直接

請注意，Google 工具不保證一定
能符合法規要求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2717455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598414?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882911?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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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技術供應商控制項
Ad Manager 提供控制選項，讓發布商能選擇允許哪些      廣告技術供應商 (ATP) 在歐洲經

濟區 (EEA) 和英國境內刊登廣告並評估成效，以利執行廣告放送和廣告評估等功能。這份 
ATP 清單不僅適用於程式輔助廣告需求，也可擴及預訂廣告素材。

● 預訂廣告素材層級控制選項：預訂廣告素材連結的是非程式輔助委刊項，當中包括「包

版」和「包量」這兩種保證委刊項，以及「聯播網委刊項」、「大量委刊項」、「價格優先委刊

項」和「內部委刊項」這四種無保證委刊項。在判斷預訂廣告素材是否符合放送資格時

，Google 會針對您宣告的廣告技術供應商進行同意聲明檢查。

● 即時出價 (RTB) 廣告素材檢查：如果您選擇採用即時出價廣告素材檢查功能，Google 
就能查看您在 Ad Manager 中的即時出價廣告素材，並在系統偵測到廠商像素不包含

正確使用者同意聲明的情形時，將這類廣告素材篩除。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AdMob AdSense
請注意，Google 工具不保證一定
能符合法規要求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直接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012903?hl=en&ref_topic=28145


管理法規和同意聲明目錄 支援發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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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未成年人
為了協助發布商遵守 COPPA、AADC、COADP 及其他保護未成年人的法規，Google 提供多種用來

停用廣告個人化功能及篩除廣告素材的解決方案。我們的解決方案包括兒童導向內容標記

 (       TFCD)、未滿法定同意年齡標記 (      TFUA) 和      廣告素材控制選項。

● TFCD：將廣告請求標示為兒童導向內容後，系統會停用廣告個人化功能並過濾廣告素材。這項

功能的立意是協助您遵守《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COPPA)。

● TFUA：使用 TFUA 標記，針對歐洲經濟區 (EEA)、英國和瑞士境內未滿法定同意年齡的使用者，

將廣告請求標為採用受限的資料處理模式。這項功能的立意是協助您遵守《一般資料保護規

則》(GDPR) 和相關兒童隱私權法規，例如《適齡線上服務設計規範》(AADC)。

● 廣告素材控制選項：您可以使用廣告素材規則，控制哪些類別的廣告客戶可在您的資源上放送

廣告。具體來說，您可以利用這類規則，決定要向未滿 18 歲的使用者顯示哪些內容，提供適當

的廣告體驗。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AdMob AdSense
請注意，Google 工具不保證一定
能符合法規要求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直接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3671211?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004919?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2913553?hl=en


總覽

目錄

注重隱私權的
解決方案

第 3 節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解決方案，讓您在尊重

使用者隱私偏好的前提下，輕鬆達成業務目標。以下是我們

建議發布商瞭解的部分方法：

18

01. Privacy Sandbox

03. 程式輔助直接交易

02. 利用內容比對找出目標對象

04. AdSense 搜尋廣告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Privacy Sandbox

瞭解 Privacy Sandbox
打造更注重隱私權的網際網路

Privacy Sandbox 計畫的用意是打造可保護使用者線上隱私的技術，同時為公司和開發人員提供有助數位業務成長茁壯的工具。

Privacy Sandbox 讓發布商不必跨網站和跨應用程式追蹤使用者，同時協助持續為所有使用者提供免付費的線上內容和服務。

19

研發能保護資訊隱私的新技術

使用者應該要能盡情瀏覽網路和使用應用程

式，而無需擔心誰會收集自己的哪些個人資

料。Privacy Sandbox 技術的目標是淘汰目前

的追蹤機制，並封鎖數位指紋採集等隱蔽的追

蹤技巧。

讓發布商和開發人員能持續提供免付費

的線上內容

與業界攜手共創全新的網際網路

隱私權標準

全球有數十億人需要存取網站和應用

程式上的資訊。為了在不仰賴干擾式追

蹤機制的前提下提供這些免付費的資

源，發布商和開發人員需要採用能保護

隱私權的替代方案來滿足關鍵業務需

求，包括提供相關的內容及放送切合需

求的廣告。

網際網路是資訊來源，也是全球經濟成長的驅

動力。Google 邀集發布商、開發人員、廣告客

戶等業界人士共同參與，開發更理想的網站和 
Android 隱私權標準。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Privacy Sandbox

網頁版 Privacy Sandbox
網站版 Privacy Sandbox 採用差異化隱私、k-anonymity 和裝置端處理等最新隱私權技巧，以提供原本仰賴第三方 Cookie 運作的功能。Privacy 
Sandbox 也會限縮網站能存取的資訊量，以限制數位指紋採集等其他追蹤形式，如此就能確保私人資訊安全無虞。

20

允許廣告客戶根據瀏覽器定義的主題，

向展現出特定興趣的使用者顯示切合需

求的廣告。

按照興趣
主題

進行裝置端競價以選出最切合需求的廣

告，包括按照使用者瀏覽記錄顯示再行

銷廣告。

再行銷
FLEDGE

支援從事件報表到匯總報表的關鍵廣告

客戶成效評估用途。

評估
歸因報表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Privacy Sandbox

Android 版 Privacy Sandbox

21

2022 年 2 月 16 日，Google 宣布將 Privacy Sandbox 計畫擴大到 Android。Android 
打算在持續支援關鍵廣告用途的前提下，大幅改進行動應用程式生態系統的隱私權做

法，方便使用者存取最喜愛的應用程式。

網頁和行動應用程式仰賴的技術差異很大，但廣告支撐這兩種生態系統的方式卻有類

似之處。

我們預期需要至少兩年的時間來開發、測試及採用這些技術，Android 將在適當時機分

享更多詳情。

Google Ads 團隊支持 Android 的願景，並將與 Android 和應用程式生態系統攜手合

作，推薦經得起時間考驗、能保護隱私權的解決方案，讓廣告繼續有效支援 Android 業
務運作並推動業務成長。

跳到「應用程式」一節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Privacy Sandbox

使用 Privacy Sandbox

22

在許多情況下，發布商不需要直接採用 Privacy Sandbox 中能保護隱私權的技術，因

為他們的廣告技術供應商可能已經代為導入相關解決方案。

掌握最新動態

請前往       Privacy Sandbox 網站，進一步瞭解目前的

      網頁版和        Android 版提案。

提供意見

歡迎直接向       Chrome 和       Android 團隊提供您的意見

回饋，協助打造各方提議開發的 API。

http://privacysandbox.com
https://privacysandbox.com/intl/en_us/open-web/#proposals-for-the-web
https://www.privacysandbox.com/intl/en_us/android/#proposals-for-android
https://developer.chrome.com/docs/privacy-sandbox/feedback/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design-for-safety/ads#proposed-solutions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利用內容比對找出目標對象

內容比對資料能協助廣告客戶觸及
感興趣的目標對象

23

內容比對資料是一種歷史悠久且廣泛應用的方法，可供發布商為廣告客戶建立注

重隱私權的實用目標對象名單。實務上非常簡單，例如您將文章或影片歸類為「個

人健身」相關內容時，可放心假設要觸及健身愛好者的廣告客戶有興趣在這類內容

中刊登廣告。

雖然這種方式看起來直截了當，但較細心的發布商會花許多時間更精細地調整比

對內容訊號，藉此提升自家廣告空間的價值，並創造更多商機。回到剛才的例子，

如果您為「個人健身」內容新增「瑜珈」、「自行車」或「跑步」等其他子類別，廣告客戶

就能建立更加個人化的訊息，在目標對象更精確的情況下，您也就能收取更高的千

次曝光出價。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利用內容比對找出目標對象

使用鍵/值來執行內容比對策略

鍵/值是額外的參數，您可以在廣告請求中加入這類參數，設定

更精準的指定條件。鍵/值可協助廣告客戶和買方觸及適合的目

標對象或客層，並在您針對廣告活動進行協議時，為產品或服

務創造更多的價值。

如要開始使用鍵/值，請您執行以下事項：

1 擬定最佳的鍵/值使用計畫

根據計畫，在聯播網中新增鍵/值

在將代碼加入網頁或應用程式時，將鍵/值一併納入 
Google 發布商廣告代碼 (GPT)

在委刊項、提案委刊項等項目中指定鍵/值

完整指南

2

3

4

24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直接
* 僅適用於程式輔助直接交易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emails/key_value_guide_v1.1.pdf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程式輔助直接交易

程式輔助直接交易

25

在以隱私權為重的環境中，程式輔助直接交易能協助發布商運用比對內

容訊號和第一方資料，提升廣告空間價值。

運用程式輔助直接交易，建立值得信賴的一對一關係

程式輔助直接交易會同時透過 Ad Manager 中的程式輔助保證和首選交

易廣告活動，自動為您處理直接銷售廣告空間的協議和銷售流程。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程式輔助保證：您和買方針對為買方預訂 (保證) 的廣告空間協商價格

和條款。只有該買方可用該價格取得廣告空間。

首選交易：您和買方針對買方可選擇是否購買的廣告空間協商價格和

條款。如果該廣告空間收到廣告請求，買方就有機會「優先」以協商的價

格出價。

程式輔助直接交易能擴大程式輔助廣告的應用範圍，讓廣告客戶和發布

商比以往更輕鬆地實施直接預訂型購買，為他們創造更多價值。



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目錄

3. 使用者瀏覽相關搜尋廣告和
搜尋結果。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Sense 搜尋廣告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搜尋廣告仍需使用  Cookie 並取得  
Cookie 同意聲明。
 

AdSense 搜尋廣告

AdSense 搜尋廣告

26

搜尋廣告即使未經過個人化處理，也能帶來良好的成效。AdSense 搜尋廣告 (AFS) 會指定關鍵字，而非指定使用者。

在內容網頁上使用相關搜尋，開闢更多元的廣告收益來源

相關搜尋能協助使用者探索您網站上的更多內容，讓您無需使用廣

告個人化功能，即可開闢更多元的廣告收益來源。

透過搜尋結果網頁營利，創造更高的收益

AdSense 搜尋廣告 (AFS) 會根據使用者的搜尋查詢，放送指定目標

明確、關聯性高的廣告。

高成效搜尋廣告

搜尋、購物及其他視覺廣告格式在搜尋網頁上的成效極佳。

AdSense 搜尋廣告 (AFS) 能讓您獲取廣告客戶的搜尋廣告預算。

2. 使用者點選「相關搜尋」廣告單元
中的搜尋字詞以瞭解詳情。

1. 使用者閱讀網站上的文章

1
2
3

搜尋廣告*

搜尋結果



總覽

目錄

建立第一方
目標對象

第 4 節 Google 投資開發多項解決方案，讓發布商能夠更輕鬆地

收集、評估及啟用第一方資料。只要深入瞭解第一方資料，

您就能為使用者和買方提供更高的價值。

27

01. 定義第一方資料

02. 吸引更多目標對象

03. 透過目標對象營利

04. 程式輔助 ID



建立第一方目標對象目錄 定義第一方資料

定義第一方資料

28

「第一方」是指雙方之間的一對一直接關係。第一方資料是您在使用

者造訪網站或應用程式並與之互動時，透過和他們之間的直接關係

所取得的資訊。

您可以從訪客身上瞭解到各種類型的資訊，例如使用者在訂閱電子

報時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或者單純掌握使用者在網站上造訪的網

頁。

即使在使用者期待和法規不斷演變的環境下，發布商仍需要瞭解目

標對象是誰、為使用者提供附加價值，並以創意獨具的有效方式包

裝廣告空間，呈現給廣告客戶。由於使用者持續透過不同方式與發

布商內容互動或付費瀏覽內容，因此建立有意義關係的機會也比以

前更多。

為使用者提供更多價值以建立第一方資料

目標對象授權您使用個人資料時，相對會期待獲得某種形式的回報。

若想與使用者建立並發展更深厚的關係，就必須提升使用者體驗，以

達成公平的價值交換。對使用者來說，大部分發布商提供的主要價值

是有趣、資訊豐富或實用的原創內容。發布商可透過許多方式讓使用

者與內容互動，並在過程中累積自己的第一方目標對象資料。



建立第一方目標對象目錄 定義第一方資料

定義第一方資料

29

第一方和第三方資料的差異

廣告業針對以隱私權為重的第一方資料投入越來越多資金，並逐漸捨棄第三方資料。

這兩種資料的主要差異如下：

資料收集者

第一方資料是由網站或應用程式擁有者收集和儲存，第三方資

料通常是由收集資料的商家從多個他人網站收集而來。

權限

就第一方資料而言，使用者是在與商家建立直接關係後才授權使用這些資

料，且商家必須為資料使用方式負責。相反地，當商家收集和使用第三方

資料時，使用者往往並不完全瞭解個人資料的用途。

第一方和第三方資料都適用相關的隱私權法規，因此您必須制定明確的隱私權政策，讓使用者充分瞭解自己分享了哪些資料，以及資料的預定用途。



建立第一方目標對象目錄 吸引更多目標對象

吸引更多目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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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發布商都能輕鬆導入累積第一方資料的策略，較小型的發布商也

不例外。許多發布商會鼓勵消費者登入，以取得更多內容或功能。

有些發布商甚至會建立或開拓全新的業務，例如會員方案、信用卡優惠或

網路商店，藉此彌補資料落差。

70% 的發布商認為如果能夠運用第一方

資料，就可在注重隱私權的生態系統獲得

巨大的優勢。

70%

瞭解《華爾街日報》如何運用第一方資料

達成理想中的成效目標。

個案研究

閱讀完整內容

查看研究資料

資料來源：Deloitte 研究《Future-proofing ad 
sales growth through first-party data》(運用第

一方資料確保未來的廣告銷售持續成長 )

https://admanager.google.com/home/resources/wsj-bg-first-party-data-performance/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blogs/future_proofing_ad_sales_growth_through_first_party_data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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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 Manager 360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直接

瞭解 Pandora 如何順利透

過第一方資料營利。

個案研究

透過目標對象營利
透過 PPID 運用自己的第一方 ID

如果 Google Ad Manager 發布商已有第一方資料集，可以使用      發布商提供的 
ID (PPID) 來建立加密 ID 和目標對象，以及向第一方目標對象區隔放送廣告。PPID 
是由您自己設定及控管，即使系統不再支援第三方 Cookie 等第三方 ID，PPID 也
會持續運作。

我們建議您在考慮開發 PPID 時採取下列步驟：

確認自己目前擁有哪些第一方資料。

● 如果發布商擁有使用者登入資料，或許可以根據這

些資料來開發 PPID。使用者登入資料包括使用者名

稱和使用者 ID 等。

● 如果發布商沒有使用者登入資料，也可以利用使用

者造訪網站後部署的發布商第一方 Cookie 來開發 
PPID。發布商可根據各種屬性來開發 PPID，例如造

訪頻率、瀏覽過的內容和購物車結帳活動。

系統會使用您現有的 GPT 廣告代碼、GMA SDK 或 IMA 
SDK，透過每則廣告請求將 PPID 傳遞給 Ad Manager。
請與您的 Google 客戶經理聯絡，瞭解啟用方式。

2

1

閱讀完整內容

發布商提供的 ID (PPID) 是以隱私權為重的解決方案

，因為這種 ID：

● 必須經過雜湊處理，而且 Google 無法存取背後的

資料。只有您知道 ID 的含意。

● 不得包含個人識別資訊 (PII)。
● 專屬於個別 Ad Manager 聯播網、不會與其他發

布商分享，而且不會與任何其他 ID 合併使用。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2880055?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2880055?hl=en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future-of-marketing/privacy-and-trust/pandora-consumer-privacy-data-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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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目標對象解決方案建立及管理第一方區隔

在 Ad Manager 360 目標對象解決方案中，PPID 可用來建立及管理第一方目標對

象區隔。

Ad Manager 360 目標對象解決方案中出現採用 PPID 的目標對象名單後，您就可

為預訂和程式輔助交易委刊項指定這些第一方目標對象，協助廣告客戶提升廣告

成效，並向使用者顯示更切合需求的廣告。接著，您可透過每則廣告請求將個別 
PPID 傳遞給 Ad Manager 360，以供 Ad Manager 360 與任何可用的第一方目標

對象名單比對。

換言之，PPID 扮演重要角色，讓您可以比對特定廣告請求與採用 PPID 的目標對

象名單。

 Ad Manager 360 也會將 PPID 用於由您控制的核心廣

告伺服器功能，包括：

● 預訂廣告展示頻率上限

● 預訂廣告依序輪播

● 預訂廣告素材輪播

透過目標對象營利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 Manager 360 直接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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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發布商提供的信號

使用由發布商提供的信號 (PPS) 來比對內容訊號及傳遞第一方的屬性。

由發布商提供的信號 (PPS) 是一項新功能 (目前為 Beta 版)，有助於提

高程式輔助的營利。PPS 可讓發布商使用標準化的分類方式，將第一方

目標對象的屬性和比對內容資料傳遞給程式輔助買方。

我們正與合作夥伴攜手，將業界標準納入由發布商提供的信號。第一步

就是整合 IAB Tech Lab 的賣方定義目標對象 (Seller Defined 
Audiences)。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如要開始使用由發布商提供的信號 (PPS)：

● 發布商或其 DMP (或資料供應商合作夥伴) 會將目標對象區隔為

多個同類群組，然後使用支援的標準化分類方式加以分類

● 發布商可將分類的類別 (像是客層資料、興趣或購買意願) 且/或
區隔 ID 包含於出價要求中

● 買方會先讀取類別/區隔 ID，然後再決定是否要出價。

程式輔助直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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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式輔助方式銷售廣告空間時，ID 也是一項要素。程式輔助出價工

具 (也就是 DSP) 會即時收到出價要求並評估廣告曝光，然後據此出

價。當第三方 Cookie 或 ID 遭到封鎖或受限，買方設定的展示頻率上

限功能會受到影響，並可能導致使用者重複看到相同的廣告。因此，在

沒有 ID 的情況下，部分廣告客戶可能乾脆決定完全排除某些媒體，導

致發布商的收益減少。

相反地，程式輔助出價要求中如果包含 ID，出價方或許就能根據一段

時間內重複出現的相同發布商 ID，來判斷使用者有哪些興趣，並利用

這項資訊向發布商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放送更貼近需求的個人化廣

告，以提升廣告成效及改善使用者體驗。

程式輔助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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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程式輔助的 PPID
您在 Ad Manager 360 UI 中啟用 PPID　後，即使沒有第三方 Cookie 或裝置 
ID，Google 程式輔助廣告需求仍可透過特定廣告請求中的 PPID，在程式輔助流量上

支援買方展示頻率上限，以及按照興趣顯示的個人化廣告。

請注意，與 Google 需求分享 PPID 之前，Ad Manager 會將 PPID 轉換為以每個發布

商為單位的分區 ID，因此無法在其他發布商的網站和應用程式中辨識不同區的使用

者。來自不同 Ad Manager 聯播網的 PPID 絕對不會重複，因此每個 ID 都只能用於所

屬的 Ad Manager 聯播網。

總而言之，您與 Google 程式輔助廣告需求分享自己的 PPID 時，買方展示頻率上限和

按照興趣顯示的個人化廣告只能做為您廣告空間的出價依據，這麼一來，您就有機會

提升程式輔助收益和廣告成效，以及改善使用者體驗。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 Manager 360 程式輔助
*僅限 DV360 及 Google Ads，請參閱 適用於 
Authorized Buyers 和公開出價解決方案的         
安全信號投影片

應用程式

網站



目錄 建立第一方目標對象 程式輔助 ID

36

AdSense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Ad Manager 網站 程式輔助*

發布商第一方 Cookie
透過發布商第一方 Cookie，讓各種規模的發布商都能使用第一方 ID

網站上沒有第三方 ID 時，發布商第一方 Cookie 可用於廣告放送功能，例如

在程式輔助流量上設定展示頻率上限和廣告個人化。

Google 會運用發布商第一方 Cookie，根據使用者在特定發布商網站上的廣

告互動資訊，提升該網站的廣告關聯性。

*僅限 DV360 及 Google Ads；如需適用於 
Authorized Buyers 和公開出價方的解決方
案，請參閱       安全信號投影片

發布商第一方 Cookie 是什麼？

● Google 代您設定的第一方 Cookie
● 以隱私權為優先、僅適用於您的網站、不會與其他發

布商分享，也不會與任何其他 ID 合併使用

● 提供發布商控制權, 決定是否停止用於程式輔助廣告

個人化的發布商第一方 Cookie

目錄 建立第一方目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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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ob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應用程式 程式輔助*

自動化的第一方 ID
使用相同應用程式金鑰，讓各種規模的發布商都能使用第一方 ID

如果遇到沒有行動廣告 ID 的情況，相同應用程式金鑰提供了一種確

保隱私的方式，讓您能順暢且有效地進行個人化廣告。

在不追蹤所有第三方應用程式使用者的情況下，相同應用程式金鑰

可協助發布商在 iOS 上放送相關的廣告，方法是使用從您應用程式

中蒐集到的資料 (例如使用者在您應用程式中所採取的廣告互動資

訊)，來改善廣告關聯性。

*僅限 DV360 及 Google Ads，請參閱適用於 
Authorized Buyers 和公開出價解決方案的         
安全信號投影片

什麼是「相同應用程式金鑰」？

● 由 Google 在您的應用程式中設定的第一方 ID。

● 以隱私權為優先、僅適用於您的應用程式、不會與其

他發布商分享，而且不會與任何其他 ID 合併使用。

● 提供發布商選用性的控制項，用來停用程式輔助廣

告個人化的相同應用程式金鑰

即將推出：

已經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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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適用於 Authorized Buyers 及公開出價工
具。不適用於 DV360 或 Google Ads。

運用安全信號，尊重與買方之間的直接關係

我們現正努力建構一項功能，可讓發布商安全地透過 Ad Manager 和 Authorized Buyers 與公開出價工具分享信號。Google 將無法讀取通過我們系統的信

號內容，可確實保障發布商與買方之間關係的機密性。

安全信號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應用程式

網站
程式輔助*

AdMob

1. 發布商導入 ID 供
應商解決方案，並

在自家網站上加入

相關程式碼

3. 使用者造訪發布商網站2. 在 Ad Manager 使
用者介面中，發布商

可讓所選合作夥伴

蒐集可傳遞至 Ad 
Manager 的信號

4. Ad Manager 透過出

價要求，將發布商的

安全信號轉送給發布

商合作出價方

6. Ad Manager 從候選

廣告中選出勝出的廣

告，並顯示廣告

5. 將安全信號列入考

量後，出價方可將

出價回應傳回至 
Ad Manage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NnH5VtL9UTLWixCVTGgIWpU4OXhopI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NnH5VtL9UTLWixCVTGgIWpU4OXhopI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NnH5VtL9UTLWixCVTGgIWpU4OXhop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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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的隱私權方法適用於所有平台和裝置。近幾年各

界相當關注網路隱私權的議題，因此發布商必須瞭解目前

的應用程式環境，並做好充足準備迎接未來。

01. 平台變動

02. iOS 解決方案

03. Android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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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變革徹底改變了數位廣告產業的基礎

隨著使用者期望升高，限制使用者 ID 應用範圍的新法規和技術變革也紛

紛出現：

● 全球各地針對商家收集和使用消費者資料的法規日趨嚴格。行動作

業系統開始限制第三方 Cookie 和行動廣告 ID，逐漸捨棄跨網站追

蹤使用者的機制。在這個持續變動的環境下，用於行銷和成效評估的

跨網站和應用程式 ID 逐漸遭到淘汰。

● 同時，行動作業系統等技術平台也發布或導入新政策，以改變收集、

分享及評估使用者資料的方式。

廣告識別碼 (iOS) 和廣告 ID (Android) 
問世

2012-2013

Apple 發布廣告識別碼相關限制 2020

Apple 施行多項新限制 2021

Android 宣布將 Privacy Sandbox 
計畫擴大到應用程式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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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在 2020 年 6 月宣布，自 iOS 14 版本起，應用程式必須透過「應用

程式追蹤透明度 (ATT)」架構的快訊提示，向使用者取得 Apple 廣告識別

碼 (IDFA) 的使用許可。

● 這些變更實施後，主要指標的資訊能見度會變得較低，使得用戶難以

利用這些指標評估廣告促成轉換的效果，而且會影響廣告客戶評估

廣告曝光價值和出價的方式。

● 因此，應用程式發布商在 iOS 上的 Google 廣告收益受到了嚴重的

影響。

● 如要瞭解該怎麼更新應用程式來因應 iOS 14 以上版本，保障自己的

廣告收益，請詳讀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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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採用最新版  SDK
隨時更新 GMA SDK，以善用 SDK 執行個體 ID 和相同應用程式金鑰等

最新功能。(      AdMob、      Ad Manager)

iOS 解決方案

iOS 解決方案

42

AdSense
Google 產品 平台 需求類型

Ad Manager Ad Manager 360
應用程式

程式輔助

AdMob 直接

ATT 訊息

判斷您的應用程式是否適合使用 ATT。Google 的「      隱私權與訊息」分

頁提供建立及管理 ATT 提示和選用說明訊息的選項

Apple 的 SKAdNetwork
為了讓廣告客戶將您的應用程式視為有價值的廣告流量來源，您需要使

用 Google 的聯播網鍵來設定 SKAdNetwork。(      AdMob、      Ad 
Manager)

中介服務群組

iOS 應用程式現在可以針對包含及不含廣告識別碼的廣告請求，分別建

立不同的中介服務群組。(      AdMob、      Ad Manager)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ob/answer/9997589?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997589?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10075997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10075997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ob/answer/9997589?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997589?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997589?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ob/answer/9997589?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9997589?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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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ds 將按照業界正常程序花時間評估提案，並測試如何在自

家產品中納入這些解決方案。雖然您現在不必採取任何行動，但我們

鼓勵您深入瞭解 Android 目前的大方向，如有興趣，也歡迎在

      developer.android.com 上訂閱最新資訊。

Android 解決方案

Android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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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Google Play 和 Android 發布了政策更新，以進一步保護

隱私權並提升安全性，為開發人員和消費者打造更安全、更值得信賴的 
Google Play 體驗。

2022 年 2 月，Android 宣布要推出       Android 版 Privacy Sandbox；這是

一項為期數年的產業協同合作計畫，目的是在不犧牲關鍵廣告功能和危及廣

告贊助應用程式運作的前提下，革新整個生態系統的隱私權做法。

本節的主旨是協助您瞭解 Android 上的短期和長期隱私權保護工作。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design-for-safety/ads
https://android-developers.googleblog.com/2021/07/announcing-policy-updates-to-bolster.html
https://privacysandbox.com/android/#how-works-on-apps-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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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Google Play 和 Android 發布幾項政策更新和技術變更，以加強保護隱私權並提升安全性。

Android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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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更新 應變措施建議

在 2022 年第 2 季之前，      於 Google Play 管理中心新增「資料安全
性」專區，並規定使用者在提交新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更新時，一律必

須附上資料揭露聲明。

參閱 GMA SDK (        AdMob、      Ad Manager) 和       IMA SDK 的相關指引來更新 Play 管
理中心資訊。

      Google Play《家庭政策》規定的更新內容。只要應用程式的目標

對象包含兒童，即不得傳送兒童或未知年齡使用者的特定 ID (包含廣
告 ID)。

如果應用程式的目標對象包含兒童，開發人員應更新 SDK，以支援新版 TFCD 和 TFUA 行
為。

在       2021 年下半年的 Google Play 服務異動生效後，如果使用者在 
Android 裝置的設定中，將利用廣告 ID 顯示個人化廣告的設定停用，

系統就會移除廣告 ID。

如果開發人員目前將廣告 ID 直接用於與廣告無關的基本用途，建議採用應用程式組 ID 
(以下詳細說明)。

指定 Android 13 的應用程式將需要在 AndroidManifest.xlm 檔案中宣告       Google Play 
服務權限，才能使用廣告 ID。

指定 Android 13 的開發人員應更新自己的 SDK 或手動更新資訊清單。

開發人員預覽版      應用程式組 ID 適用於基本用途，例如數據分析或
防範詐騙。

為了替選擇不採用廣告 ID 的使用者保留防範詐騙或數據分析等用途，開發人員應更新 
SDK 以支援應用程式組 ID。

https://android-developers.googleblog.com/2021/07/announcing-policy-updates-to-bolster.html
https://android-developers.googleblog.com/2021/10/launching-data-safety-in-play-console.html
https://android-developers.googleblog.com/2021/10/launching-data-safety-in-play-console.html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dmob/android/play-data-disclosur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d-manager/mobile-ads-sdk/android/migration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interactive-media-ads/docs/sdks/android/client-side/play-data-disclosure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android-developer/answer/9893335?hl=en&ref_topic=9877766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android-developer/answer/6048248?hl=en&ref_topic=2364761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droid/reference/com/google/android/gms/ads/identifier/AdvertisingIdClient.Info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droid/reference/com/google/android/gms/ads/identifier/AdvertisingIdClient.Info
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raining/articles/app-s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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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6 日，      Google 宣布將 Privacy Sandbox 計畫擴大到 Android。

Android 打算在持續支援關鍵廣告用途的前提下，大幅改進行動應用程式生態系統的隱私權做法，同時提供使用者最喜愛的應用程式。

能保護隱私權的 API 無需仰賴多方 ID，

並且會限制對使用者資料的分享。

適用於廣告用途的新解決方案

能避免以未公開方式收集資料的

技術。

避免採用隱蔽的追蹤技巧

透過交流互動與意見回饋，打造出優質

設計，藉此加強保護使用者隱私，同時

支援網路生態系統。

與業界密切合作

這將是為期多年的協同合作計畫

Android 的方法

如要進一步瞭解 Privacy 
Sandbox 計畫，請前往「注重隱私

權的解決方案」一節

https://www.blog.google/products/android/introducing-privacy-sandbox-android/


重點複習

廣告環境將持續演變，請做好迎接變動的心理準

備

立即開始替未來預做準備

制定全方位的計畫和隱私權策略

與法務團隊及合作夥伴攜手，遵守全球各地的相

關法規

01.

02.

03.

04.

投資及探索多項注重隱私權的解決方案

累積及運用您的第一方資料

利用 Google 資源進行訓練，並取得其他相關指引

05.

06.

07.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