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不斷變化的隱私環境中促
進增長

提高隱私和成效的數位行銷行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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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措施為隱私權做足準備似乎是一項難題，但 Google 的以下解決方案可以協助您入門：

深入分析 企業因應方式 網路解決方案 應用程式解決方案

打造

民眾都會希望與自己在意的品牌
建立透明、有意義的關係

建立您網站上的第一方資料 全域網站代碼和 Google 代碼管
理工具

進階：伺服器端代碼

建立您應用程式上的第一方
資料

Google Analytics for 
Firebase

建立離線接觸點的第一方資料 Google Ads 中的離線轉換資料匯入、
Search Ads 360 中的 
上傳離線轉換資料、 
Analytics 中的
資料匯入

評估

民眾不想在網路上被追蹤 啟用第一方資料，以便更準確地
瞭解使用者轉換情況

強化網站轉換率

填補評估差距 轉換模擬方法 轉換模擬方法

大家都希望進一步控制自身資料
被運用的方式

找到尊重使用者同意選擇的
方法

同意聲明模式*

使用者透過多個接觸點和管道與
您的產品或服務互動

從第一方資料中獲取更多洞察 Google Analytics 4 和數據驅動
歸因功能

Google Analytics 4

啟動

使用者期望獲得尊重其隱私的實
用、相關體驗

使用第一方資料，以更有意義的
方式接觸目標對象

目標客戶比對

依靠自動化來考慮各種信號以
觸及您的目標對象

Google Ads 和 Search Ads 360 
中的智慧出價
Google 目標對象、Google Ads 
中的最佳化指定目標、Display & 
Video 360 中的擴展指定目標,

Display & Video 360 中的自動
出價
進階：Google 雲端行銷分析

應用程式廣告活動

執行摘要

*視各地區適用情況而定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7548399
https://support.google.com/tagmanager/answer/6102821
https://support.google.com/tagmanager/answer/6102821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tag-platform/tag-manager/server-side#create_a_new_tag_manager_server-side_container
https://support.google.com/firebase/answer/6317479#zippy=%2Cin-this-article
https://support.google.com/firebase/answer/6317479#zippy=%2Cin-this-article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2998031
https://support.google.com/searchads/answer/3465926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3191589#zippy=%2Cin-this-article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9888656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081327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081327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000067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10089681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394265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394265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10089681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37933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706588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2497941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537509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537509
https://support.google.com/displayvideo/answer/10191558
https://support.google.com/displayvideo/answer/2997422
https://support.google.com/displayvideo/answer/2997422
https://cloud.google.com/solutions/marketing-analytics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247380?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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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COVID-19 大流行開始以來，我們看到民眾使用數位科技從事工作、娛樂、學習和互動的方式大幅加速。品牌須從根
本上改變他們的數位策略，或者加速已經在進行的轉型，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但是，滿足眾人的需求不僅僅是提供適當的數位體驗，同時還需要滿足消費者對於隱私的期望，並證明品牌尊重他們
的個人資訊。

介紹

隱私安全 
增長的時代

全球有 48% 的使用者出於對隱私的擔憂而停止購
買或使用某間公司的服務。¹ 48%

各國政府通過了新的隱私法規並擴大現有法規來加強隱私保護，以因應消費者的擔憂。瀏覽器和行動裝置作業系統等
科技平台已經宣佈或實施了新的政策，以改變建立、共用和評估使用者資料的方式。例如在 2020 年，Google Chrome 
宣佈將逐步淘汰第三方 Cookie，該技術允許廣告客戶觸及使用者並評估各網站的影響。Android 已宣佈努力提升生態
系統的隱私，同時支援關鍵廣告功能，以限制跨應用程式追蹤個人的方式，並且不依賴於裝置層級的標識符。

1 如何將隱私放在首位並加速企業的經濟復甦。Think with Google. 2020 年

https://www.womblebonddickinson.com/sites/default/files/2019-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154/future-of-marketing/digital-transformation/prioritise-user-privacy-economic-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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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0

2019 2020 Ongoing

3P

WEB

APP

2022

Chrome announces the 
Privacy Sandbox

Apple announces 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

Apple enforces 
new restrictions

Android announces that it 
will join the Privacy Sandbox

Ecosystem is collaborating 
on alternatives 

Chrome announces plans 
to phase out 3P cookies

介紹

對數位行銷的影響

因此，隨著數位廣告行業朝著為使用者提供對其資料更多控制的方向發展，您用來觸及目標對象和瞭解這些互動價值
的方法已受到影響，並將持續受到影響。

您有機會透過投資持久的隱私安全解決方案 (例如同意第一方資料和自動化) 來使您的行銷策略適應未來；這些解決
方案可縮小可觀察資料中不可避免的差距，並協助您評估及最佳化廣告活動的成效。

然而，有些平台導致行銷人員採用不具永續性的方法，例如透過指紋識別，收集有關裝置的資料來識別裝置的擁有者。
但這樣的解決方案無法滿足使用者對隱私日益增長的期望，也無法承受快速發展的監管限制。 

為了滿足並超越消費者不斷增長的期望，Google 努力以長期的隱私安全視角來看待我們的產品、計畫和合作夥伴關
係，並專注於適應瞬息萬變的複雜環境。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提供行銷人員對數位廣告所期望的成效，同時妥善保
護使用者隱私。對此，我們稱之為隱私安全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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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人員的角色

作為行銷人員，您處於一個獨特的的位置，可以協助貴公司為行銷廣告的未來做好準備，並充分利用您的行銷資金。具
備前瞻性的行銷人員已將隱私視為加速增長的機會：

一家零售商獲得了 一款金融應用程式能夠

方法是使用第一方資料來提高其
廣告活動評估的準確性。

方法是為他們的目標消費者打
造精心策劃的使用者體驗。

一家食品飲料公司獲得了

方法是與消費者直接建立關係。

3X
倍投資報酬率

轉換增加

31%
將其使用者客群翻倍， 

轉換率提高

300%

我們體認到，整個產業需要時間才能轉向新的隱私保護科技。但是，我們致力於與您和貴產業密切合作，為隱私安全增
長奠定基礎。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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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Cisco 的一項研究，在因應這些不斷變化期望的同時，
成功建立並維持客戶信任的企業已經獲得了 270% 的回報，
亦即他們在隱私上花費的每一美元可獲得 2.70 美元。²

2 數位臨界點。Womble Bond Dickinson. 2019 年

我們設計了行動手冊，總結並簡化消費者隱私所發生的變化，以及您現在可以採取的措施來實現客戶的期望和行銷目標。
請注意，本行動手冊概述了全球適用的隱私變更和廣告解決方案，每個國家/地區的隱私法律和法規可能有所不同。

代理商的角色

雖然本行動手冊是以行銷人員的視角來闡述，但這些建議也適用於代理商；無論您是與客戶一起制定策略的代理商領
導者，或是協助他們採用隱私安全增長的解決方案，您的角色都至關重要。建議您參考此行動手冊來提供協助，並確保
您的客戶適應瞬息萬變的數位廣告環境。

270%

介紹

https://www.womblebonddickinson.com/sites/default/files/2019-07/WBD_Report_Retail_2019.pdf
https://www.womblebonddickinson.com/sites/default/files/2019-07/WBD_Report_Retail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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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與您的客戶 
發展直接的關係

步驟 1：

隨著第三方 Cookie 的逐步淘汰和其他平台限制的生效，投資第一方資料會是準
確且符合隱私安全的方式實現您於行銷投資的全部價值。 

在本章中，您會學習如何：

透過適當的價值交換加強客戶關係

從客戶關係中產生第一方資料

1

2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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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適當的價值交換加強您的客戶關係

當使用者造訪您的網站、使用您的應用程式、致電給您或從您的某個商店購物來直接與您的業務互動時，當下您會有
一個機會，以在讓使用者知情和同意的方式詳細瞭解他們是誰、他們關心什麼以及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 

在這些直接互動中從客戶身上建立的資訊稱為第一方資料。由於第一方資料對於您的業務以及您與客戶之間的關係
是唯一的 (為您提供競爭優勢)，因此這個方式可以更妥善地瞭解並服務客戶。此外，第一方資料是在不斷變化的隱私環
境中使用的最持久的資料類型。

當消費者看到自己與品牌關係之中的價值時，他們更有可能參與並分享品牌所需的資料，以使未來的交流更有價值。

根據使用者瀏覽您的網站和應用程式或與您的網站和應用程式互動的方式來策劃內容或產品推薦。

提供便利性來換取消費者的聯絡資訊，例如在最喜愛的物品重新上架時通知他們。

當消費者同意提供自己的電子郵件地址或電話號碼並接收您的行銷資訊時，可提供優惠或折價券。

邀請消費者註冊您的忠誠度計畫，他們可從其中獲得獎勵或專屬福利和內容。

瞭解如何使客戶互動更有意義

因此，不妨以不同的方式為使用者提供價值，以換取使用其資訊的許可：

有效使用其第一方資料的行銷人員可以從單一廣告刊登
位置、通訊或推廣中獲得雙倍的增量收入。³2倍

3 使用第一方資料進行負責任的行銷。 BCG. 2020 年

步驟 1：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gb/future-of-marketing/privacy-and-trust/research-customer-expectations-ads-privacy/
https://www.womblebonddickinson.com/sites/default/files/2019-
https://www.bcg.com/en-us/publications/2020/responsible-marketing-with-first-party-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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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沃爾瑪透過將消費者變成超級粉絲， 
線上銷售額增長了 37%

方法： 
沃爾瑪推出了 Walmart+，這是一種新型會員制度，為忠實的購物者提供福利，包括在零售商店中提供掃描購的
行動結帳體驗，以及為線上購物提供快速、免費的送貨服務。此外，沃爾瑪開始提供更大規模的「品牌福利」，例如
在商店停車場舉辦免下車電影，以促進消費者關係。

結果：
沃爾瑪的努力使 2021 年第一季度美國的線上銷售額增長了 37%，總銷售額增長了 6%。

瞭解更多

百事公司透過與消費者直接建立關係， 
將投資報酬率提高 3 倍

方法： 
百事公司邀請消費者加入其忠誠度計畫，以更妥善地瞭解他們並根據其偏好將優惠最佳化。這使得百事公司能夠
為其每個忠誠會員提供合適的價值交換，從而推動客戶存留率。這種作法還有助於確保消費者在自己最常光顧的
管道上看到他們最喜歡的產品。

結果：
百事公司以客戶為中心、以資料為導向的方法提高了媒體效率，對於某些行銷活動，投資報酬率提高了 3 倍。

CASE STUDY

瞭解更多

步驟 1：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https://www.walmart.com/plus
http://walmart.com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future-of-marketing/digital-transformation/marketing-in-a-pandemic/
https://www.pepsico.com/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future-of-marketing/privacy-and-trust/pepsi-consumers-and-data/?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d-content-alert&utm_team=twg-us&utm_campaign=TwG-US-NL-2021-09-28-Content-Newsletter-Tuesday-Roundup-Knak-Test-Group-01&utm_content=article-1-cta&mkt_tok=MTcyLUdPUC04MTEAAAF_y-zN5bENn1l1CYOH89LQB3onRrnPgqoYYaS9sMj1T9u5vLSqa8r-No0e4JYPMailQ7VmI1u-pQuCq0Qms1IUSjhEQYQI6j-5BFIblfkjm0D4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marketing-strategies/data-and-measurement/pepsi-consumers-and-data/?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d-content-alert&utm_team=twg-us&utm_campaign=TwG-US-NL-2021-09-28-Content-Newsletter-Tuesday-Roundup-Knak-Test-Group-01&utm_content=article-1-cta&mkt_tok=MTcyLUdPUC04MTEAAAF_y-zN5bENn1l1CYOH89LQB3onRrnPgqoYYaS9sMj1T9u5vLSqa8r-No0e4JYPMailQ7VmI1u-pQuCq0Qms1IUSjhEQYQI6j-5BFIblfkjm0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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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確定如何使用客戶資訊來提供更好的體驗後，請務必向使用者說明正在使用哪些資料，透過授予資許可權將獲得哪些
價值，以及他們控制的方式。

您可以採取以下措施來確保您的行銷活動既能保護客戶隱私又能發揮成效：

使其令人難忘。建立明確的隱私政策，並找到協助使用者輕鬆理解並記住目前狀況
的方法。

原因：有意識地同意分享其資料的使用者對呈現給他們的廣告更為積極，也會發現
廣告更相關。⁴

根據 Apple 的「App 追蹤透明度」(ATT) 政策要求，即使 iOS 開發者已事先取得使用者同意，但在基於廣告目的而
要使用來自其他公司的應用程式和網站之部分資訊時，仍必須獲得使用者的允許。請嘗試運用不同的「App 追蹤透
明度」提示通知，找出最合適的說明訊息，讓使用者進一步掌握資訊的使用方式。

使其有意義。當消費者看到交換的價值時，他們更有可能參與並分享品牌所需的
資料，以使未來的交易更有價值。

原因：在全球範圍內，有九成的成年人表示，他們較會去購買提供給自己相關優惠
和推薦產品的品牌。5

4, 6  資料倫理研究：資料道德與有效性，第 1 部分 — 道德。英國、德國、法國、荷蘭 Ipsos。 2021 年
5 2020 年全球趨勢。全球 Ipsos。2020 年

瞭解如何使您的行銷隱私安全有效

應用程式摘要：

使其易於管理。應讓使用者完全控制設定和功能，讓他們可以決定如何使用其資
訊以及何時刪除資訊。一旦使用者做出了選擇，請務必尊重他們的選擇。

原因：當消費者覺得他們能夠控制自己的資料時，他們對廣告做出積極反應的可能
性要高出三倍。6

步驟 1：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gb/future-of-marketing/privacy-and-trust/research-customer-expectations-ads-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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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針對 Google Ads、Display & Video 360、Search Ads 360、Campaign Manager 360 和 
Google Analytics 的全域網站代碼

適用於所有 Google 和非 Google 代碼的 Google 代碼管理工具

從客戶關係中打造出富有深入分析的第一方資料

重要的是，您必須擁有適當的工具，並在需要時獲得許可，以便在可能發生這些直接互動時生成富有深入分析且可操
作的第一方資料。

透過網站造訪者建立第一方資料：投資強大的代碼基礎架構或網站範圍的代碼，這是建構隱私安全評估策略的關鍵一
步。所有未來的 Google Ads 成效評估解決方案都需要它，並且透過設定第一方 Cookie 來評估轉換次數，您可以充分
利用客戶與您分享的資料。

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條件設定網站範圍的代碼：

進階 可透過 Google 代碼管理工具和 Tag Manager 360 提供伺服器端代碼，以便您將第三方代
碼存放於雲端伺服器之中。

步驟 1：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7548399
https://support.google.com/tagmanager/answer/6102821
https://marketingplatform.google.com/about/tag-manager-360/
https://blog.google/products/marketingplatform/360/improve-performance-and-security-server-side-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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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離線接觸點建立第一方資料：投資客戶關係管理 (CRM) 工具，可協助您收集並組織使用者在離線互動 (如會議或
電話) 期間分享的資訊。然後，匯入您的離線轉換資料，以使用 Google 的廣告和評估工具 (包括 Google Ads、Google 
Analytics、Campaign Manager 360 和 Search Ads 360) 來評估廣告活動的成效。

透過應用程式使用者建立第一方資料：將軟體開發工具包 (SDK) 新增至您的行動應用程式，該工具包旨在幫助您從使
用者下載並使用您的行動應用程式時所採取的操作中收集資訊。您可以使用 Google Analytics for Firebase SDK 來
執行此操作，該工具包可用於您的 Android 和 iOS 應用程式。

在一項內部測試中，改用 Google Analytics for 
Firebase 轉換進行出價的媒體廣告活動的安裝量
增加了 +13%，應用程式內事件增加了 +20%，而單
次轉換成本沒有顯著變化。7
* 根據內部測試，成效的中位數有所提升。個別結果可能因廣告活動詳情而異。 

20%

7 Google 內部資料。 2021 年

步驟 1：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2998031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3191589#zippy=%2Cin-this-article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3191589#zippy=%2Cin-this-article
https://support.google.com/searchads/answer/7384231
https://support.google.com/searchads/answer/3465926
https://support.google.com/firebase/answer/6317479#zippy=%2Cin-this-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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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LähiTapiola 透過以隱私為中心的評估方法提高轉換率

方法： 
芬蘭的主要保險提供者 LähiTapiola 當初努力尋求能夠在保持效率的同時擴大其數位收購的策略。LähiTapiola 與 Google 
及其代理團隊 OIKIO 合作，透過在 LähiTapiola 的整個網站上實施全域網站代碼來改善其現有的網站代碼設定。這使得該公
司能夠在其廣告活動中使用準確且使用者同意的第一方資料。

結果：
藉助改善的評估和更準確的決策資料，LähiTapiola 的轉換次數增加了 37%，單次轉換成本降低了 7%。

CASE STUDY

金融科技應用程式 DINN 透過 Firebase 加速增長

方法： 
墨西哥的一家投資銀行 Grupo Financiero Actinver 原本都是依靠個人關係來增加客戶群。2018 年，這間銀行開始探索吸引年
輕專業人士的新方法。這間銀行開發了一款應用程式來吸引數位原生代的目標對象，然後求助於 Google，希望讓該款應用程式
學習如何與首次投資者互動並擴大其消費者群。

重點是應用程式廣告活動，使用機器學習來最佳化，讓使用者更有可能成為消費者。採用了 Google Analytics for Firebase 之
後，DINN 能夠瞭解其新消費者並監控成效。這些深入分析協助應用程式瞭解使用者旅程、更新其策略，以減少客戶流失並改進
應用程式中的功能。

結果：
使用應用程式廣告活動，DINN 能夠將其使用者客群逐月增加一倍以上，轉換率提高了 300%。Google Analytics for Firebase 
為 DINN 提供了有關消費者流失原因的深入分析，使團隊能夠開發有針對性的訊息，以將消費者帶回應用程式。

步驟 1：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https://www.lahitapiola.fi/henkilo
https://www.lahitapiola.fi/henkilo
https://www.lahitapiola.fi/henkilo
https://dinn.com.mx/web/dinn
https://dinn.com.mx/web/d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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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與消費者直接建立關係可能具有挑戰性，特別是如果您的業務歷來依賴大規模分銷或廣泛的溝通管道來接
觸目標對象。

如果直接面向消費者不可行，不妨與可協助您接觸消費者並建構第一方資料的合作夥伴合作。

品牌有幾種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

一家美國食品公司透過與家庭餐包製造商合作，使用其食品品牌開發食譜，直接面向消費者。

一家跨國釀酒公司為零售商和消費者推出了一款行動應用程式，用於下訂單，其中的購買資料 
(無論是來自消費者還是轉銷商) 會流回至一個統一資料庫。

另一家飲料公司透過收購家用蘇打水製造商品牌直接面向消費者，以便直接接觸飲料公司的
蘇打水品牌。

步驟 1： [打造] 與您的客戶發展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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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 
保持準確且可操作

使用第一方資料更準確地評估轉換次數

依靠機器學習來填補客戶旅程中的差距並發揮洞察的價值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

強大的成效評估基礎有助於確保您能夠準確瞭解各管道的成效，從而生成深入分析
並適時地調整行銷策略。 

在本章中，您將學習如何：

1

2

步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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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一方資料更準確地評估轉換次數

透過網站範圍代碼等實踐建立第一方資料基礎後，它可以使您的評估解決方案協同工作，為您提供全面的報告。

例如，藉助網路強化轉換，網站代碼可使用使用者同意提供的資料來填補成效評估的差距，並讓您更準確地瞭解使用者在
廣告互動後的轉換情況。

透過將使用者提供的已雜湊資料從您的網站發送至 Google，然後將其與登入的 Google 帳戶進行比對，就能夠以隱
私安全的方式將 Search 和 YouTube 上的轉換歸因於廣告。

反之，這又提供了更多可觀察的資料來強化轉換模擬方法，為您提供評估轉換提升所需的全面資料，並協助您透過 
智慧出價最佳化廣告活動。

採用網路強化轉換率的公司，其 YouTube for Action 
的轉換率平均提高了 17%。817%

8 Google 內部資料。 2021 年

以下是其工作原理：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9888656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9004451
https://blog.google/products/marketingplatform/360/conversion-modeling-through-consent-mode-google-ads/
https://blog.google/products/ads-commerce/attribution-lift-measurement/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706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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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增強的網路轉換率有助於 Tennis Express 
實現隱私安全增長
方法： 
總部位於美國的運動服裝零售商 Tennis Express 希望擴大其第一方資料，從建立可靠的代碼策略開始。它首先找出未具備代
碼的網站網址，並將整個網站的代碼採用率提高至有超過 98% 的網頁使用 Google 代碼管理工具。然後，該公司啟動了網路強
化轉換，以提高轉換追蹤的準確性，並提升搜尋廣告活動的成效。

結果：
來自第一方 (而非第三方 Cookie) 的轉換百分比增加到 89%。這種強大的代碼基礎和對網路強化轉換的啟動也使搜尋廣告活
動的轉換量去年同期相較增長了 114%。

MandM Direct 將第一方資料與機器學習相結合， 
將轉換次數增加多達 20%

方法： 
線上服裝零售商 MandM Direct 希望探索隱私安全技術，以保護廣告活動的評估。該零售商首先在其 100% 網站上實施全站範
圍的代碼，並採用 Google 的新分析平台 Google Analytics 4。接下來，該零售商透過採用網路強化轉換和使用同意聲明模式
來增強這些工具的準確性和全面性，以便在使用者不同意 Cookie 時，其網站代碼可依賴轉換模擬方法。

結果：
為網路實施強化轉換率協助 MandM 在 Search 和 YouTube 上分別增加了 3% 和 20% 的轉換次數，此外，使用同意聲明模式還
增加了 15%。

CASE STUDY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https://www.tennisexpress.com/?gclid=CjwKCAiAvaGRBhBlEiwAiY-yMFULdRHve9rCPaNkpdvdoXcN1p0rQJLNMCAzVAbE_2YDnojh0Tad8BoCeVYQAvD_BwE
https://www.tennisexpress.com/?gclid=CjwKCAiAvaGRBhBlEiwAiY-yMFULdRHve9rCPaNkpdvdoXcN1p0rQJLNMCAzVAbE_2YDnojh0Tad8BoCeVYQAvD_BwE
https://www.mandmdirect.com/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10089681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9888656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000067
https://www.mandmdir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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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意聲明模式還可以提高轉換評估量的準確性，因為同意聲明模式可以根據使用者的意向選擇自定義代碼的行
為方式。

*同意聲明模式適用於在歐洲經濟區和英國營運的廣告客戶。

在使用同意橫幅的網站上，使用者可以選擇拒絕同意使用 Cookie，這可能會影響您 Google Ads 帳戶中可用的可評估
資料。同意聲明模式解決了這一難題，同時尊重使用者的選擇，方法是向 Google Ads 傳達使用者的同意狀態，並透過
報告和模擬方法提高資料的準確性。

例如，當使用者不同意 Cookie 時，而轉換無法關聯至廣告互動時，同意聲明模式將使用轉換模擬方法來填補無法將轉換
連結至廣告互動的差距。

平均而言，轉換模擬方法可收回超過 70% 的廣告點
擊轉換旅程，因此您能夠以隱私安全的方式評估媒體
的整體成效。

70%

9 Google 內部資料。 2021 年

以下是其工作原理：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000067
https://blog.google/products/marketingplatform/360/conversion-modeling-through-consent-mode-googl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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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Nemlig 透過伺服器端代碼和同意聲明模式評估
的轉換化次數增加了 40%

方法： 
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轉向線上購物和到府送貨購買必需品，電子商務公司 Nemlig 發現其網站的造訪者大幅增加，
但卻導致頁面載入的時間延長。該公司也在歐洲經濟區營運，網站代碼必須根據使用者的 Cookie 同意選擇進行調整。

該團隊與其 Google Marketing Platform 合作夥伴 IH Nordic 合作，決定轉向伺服器端代碼，以準確報告其網站上的消
費者深入分析並保持快速的購物體驗。由於伺服器端代碼本身支援同意聲明模式，這意味著 Nemlig 伺服器容器中的 

Google 代碼會自動更新，以尊重使用者的同意選擇。

結果：
Nemlig 的網站速度提高了 7%，新消費者的 90 天轉換次數比以前增加了 40%。Nemlig 的分析現在更加值得信賴，線
上報告的訂單更準確地反映了 Nemlig 後端系統上的註冊訂單。

瞭解更多

依靠機器學習來推動更準確的結果並發揮深入分析的價值

即使您已經建立了強大的第一方資料基礎，客戶旅程中仍可能出現差距。例如，當使用者轉換裝置、使用具有不同限制的
不同瀏覽器或從線上到離線接觸點時，不同的同意選擇就會發揮作用。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https://www.nemlig.com/
https://iihnordic.com/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tag-platform/tag-manager/server-side/intro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000067
https://www.nemlig.com/
https://marketingplatform.google.com/about/resources/nemlig-gathers-new-insights-and-grows-conversions/
https://iihnord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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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將廣告互動分為兩組：一組可以觀察廣告互動與轉換之間的連結，另一組則無法觀察到連結。

然後，我們將觀察到的小組劃分為具有非敏感特徵的子組，例如：裝置類型、瀏覽器、國家/地區，
轉換類型等。

1

2

3

Ad Interactions

Conversions

UnobservedObserved Ad Interactions

Conversions

UnobservedObserved

在每個子組中，我們都會計算轉換率。

Subgroup 1 Subgroup 2 Subgroup 3

這就是機器學習可以填補評估差距並改善行銷的地方。以轉換模擬方法為例，它已經成為 Google 評估解決方案中的一
個關鍵功能並將繼續發展。模擬方法使用可觀察的信號，以隱私安全的方式更全面地描述您的成效。而且，由於每個廣
告客戶的客戶群都會表現得截然不同，因此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我們會盡可能將轉換模擬方法直接整合
至 Google Ads 產品中，方便您在轉換報告列中找到這些模擬方法資料，包括您的安裝、應用程式內操作和轉換價值。
這樣一來，您便可以深入瞭解您原本不會記錄的轉換，例如由於平台限制使用第三方 Cookie 或其他標識符。

以下是其工作原理：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08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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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dUnobserved

使用來自觀察到的人口和機器學習的已知轉換率，我們可以對哪些未連結的廣告互動屬於哪些未連結的轉換進
行模擬。

注意：我們的資料科學家不斷改善演算法的準確性和規模。此外，我們使用保留驗證等技術主動測試並驗證模
型。這使我們能夠定期評估偏差和不準確之處，以調整我們的模型。

5

4 接下來，我們獲取缺少連結的廣告互動和轉換，並根據共用特徵將其分配給現有子組之一。 

例如：子組 1 可能都在法國，使用 Chrome 作為瀏覽器，而且使用的是 iPhone。我們在「未觀察」小組中看到廣告
互動和轉換資料中的相似特徵，除了其中一個維度是我們嘗試預測的維度 (例如，瀏覽器類型)。因此，我們根據
它們的相似性適當地調整這些小組。

UnobservedObserved

Subgroup 1

Subgroup 2

Subgroup 3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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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隱私安全的評估解決方案，例如網路強化轉換和同意聲明模式，與模擬方法相結合，不僅可以透過捕獲更多轉換
資料來改善您的數位基礎，還可以強化我們的模擬方法能力。更聰明的模型可讓 Google Ads 中的智慧出價等產品存
取更完整的資訊，從而妥善提高廣告成效，而這一切都是將使用者隱私放在首位的。

除了更完整的轉換評估和最佳化之外，模擬方法還可以協助您從行為分析資料中瞭解新的客戶深入分析。例
如，Google Analytics 4 (GA4) 提供跨網路和應用程式的整體客戶檢視，並使用進階機器學習模型從您的第一方資料
中提供客戶深入分析。因此，您可以參考這些深入分析來改善行銷。請務必連結您的 Google Analytics 帳戶和 Google 
Ads 帳戶，以便在 Google Ads 廣告活動中對 Google Analytics 轉換進行出價時，從自動化中受益。

接下來，Google Ads 中的數據驅動歸因功能可以進一步提升您的分析水準，方法是使用進階的機器學習來確定每個
行銷接觸點對轉換的貢獻，同時尊重使用者隱私。與 Google 所有成效評估解決方案一樣，我們尊重使用者在歸因過程
中應如何使用其資料的決定，並制定了嚴格的政策，禁止可能危及使用者隱私的隱蔽技術 (如指紋識別)。  

為了協助所有廣告客戶在當今瞬息萬變的隱私環境中更妥善地利用歸因，數據驅動歸因功能現在是 Google Ads 中所
有新轉換操作的預設歸因模型。

Reported

6 旦廣告互動和轉換之間具有適當的連結，我們就會匯總並在您的報告中突顯它們。只有當我們高度確信轉換實
際上是由於廣告互動而產生時，我們才會在報告中附上模擬方法的資料。這種嚴謹性確保我們避免系統性地過
度報告。

瞭解更多轉換模擬方法的工作原理

瞭解更多不同類型的機器學習模型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7065882?hl=en#:~:text=Smart%20Bidding%20is%20a%20subset,%E2%80%9Cauction%2Dtime%20bidding%E2%80%9D.&text=Note%3A%20Enhanced%20cost%2Dper%2D,a%20standalone%20automated%20bid%20strategy.
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10089681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394265
https://blog.google/products/ads-commerce/data-driven-attribution-new-default/
https://adsonair.withgoogle.com/events/helping-partners-achieve-more-accurate-measurement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marketing-strategies/automation/machine-learning-model-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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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y Sandbox 是一項協作的開源工作，旨在開發新技術，以協助您獲得所需的報告和洞察，而無須在網路上追
蹤個人。

例如，與其以一種可以識別他們的方式評估使用者在網路上做什麼，不如在反映他們的行為時對資料進行限制，並
隨機添加或干擾資料來保持匿名。

網路瀏覽器會將廣告客戶網站上發生的轉換與在網路上點擊或查看的廣告比對。瀏覽器只會以不暴露消費者身分的
方式報告資訊，例如，匯總資料並限制共用關於每次轉換的資訊量。

探索未來的面貌

以下是建議的評估解決方案：

透過加入 Privacy Sandbox 計畫，Android 與 Chrome 有相同的願景，亦即強化使用者隱私，同時支援整個網路和行
動應用程式生態系統中的主要廣告用途。

應用程式摘要 ：

[評估] 確保您的評估保持準確且可操作步驟 2：

https://privacysandbox.com/intl/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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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 
提高廣告成效

依靠第一方資料吸引目標對象

使用自動化來協助您發現新的目標對象

1

2

[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提高廣告成效

借助強大的代碼基礎架構、強大的第一方資料以及隱私安全評估標準，您現在就
可以使用 Google 的自動化解決方案從廣告活動中獲得更好的成效。

在本章中，您將學習如何：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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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第一方資料吸引目標對象

當您分析第一方資料獲取深入分析時，您能夠以隱私安全的方式提供更有意義的體驗來更確實地接觸目標對象。

例如，您可以使用第一方資料與最佳客戶互動。當使用者與您的商家分享聯絡資訊時，您可以使用目標客戶比對功能
在 Google 媒體資源 (包括 Search、購物分頁、Gmail 和 YouTube) 中切換時再次觸及這些使用者。

CASE STUDY

Telia 透過目標客戶比對將收入提高 15%

方法：
挪威電信公司 Telia 正在尋找說服現有客戶升級合約的方法。在探索其 CRM 資料找到符合條件的客戶後，Telia 與其媒
體代理商 Carat 合作，透過高度個人化的廣告吸引這些客戶。藉由雜湊演算法，電子郵件地址透過目標客戶比對上傳至 

Google Ads 中，讓該公司可以啟動反映這些客戶的行動裝置使用方式和現有合約狀態的個人化廣告活動。 

結果：
Telia 成功推動了 69% 的升級行動方案，轉換率比平均廣告活動高出 22%。其結果為，與平均水準相比，每次獲取成本下
降了 23%，Telia Smart 和 Telia UNG 的整體收入都增長了15%。

瞭解更多

建立隱私安全評估基礎後，請使用智慧出價對此資料採取操作。智慧出價策略使用機器學習，來轉換每次競價中的轉
換次數或轉換價值。

而且，由於對於許多商家而言，某些轉換的價值高於其他商家，因此基於價值的出價策略 (例如，使用可選的目標廣
告投資報酬率盡量提高轉換價值) 可以協助您自動調整出價以觸及最高價值客戶，從而針對總價值而非數量進行
最佳化。

[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提高廣告成效步驟 3：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379332
https://www.teliacompany.com/en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7474263?hl=en&ref_topic=6296507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379332
http://teliacompany.com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154/marketing-strategies/search/how-reconnecting-their-most-loyal-customers-helped-norwegian-telco-telia-identify-growth-opportunities/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7065882?hl=en#:~:text=Smart%20Bidding%20is%20a%20subset,%E2%80%9Cauction%2Dtime%20bidding%E2%80%9D.&text=Note%3A%20Enhanced%20cost%2Dper%2D,a%20standalone%20automated%20bid%20strategy.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626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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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而言，如果廣告客戶將出價策略從目標單次操
作轉換為目標廣告投資報酬率，則廣告投資報酬率
可以增加 14% 的轉換價值。¹0

14%

10 Google 內部資料。 2021 年
11 使用第一方資料進行負責任的行銷。 BCG. 2020 年

基於價值的出價是智慧出價的一個子集，適用於不同的行銷目標。如果您已經針對價值出價，則可以考慮使用您的第
一方資料進行更進階的策略，例如針對利潤或預期生命週期價值出價。Google 的機器學習將與您設定的輸入配合使
用，讓您更能實現業務成果。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技術白皮書設定更聰明的搜尋出價。

使用進階的機器學習技術 (如指定目標對象或自動出價) 
的行銷人員，加上熟練的人工監督，可將行銷活動成效提
高多達 35%。¹¹35%

針對 Android 上的進階出價解決方案進行最佳化，例如目標單次操作 (target CPA) 或目標廣告投資報酬率 (target 
ROAS)*，以吸引可能完成您預定的應用程式內操作的高品質客戶。 
*目標廣告投資報酬率現在稱為：透過可選的目標廣告投資報酬率最大化轉換價值

由於 SKAdNetwork 的廣告活動限制，整合 iOS 應用廣告活動並僅目標單次安裝成本或目標單次操作出價，為您的
每個 iOS 應用程式安裝八個以內應用程式安裝廣告活動，以保持最佳成效。

應用程式摘要： 

[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提高廣告成效步驟 3：

https://www.bcg.com/en-us/publications/2020/responsible-marketing-with-first-party-data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setting_smarter_search_bids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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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Stand Up Station 部署智慧出價， 
在疫情期間將銷售額提高 440%

方法：
Stand Up Stations 是一家客製化品牌的消毒安裝公司，在 COVID-19 大流行開始時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需要保持其先
發制人的優勢。該公司使用 Google 的智慧出價策略，根據內容信號 (如購買傾向和瀏覽器活動) 自動最佳化出價，以便在客戶
搜尋個人防護裝備時出現。

結果：
透過使用智慧出價策略來最佳化轉換價值，該公司的單次操作成本降低了 20%，廣告投資報酬率提高了 4 倍，從而使 Stand 

Up Stations 能夠擴大投資規模，並將銷售額提高 440%。

使用自動化來協助您發現新的目標對象
機器學習最令人興奮的好處之一是，即使某些信號有限制，它也有可能幫助行銷人員接觸到合格的目標對象。

借助機器學習，Google 目標對象可以考慮各種信號，從而觸及感興趣的使用者並最佳化要向他們展示的廣告內容。

信號是關於使用者的屬性，包括：

他們是誰 (客層)

根據他們使用的網站和應用程式，他們的興趣可能會是什麼，以及

他們在競價時所處的環境，例如他們正在瀏覽的網頁內容

[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提高廣告成效步驟 3：

https://standupstations.com/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2497941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2580383
https://standupstations.com/
https://standupsta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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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目標對象盡可能依靠出價時可用的信號，來協助廣告客戶投放更合適的訊息。

例如，即使 Cookie 可用，Google 目標對象也會將這些使用者訊號與內容信號相結合，以確定某人的興趣和偏好。 
在 Cookie 受限的情況下 (無論是由於瀏覽器限制還是同意選項)，Google 目標對象將自動轉向其他信號 (例如廣告刊
登位置的內容) 來確定相關性。

廣告客戶還可以利用自動化來尋找新的相關客戶，無論是在 Google Ads 中最佳化指定目標，還是在 Display & Video 
360 中擴展指定目標。

有越來越多行銷人員使用基於雲端的解決方案來管理資料，同時保護使用者隱私。這是因為雲端技術在儲存和組織大
型資料集時提供了固有的隱私及安全優勢，例如預設情況下加密所有資料以及為有權限存取該資料的人員設定參數。

透過將第一方資料整合至雲端資料倉庫 (如 BigQuery) 中，資料科學家或分析師可以協助您針對資料進行更進階的
分析。當您發現更強大的深入分析時，即可透過與行銷工具整合來輕鬆採取行動。

例如，他們可以使用歷史客戶資訊來訓練機器學習模型，以預測或預測未來與客戶以及類似客戶互動的結果。

進階： 
利用雲端技術強化行銷力

瞭解更多自動化如何幫助您觸及新目標對象

以下是其工作原理：

以下是其工作原理：

[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提高廣告成效步驟 3：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537509
https://support.google.com/displayvideo/answer/10191558
https://cloud.google.com/bigquery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feature/how-automation-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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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利用 Google Cloud 
將廣告報酬報酬率提高了 30%

方法： 
當 COVID-19 大流行導致旅遊業停擺時，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具備遠見並保持樂觀，為旅遊業最終會恢復做好準備。該公司與 

Google Marketing Platform 合作夥伴 Adswerve 合作，使用 Google Cloud 建構了一個行銷資料倉庫，該倉庫將 CRM 系統、
媒體活動和網站分析中的第一方資料綁定在一起。

倉庫建成後，Adswerve 協助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利用 Google Cloud 的進階機器學習功能來發現新的目標對象深入分析和增長
機會。例如，Adswerve 的資料科學家能夠根據整合資料構建模型，該模型可以根據出發地和目的地機場、首選旅行日期和忠誠
度計畫活動等資訊預測客戶的終身價值。  

將預測值輸入 Search Ads 360 後，阿拉斯加的行銷團隊能夠依此調整出價，並提高其搜尋廣告活動的投資報酬率。

結果：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透過付費搜尋獲得的廣告投資報酬率 (ROAS) 提高了 30%。

Privacy Sandbox 旨在開發新技術，為投放基於興趣的廣告和再行銷廣告提供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使用者的瀏覽器可幫助根據使用者最頻繁和最近感興趣的主題將相關廣告與使用者進行比對，而無須追蹤他們造訪
過的特定網站，也不會識別他們。

當使用者造訪某公司的網站，並採取對該公司有價值的操作 (例如查看產品) 時，他們的興趣將記錄在他們的裝置上，
從而限制外部共享的資料量。然後，當這些使用者造訪具有廣告空間的其他網站時，瀏覽器會協助告知廣告可能展示
的內容，而不會在此過程中暴露使用者的瀏覽活動。

探索未來的面貌

以下是針對基於興趣的廣告的建議解決方案：

以下是建議的再行銷解決方案：

[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提高廣告成效步驟 3：

https://www.alaskaair.com/
https://adswerve.com/
https://marketingplatform.google.com/about/search-ads-360/
http://www.alaskaair.com
http://www.adswerve.com
https://privacysandbox.com/intl/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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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做準備
對使用者隱私的日益關注已經影響了數位廣告行業的每個角落。雖然數位廣告生態系統持續發生變化，以應對使用者
隱私問題，但各企業現在可以採取以下一些其他步驟來保持領先地位：

正如我們在本文中介紹的公司一樣，尊重使用者隱私並不一定得犧牲掉業務成果。恰恰相反：當今數位行銷人員可用
的工具和資源可以創造比以往更多接觸客戶的機會 - 這些都考慮到了隱私。

打造卓越中心 。 有些公司已經建立了一支專門的專家和供應商團隊，從法律到資料科學和行銷；他們的重點是
掌握所有隱私變化，並提出如何應對每種可能情況的計畫。即使您的公司沒有這些資源，作為行銷人員，您仍然
可以透過訂閱 Think with Google 來瞭解最新的隱私最佳做法，從而增加價值。

瞭解新的隱私保護技術。 Privacy Sandbox 是一項開源計畫，旨在開發以匿名化、裝置端處理和其他隱私技術
進步為中心的新技術。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提交提案並運行實驗。因此，請透過您的行業協會或您的廣告技術
供應商，以確保這些技術在開始時有考量到您的業務需求。

Privacy Sandbox 技術將與第一方資料和機器學習等功能配合使用，為 Google 的目標對象解決方案提供支援。 
例如，Google Ads 和 Display & Video 360 會將 Privacy Sandbox 技術與各種其他可用信號相結合，將目標對象與您
基於興趣的廣告進行比對，這樣您就可以繼續觸及使用者，即使沒有第三方 Cookie 也不成問題。

[啟動] 透過保持廣告的相關性來提高廣告成效步驟 3：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future-of-marketing/privacy-and-trust/
https://privacysandbox.com/intl/en_us/

	01 Smarter, faster marketing
	02 Prepare for the future
	03 Better together
	Trendpotting

	Fore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