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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的新成員 Gigya
以極致的解決⽅案打造更受信賴 、 更⾼價值的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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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的新成員 Gigya

掌握客⼾數據新格局
為了在數位⾏銷活動獲得更多成效，許多企業正在
改變與客⼾的互動模式 — 從以往猜測、推斷式模
式的模糊⽅法轉變為以客⼾許可為基礎的明確策
略，這對企業和消費者⽽⾔都是⼀⼤福⾳。儘管該
模式的轉變正為企業帶來⼀些險峻的新挑戰，不過
它也同時讓組織有新的機會來優化客⼾體驗：透過
差異化優勢快速樹立新的標竿，在迅速發展的數位
經濟下取得成功。
另⼀⽅⾯，隨著消費者對企業使⽤個⼈的和⼿段的
疑慮愈發強烈，加之政府部⾨嚴苛的新法規（例如
歐盟⼀般數據保護條例 (GDPR)）來監管企業如何
蒐集、處理和使⽤消費者個⼈數據，進⼀步讓消費
者擁有更多控制權，因此，以「數位化」為⾸要策
略的企業正在改變與客⼾互動的規則。

重新構想數位化客⼾之旅
將過往採⽤的數位化策略模式與最近發展趨勢加以
對比（參考表１），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些主要
差異。從本質上來說，當今的⾏銷、銷售和服務相
關部⾨，必須重新評估其營運策略的合法性和有效
性，特別是在歐洲、澳洲、加拿⼤、中國和俄羅斯
等嚴格監管法規的市場環境中。

要做到有效地服務線上客⼾，⾸要的關鍵點，無
疑是知道他們是誰、有什麼需求，⽽這些訊息的
獲得⽅式⼀定要正確。在運⽤消費者資訊增加營
收的過程當中，我們必須採⽤透明化的⽅式，讓
每⼀個⼈都能夠盡量控制其個⼈資訊和體驗。
⾯對這些改變，許多⼤型企業因使⽤傳統企業⾝
份與權限管理（IAM）或⾃⾏開發的解決⽅案管
理使⽤者註冊和驗證作業、建立 360 客⼾視
圖、蒐集客⼾偏好⽽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這是
為甚麼呢 ?

真正理解客⼾並非⼀件容易的事
⾸先，在消費者與品牌交流時，明確地辨別他們
不再是「可有可無」的動作，⽽是已經成為
GDPR 及其他數據保護和隱私法規的⼀項嚴格要
求。若想為客⼾打造個⼈化體驗，我們不能只⽤
第三⽅蒐集的「⾝份」匿名列表或受眾細分作為
單⼀資料來源，⽽是應該要合法、透明地善⽤來
⾃消費者的第⼀⼿準確數據來建立專屬的 360 客
⼾視圖及帳⼾的核⼼訊息。同時，將來⾃第⼆⽅
或地⽅的數據連結⾄已明確同意企業進⾏後續溝
通及⾏銷活動的實際⽤⼾。

< 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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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不易

如何落實？

其次，許多品牌已經習慣借助客⼾關係管
理（CRM）、數據管理平台（DMP）、⾏銷⾃
動化以及其他⾏銷技術⾃⾏打造各種⾏銷體驗活
動。這些分散、破碎的資料孤島，導致企業無法
實現許多關鍵功能，其中包括：

為了實現轉型數位策略，當今的數位化全球性企業
應該關注哪些⽬標才能在化解這些挑戰的同時發揮
資料潛能，建立起價值更⾼、更受信賴的客⼾關
係？

• 跨管道、跨平台蒐集、紀錄和追蹤消費者，不
只明確取得其同意，更保有合法性。
• 整合所有數據，將其轉化為 360 顧客資訊視
圖：因為每個品牌或管道所使⽤的訊息可能彼
此完全脫節。
• 無須鉅額成本，就能利⽤既有客⼾數據增加營
收：如果沒有集中化的客⼾資訊平台，我們就
需要為各種互動平台制定代碼和連結器，還需
要購買額外的儲存設備，搭建可橫向擴展的服
務環境，當然還要持續維護這些系統。

• 透過靈活、安全的註冊和⾝份驗證介⾯及流
程，⽀援各種裝置、平台和區域市場，為客⼾
與品牌之間建立緊密的關係。
• 在客⼾⽣命週期中以透明的⽅式收集、追蹤和管
理客⼾偏好和許可的數據；出於審計⽬的完整
保存客⼾偏好和許可的互動⽅式等歷史紀
錄；同時讓客⼾能夠控制個⼈資訊的資訊數位
體驗。
• 統⼀數據，在取得客⼾充分授權的基礎上，為每
個⼈建立 360 顧客輪廓，然後集中管理、編輯
和分析這些資訊，無需佔⽤⼤量 IT 資源，即可
打造精準的數位體驗。

.

...

.. . .
.

.. . ..

...
.........

.........

...
..

.

... . .

...
.

SAP Hybris Gigya 解決⽅案能幫助您運⽤透
明、可信的⽅式，建立更優質的顧客關係。我們
的顧客資料管理解決⽅案，有助於您真正的轉型
為 「客⼾優先」企業，在營造客製化⽤⼾體驗的
同時也尊重⽤⼾偏好和隱私。藉由我們⾼度安全
的雲端技術，您能夠善⽤強⼤的客⼾⾝份資
訊，為⽇後的敏捷創新打下堅實基礎，⽽且還能
節省 IT 資源，產品上線也比⾃⾏導入所需的時
間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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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ybris Identity：

辨別、吸引和保護您的客⼾
客⼾就是新上帝
⼀次不愉快將讓⼀名潛在客⼾轉頭離去。無論是訂
閱電⼦報、填寫表單、請求報價、註冊帳⼾還是紀
錄興 趣與愛好，企業都務必為客⼾提供⼀個⽅
便、靈活且 透明的「入⼝網站」。
SAP Hybris Identity可根據您特定營運⽅式制定
靈活 的註冊介⾯及流程，讓您能夠與消費者進⾏
無縫、安 全的數位化「握⼿」，橫跨多管道多裝
置精準辨別客⼾並與他們互動。此外 Identity Access 分析儀錶板還能幫助您理解、保留和吸引客
⼾。

SAP Hybris Identity ⽀援各種使⽤ SAML 和
OpenID Connect （OIDC）協議的共同標
準。當⽤⼾跨平台和裝置與企業互動時，企業
能夠安全地辨別他們，並根據現有顧客資料庫
進⾏⾝分驗證。
欲了解詳細訊息
如欲瞭解更進⼀步消息，請點擊：
www.hybris.com/identity

適合跨國企業，靈活、安全註冊和⾝份驗證機制
SAP Hybris Identity 提供多種功能，幫助您跨品
牌、平台和地區打造順暢的註冊和登入體驗。它
提供多種選擇，讓您根據⾃⼰的營運型態建構合
適的流程來提供基於風險的多因素、⽀援各種⾏
動裝置的⼀次性密碼驗證。
此外，它還提供⾼強度密碼、電⼦郵件⾃動化、帳
⼾收集檢測、數位簽章和⾼強度密鑰管理等特
性，不只幫助您提供顧客流暢體驗，更顯著 降低
與⽤⼾帶來的風險。
對於具有多品牌、多地區營運的企業，可使⽤
SAP Hybris 的 Site Groups 特性部署單⼀登
入（SSO）和單⼀註銷（SLO）功能，以便集團
管理範圍內裝置中所有已登入的網域 / ⾏動裝置的
客⼾，並將客⼾帳⼾的變更設定同步更新到所有裝
置上。這有助於減少客⼾體驗過程中的不愉快，更
減少了傳遞密碼產⽣的風險，利於增加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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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ybris Consent：

因透明⽽贏得忠誠客⼾，進⼀步保護您的商業機密
許多政府監管機構最近頒布了⼀些嚴苛的數位隱
私法案（包括歐盟⼀般數位保護條
例，GDPR），以便消費者能更好地控制⾃⼰被
企業蒐集的個⼈數據。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個⼈
數據包括所有數位⾜跡、使⽤者偏好和知情且同
意之事項。

該解決⽅案也⽀援中⼼化搜集和記錄客⼾對這
些活動以及服務條款和隱私政策的同意資
訊，⽀援出於審計⽬的在客⼾⽣命週期中追蹤
各版本紀錄。並將其同步⾄下游應⽤，確保在
所有品牌和管道間⼀致地貫徹客⼾同意事項。

因此企業紛紛著⼿尋找更集中化、全⾯且安全的
解決⽅案來管理顧客各⾃的帳號資訊、偏好設定
和知情許可設定。那麼在應對這項挑戰的時候最
需要考慮的有哪些⽅⾯呢？

SAP Hybris Identity 還有助於企業替客⼾建
構⼀個⾃助式偏好設置中⼼，以便客⼾⾃⾏控
制同意事項和偏好設置。透過該中⼼，客⼾能
夠選擇是否訂閱電⼦報和促銷、修改活動訊息
發送頻率、調整個⼈數據許可，以及查看、下
載、刪除其數據或凍結整個資料數據集的處
理。

• 企業必須讓客⼾能夠控制對其個⼈數據的使
⽤，以便建立信任和忠誠，同時遵守適⽤的數
據隱私和法規。
• 企業有責任就處理客⼾個⼈數據事宜上，獲得
他們的明確授權，並將客⼾偏好和知情同意⾏
為同步到下游的客⼾互動應⽤中。

欲了解詳細訊息
如欲瞭解更進⼀步消息，請點擊：
www.hybris.com/consent

• 無論總部位於哪裡，企業都必須遵守所有網站
訪問者所在地的隱私法規，並能夠應監管機構
的審計要求提供相對應證據。

SAP Hybris Consent 能夠與 SAP Hybris Identity 無縫整合（或者通客製化整合⾄企業現有的
⾝份管理系統），能夠幫助企業讓⾃⼰掌控⾃⼰
的數位⾜跡訊息和偏好的數位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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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ybris Profile：

⽤第⼀⼿數據打造值得信賴的數位體驗
現代企業往往依賴客⼾數據來改善消費體
驗、服務和產品。但是如果數據保存在孤
島中，您就無法打造真正的即時、⼀對⼀
個⼈化體驗，還可能導致您的作為違反
GDPR 等數據保護和隱私法規。

分析客⼾⾝份、數位⾜跡和帳⼾狀態數
據，進⽽跨品牌、管道、裝置和地區替每位
客⼾規劃、預測和優化體驗，從⽽進⼀步提
⾼銷售轉換率、參與度和客⼾的終⾝價值。
欲了解詳細訊息
如欲瞭解更進⼀步消息，請點擊：
www.hybris.com/proﬁle

那麼，如何才能打破數據孤島，更好、更
實際地去理解客⼾需求並符合監管法規呢?
SAP Hybris Profile 的數據管理特性就能讓
您：
•

消費者的⾝份和個⼈化資訊以及從線
上平台獲取的各種數位⾜跡轉化為全⽅
位的客⼾ 輪廓。

• 編輯 360 客⼾輪廓（或者其中的特定資
訊），包括將顧客帳⼾狀態的變更同步
⾄您其餘系統中的各個應⽤、服務或資
料層。
• 在每位客⼾的⽣命週期中，根據其相應狀
態（未註冊、已註冊、已驗證、活
躍、被檢 舉、被刪除等）及其對電⼦郵
件、SMS 和其他⾏銷活動的同意紀錄和
偏好設置無縫地整合於全⽅位客⼾輪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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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旗下公司 Gigya：
現代企業深化客⼾關係的⼀⼤助⼒
SAP Hybris Gigya 解決⽅案由三款經過市
場檢驗的產品組成。將這些產品結合使
⽤，將有助於您執⾏數位轉型中的客⼾⾝份
和數位策略。我們在客⼾⾝份管理、透明地
收集和管理消費者同意以及數位⾜跡轉換和
整合領域，擁有領先同業的專業技術。

只有少部分的⼈能成為創新者，但我們所有⼈
都是 客⼾。總⽽⾔之，當企業採⽤⾯向消費者
的技術 後，將有望打造出便利、更貼近使⽤者
且安全的客⼾體驗，以愈來愈新穎的⽅式讓消
費者感到滿意、開⼼，甚⾄驚喜。
然⽽，企業要想實現這種優勢，就必須在快
速、持續創新的同時，努⼒贏得消費者的信
任。SAP Hybris Gigya 解決⽅案在創新和信任
之間，搭起⼀座橋梁，並幫助企業實現宏⼤的
技術⽬標和策略⽬標，贏得客⼾的信任和忠
誠。

採⽤我們解決⽅案的客⼾不僅可快速獲得
可觀的投資報酬率，同時，也為將來的創
新商業模式打下靈活的潛在成⻑基礎。
SAP
Hybris
Identity、SAP
Hybris
Consent 和 SAP Hybris Profile 的作
⽤，不只是靠著優化客 ⼾體驗⽽提⾼轉換
率和客⼾參與度。這三個產品間完美地整
合協作還能⽀援無⼲擾、⾼效率的「漸進
式⾝份建構」策略。

欲了解詳細訊息
如欲瞭解更進⼀步消息，請點擊：
www.hybris.com/gigya

您可以透過持續、透明的價值/訊息交換過
程，逐步從⽤⼾蒐集寶貴的第⼀⼿互動數
據，逐步擴展和強化客⼾體驗。如此⼀
來，您就能奠基於透 明、信任的原則，逐步
擴充全⽅位的客⼾輪廓，並提升其價值，隨
著業務發展不斷鞏固和深化客⼾與品牌的互
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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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撥打 SAP 專線：0800-885-989
線上專⼈洽談：https://goo.gl/2FPeMK 
加入粉絲⾴：https://goo.gl/EAjYTF 
觀賞 YouTube 頻道：https://goo.gl/Ajjn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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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附屬公司）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本文提及的所
有其他產品均為其各⾃所有公司的商標。
有更多商標訊息和聲明，請參⾒
www.sap.com/corporate-en/legal/copyright/index.e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