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準行銷，消費者分類解決方案

台灣



為您提供可付諸行動的消費者透視

每位客戶都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借助 ，

我們得以個性化地接洽每位客戶，投其所好。

能為您提供所需的情報，確保您始終在

適當的時機向適當的客群發送適當的資訊。

是益博睿最全面的消費者分類解決方案，專為如今

高度互聯的世界而設計。運用新的數據與分析方法，您可

獲得有關消費者生活方式和行為的更深入透視，從而製定

更明智的行銷決策。

對您的效益：

• 個性化客戶體驗，以提高客戶留存率與荷包佔有率

• 瞭解目標受眾，並與之展開跨通路交流，以提高品牌知

名度，促進來客率提升

• 瞭解最佳客戶的地理分佈，從而優化業務足跡

歡迎進入

「每位客戶都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借助
，我們得以個性化地接洽每位客

戶，投其所好。」

您知道嗎？ 的人會遠離那些不善於傾

聽客戶心聲的公司。



描繪了當前台灣市場的消費者面貌，反映了最新的

消費者和社會趨勢。運用最新的分析技術，可以對遍佈數

百個數據點的一百多萬條資訊進行匯總淬煉，辨識出易於

解釋和理解的匯總消費者組群和特定消費者類型。

講求真實性

為您提供了消費者做出的決定背後的背景依據。如

果您想與對您的業務最有價值的個人消費者建立牢固的長

期關係，這點至關重要。

注重可行性

您可透過各種通路向適當的人群提供相關的內容，從有針

對性的數位廣告到店舖位置規劃， 您可將 整合到

您當前的行銷工具中，以最大化客戶透視的價值。

突顯相關性

能把握分析最新的人口結構和行為趨勢，從而準確

反映台灣消費者當前與未來的發展面貌。

追求個性化

您可將自己的客戶透視與 相結合，建立適用於各業

務層面的特定客群，以真正瞭解客戶，並相應提供有針對

性的客戶服務。

什麼是 ？

對您的效益：

• 運用 增進對客戶的瞭解與洞察力，並豐富與客

戶溝通的內容和策略

• 幫助公司的整體業務方向始終以客戶為中心，深入瞭解

客户以拓展更好的業績

隨著數據分析開展的不斷深入，益博睿已辨識出一些影響

消費者行為的關鍵性人口結構變化：

• 受到生活方式選擇和居住成本影響，帶動了租賃相關業

務的大幅增長，這改變了人們選擇居住的地點的偏好

• 富裕階層中年單身人士增多，對品牌提出了截然不同的

要求

• 退休人群生活方式改變，促使非傳統退休地點的休閒和

娛樂需求上升

人口結構不斷變化，科技應用的巨大轉變也從

根本上改變了消費者與品牌互動的方式。



消費者細分

數位廣告
透過網路和移動設備對目標受眾進行細分和定位。

直接行銷
運用 對電郵、手機和直接郵件的列表進行客群細分，以最大程度提高行銷活動成功率。

選址規劃
能幫助您進行實體店鋪選址，並瞭解來客區域客群相關概況對店內銷售業績的影響，這對在現有市場和相似的新

市場中拓展業務大有裨益。

通路代理商規劃
瞭解如何對通路代理商進行排兵佈陣以取得最佳成果。

產品分銷
有助於您瞭解來客區域的受眾以及最適合他們的產品。您可運用 定製您的產品分銷組合。

產品向上銷售機會
瞭解適合向上銷售的產品及其相應的銷售客群。 能為您提供必要的透視，以定製行銷活動與市場消息傳遞。

內容個性化
能幫助您瞭解細分客群的特徵面貌，從而設計恰當的行銷活動內容，以吸引他們的注意力，鼓勵他們購買。

如今，大多數組織都選擇透過多種通路吸引目標受眾，並

在行銷活動中針對不同通路採用不同的目標定位方法。但

這種方法存在一大風險，即您在不同地點接洽同一客戶時，

可能溝通內容會有所差別，溝通方式會迥然不同。

根據人們的特徵和行為不斷對其進行細分，您可透過最有

可能獲得回應的通路自信地向客群傳遞與其相關的內容。

並非僅基於社會人口統計學對消費者進行細分，其

與 多年前剛誕生時相比，如今更突顯相關性，即反映人

群面貌需要與時俱進。 能為您清晰解讀您的消費者、

他們在哪里以及他們想要什麼，提供了針對個人而不是通

路的有效消費者透視。 所運用的一致性分類方法適

用於所有通路，能從整體上為您的行銷活動提供有力支撐。

借助相關的最新消費者透視， 能幫助您在針對目標

受眾開展跨通路行銷活動時實現一致性的規劃與成果衡量。

被廣泛應用於消費者細分



個性化客戶體驗

有效運用 能為品牌就如何吸引客戶製定關鍵決策提

供強力支援。從確定最合適的產品或服務，到最合適的客

戶溝通方式， 能幫助您提高客戶留存率與荷包佔有

率。結合您自身的數據， 所提供的透視可在整個組

織（上至董事會）中加以運用，從而助您深入瞭解客戶的

特徵面貌，確保在製定業務決策時始終以客戶為中心。

提高品牌知名度，促進來客率提升

能幫助您瞭解客戶的特徵面貌，以及如何吸引這類

客戶並與之有效溝通。透過直接或間接通路，持續定位瞄

準受眾並使用相關內容接觸受眾，有助於確保消息傳達至

恰當的個體。

這能幫助您建立品牌知名度，並確保獲得恰當類型的客戶，

以實現行銷目標。

優化業務足跡

廣泛應用於零售和休閒品牌，可幫助確定最佳客群

的最集中地區，從而為新店鋪、設施和分公司進行恰當選

址。此外，透過詳細的來客市場分析，您還能優化資源，

確保製定恰當的產品組合，以滿足客戶的需求，並推動銷

量增長。

優化工作流程

在對客戶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之後，您便能就如何吸引並

公平對待客戶這一問題製定更優決策。無論您身處行銷、

運營、客服崗位，還是居於董事會之列， 都能有效

優化您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如何協助您？
透過提供豐富且詳盡的消費者透視， 能在以下方面為您提供幫助：



 台灣家譜圖

對組群和類型進行可視化和描述說明有助於您向您的企業利益相關者明確目標客群是誰。這些描述與可視化資訊易於使

用，使得客群與類型變得前所未有的生動，從而能幫助您做出明智決策，並有效製定針對性策略。



分類
運用我們具備一致性的分類系統對客戶進行準確細分，以預測他們的行為、環境和偏好。

台灣

天之驕子

年青富有、居住在高尚地段的

家庭

都會專才 受良好教育居於較大面積的新型大樓

專業精英 居於新型大樓的年青專業人士

藍鵲之家

成熟富有的專業人士

北市安居 居於台北市受良好教育的家庭

立業北縣 居於台北縣受良好教育的家庭

中產社群

受良好教育的年青家庭

青年精英 受良好教育的年青夫婦及家庭

都城精英 中等收入的中產社區

都市白領 住近市中心從事服務業的一群

都會中產 從事工業行業為主的家庭



豐足社區

年青人及學生租住於校園及周

邊地區

大厦安居 居於人口密集地區相對成熟的一群

城中鄰里 居於市區舊有鄰里相對成熟的一群

近郊社群 居於市區或市效相對接受良好教育的一群

打拚一族 居於低層大廈的中年家庭

大學社群 青年學子及剛畢業的年青人

工業或科學園區

年青職場新手

工業園地 從事製造業的小型家庭

年青藍領 接受良好高技術教育年青的一群

專科學子 年青專業人員，居於小型公寓

悠閒產業

居於新型大廈的小家庭

休閒旅游 從事旅遊及休閒事業的成熟一群

生態旅游 居於東部從事旅遊及休閒事業的一群



本土工業

居於新型大廈的中小家庭

原生工廠 接受基礎教育從事工業活動的大型家庭

資訊園地 年青專業技術人員，特別是計算機科技

傳統工業 從事工業行業的家庭

傳統社群

居於低密度地區的年長人士及

本土家庭

傳統鄰里 居於鄉郊的長者

原居農友 居於鄉郊的祖父母輩

留守家園

從事工農業及居於舊式低層大

廈的年長人士

亦工亦農 從事工農業的中年社群

落葉歸根 回歸家鄉耕種的一群退休人士

暮歸田園 家有退休人士, 從事農耕的大型家庭

留守農友 留在農村耕種，而子女在城中工作的祖父母輩



黃昏歲月

居於鄉郊的悠閒長者社區

弄孫為樂 與孫兒同住的祖父母輩

休悠林下 祖孫同住的大家庭

傳統老農 居於低密度住宅區的長者

擁抱夕陽 居於鄉郊舊有社區的長者



關於益博睿（ ）

益博睿是全球領先的資訊服務公司，向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數據

和分析工具。益博睿協助消費者和企業客戶安心管理數據，透過

數據運用實現人生和企業中的每個重要時刻，例如說購買房屋或

汽車、資助孩子的大學教育、以及拓展新業務等。益博睿協助消

費者瞭解個人信用以獲得金融服務、協助企業製定優質的決策以

發展業務、協助機構防範個資盜用和詐欺風險。

益博睿在 個國家擁有約 萬名員工，我們非常重視對新科

技、人才和創新的投資，以協助客戶實踐商機的最大價值。我們

在倫敦證券交易所（ ）上市，是英國倫敦金融時報 指數

（ ）的成份股之一。

為何選擇益博睿數據品質和精準行銷業務？

益博睿是全球領先的數據品質軟體與服務提供商。我們致力於運

用世界一流的驗證、匹配、強化和剖析能力，幫助客戶對其數據

品質進行前瞻性管理。

憑藉靈活的 和企業本地部署模式，益博睿數據品質管理工具

和服務使我們的客戶安心將其數據用作戰略資產。無論您的企業

規模大小，我們都希望助您釋放數據的真正價值，以便您做出有

意義的決策。從保險業到旅遊業再到銀行業，我們正致力於幫助

組織與其客戶建立聯繫、了解趨勢並製定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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