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全球詐欺與身分辨識洞察報告
在數位新時代保護客戶，提供更流暢的客戶體驗

過去一年中，數位化需求激增，使得身分辨識、詐欺防範等問題與線上客戶體
驗之間的聯繫越發緊密。隨著企業積極謀求運營轉型，以適應快速增長的數
位交易量，消費者也對交易的便捷性與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並且這種期
望要比企業更為迫切。同時，這也意味著消費者對因安全性和風險控制問題
而導致的交易中斷的容忍度有所降低。
益博睿《2021 年全球詐欺與身分辨識洞察報告》基於疫情期間收集到的三波數據對包括上述轉變在
內的相關變化和發展進行了重點介紹。從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 月，我們對來自北美、拉丁美洲、歐洲
和亞太地區總計 10 個國家的企業和消費者進行了數波調查。廣泛的數據資源揭示出消費者和企業在
應對危機的過程中作出的重大行為和策略優先級的調整。
其中有一項調查成果令人振奮，即 80% 的企業表示當前已落實客戶身分辨識策略，較疫情暴發之初上
升了 26%。與此同時，許多企業還製定了數位化戰略，致力於改善線上體驗，並在風險最高的環節採取
客戶亟需的安全保護與詐欺防範措施。
在詐欺防範方面，企業為保障線上體驗而在持續進行相關投入。有鑑於短期內詐欺攻擊將大幅增加
這一情形實屬我們意料之中，這一趨勢著實鼓舞人心。您將能從本年度報告中獲得以下透視與詳細資
訊：

1

企業在 2021 年的業務重點，以及當前企業聲稱自身所提供的支援與消
費者反饋所得到的支援之間的脫節

2

為何數位體驗仍未與安全性和詐欺防範等問題相關聯

3

消費者對於安全驗證方法和適當改進舉措的偏好變更

4

疫情時代下數位活動的常態化，及其對消費者期望的影響

本報告還提供了五項重要指導意見，概述了企業如何落實持續的身分驗證策略，在降低詐欺風險的同
時顯著改善客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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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60% 的消費者對線上體驗提出了更高的期望，55% 的消費者表示安全
性是他們的首要關注點。企業希望盡可能打造輕鬆便捷的消費環境，但消費者
也需要獲得有效的監管審查支援，這無疑是一項挑戰。」
- Eric Haller
益博睿全球反詐欺與身分辨識及數據實驗室執行副總裁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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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積極投資數位化戰略，
但客戶需要且期望獲得更多支援
過去一年中，消費者紛紛湧入線上管道，其中許多

企業已盡其所能地落實了相應舉措以應對節節

人還是數位業務應用的初學者。例如，40 歲以上

攀 升 的 交 易量 。但 如 今，隨 著 疫 情 危 機 有所 緩

人群中使用網上銀行服務的人數佔比從疫情之前

解，他們 的 注 意 力似乎又 重 新回到了這一 問 題

的 33% 增至 2021 年 1 月的 38%。同時，該族群中

上。2021 年，企業將加強對數位化運營與數位化

網購食品和雜貨的人數佔比也增長了 10 個百分

客戶服務的支援列為了一項重點。這在調查覆蓋

點。

的四個亞太國家尤為明顯。同時，巴西和美國也有
近 40% 的企業表示會將加強對數位服務的支援作

面對客戶不斷增長的需求，各企業都全力以赴。例

為第一要務。在美國，39% 的企業表示，加強支援

如，90% 的企業表示他們製定了數位客戶旅程策

具體而言就是指增加客服中心的人員配置。這或

略，且有近一半（47%）在疫情期間落實了該項策

許意味著，企業正逐步回歸到疫情前由工作人員

略；金融服務公司推出了線上客戶支援服務以應

提供現場服務的常規模式，或轉向落實有人工介

對還款問題；各地企業紛紛開始應用線上支付和

入的數位化流程策略。

非接觸式支付方式；此外，82% 的企業表示其已佈
署客戶身分辨識策略，這對各大企業來說已經必

後者無疑需要更加詳細的審查。當然，某些任務

不可少。

還是需要人工完成，這包括以具有同理心和熱情
的態度協助客戶及提供額外的幫助，解決他們的

儘管如此，企業所採取的數位化舉措和客戶最終

燃眉之急。但除此之外的許多其他任務都非常適

感知到的體驗之間仍有脫節。我們在 2019 年也曾

合交由 AI 和機器學習解決方案來完成。當前正在

報告過這一趨勢，即縱然高達 95% 的企業自信有

興起的真正智能化的機器人將能以超出人類能力

能力以數位化方式辨識其客戶，卻有 55% 的消費

範疇的方式改善和加強對客戶的支援。企業應對

者並未感到自身被企業辨識。這一趨勢持續到了

此進行特別的戰略佈署，有效結合人力與技術，確

今年。

保在消除運營瓶頸和降低成本的同時，實現更多
效益。還需注意的是，AI 的不當應用可能會加劇

我們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50% 的企業聲稱已經
加大了對客戶的支援力度，但只有約 25% 的消費
者表示客服回覆速度確實有所加快且在線上交易
遇到問題時能得到客服人員的幫助。這一問題在
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而英國的情況實際上更加
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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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問題，並最終影響企業增收。

企業前景展望
全球企業今年的首要事項

淨：投資高級分析與人
工智能
淨：投資詐欺偵測軟體
與方法
增加內部人員數量/數位
化運營的支援力度
投資數位決策軟體
增加客服中心支援人員
的數量
增加分支機構的人員數
量
解決老舊的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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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調查。考慮公司 2021 年的工作重點時，您打算在哪個領域投入資金以改善數位化客戶服務？請勾選所有適用項。

核心要點：始終圍繞改善客戶體驗的
多種方式行事
我們對企業未來一年的業務重點進行審查後發現了幾個共同之處。總體而言，大多數企業都在探索
實現更高水平決策自動化的方法。這從他們對 AI 和決策軟體的重視程度上可見一斑。但同時，他們
也希望能留住員工，確保無論是數位化運營部門、分支機構還是客服中心都能及時為客戶提供他們
所需的人工服務。還需一提的是，隨著企業開始考慮加大對軟體和其他檢測方法的投資，詐欺防範
仍是一個關注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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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差異解讀
本研究發現，不同國家的消費者和企業在行為和

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有幾點。不同國家之間

期望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例如，來自 4 個亞太國家

業務重點的差異可能反映出他們在詐欺防範方面

的受訪企業均表示對數位化方案的關注度越來越

的早期投資力度以及現行方案的成熟度。同時，消

低，且在過去一年的降幅超過其他地區。這一結

費者對私隱問題的擔憂程度也受到地方法規的影

果表明，企業在收集到越來越多的與其客戶相關

響——相較於尚未製定完善私隱法律的國家，私

的新數據後對風險和策略優先級 進行了重新調

隱法律足夠健全的國家的消費者明顯更加放心。

整。
誠然，認識到各個市場間的細微差別至關重要。
同時，巴西企業將投資詐欺檢測軟體作為其首要

但總體而言，隨著各國互相學習採納最佳實踐與

任務之一，但英國企業卻將該項任務排在最末。英

政策經驗，以及數位體驗的演變發展，我們也發

國企業計劃優先投資詐欺檢測方法，這表明他們

現了更多的相似點和通用模式。

正積極致力於對已經實施的軟體投資進行優化。
而在美國，大部分企業計劃增聘人員來支援數位
化運營——這與其他地區大相徑庭。從消費者角
度來看，44% 的美國消費者擔心自己的網路私隱
安全，但歐洲僅有 23% 的消費者存在這種擔憂。

「在詐欺管理方面，企業如今的花費與疫情發生之前別無二致。隨著威脅不斷升級，解
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平衡企業在創收和詐欺防範方面的投入，避免顧此失彼。實現兩者
平衡能夠確保企業為客戶提供一流的數位體驗，同時進行精準客戶辨識，並將之納入詐
欺防範程序之中。」   
- Steve Griffiths
益博睿亞太區決策分析與運營轉型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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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費者擔憂的問題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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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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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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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澳洲

信用卡資料被盜
網路私隱安全

虛假/網路釣魚郵件、留言或電話詐騙

身分盜用

虛假資訊、新聞或廣告

……並且企業的業務重點也不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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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高級分析與
人工智能

投資高級分析與
人工智能
增加內部人員數量/
數位化運營的
支援力度

投資數位決策軟體

投資高級分析與
人工智能

投資詐欺偵測軟體
與方法
增加內部人員數量/
數位化運營的
支援力度

投資數位決策軟體

增加客服中心支援
人員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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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詐欺防範仍是一個關注焦點
儘管企業將客戶體驗與支援作為首要任務，他們

這類案件中，詐欺分子需要竊取消費者的用戶名

在移動端安全性和詐欺管理方面的投資卻仍維持

和密碼以盜用其帳戶。

在疫情前的水平。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企業對增
加詐欺管理預算的意向呈現波動狀態。從 2020 年

如果企業希望繼續滿足客戶的期望，就需要在積

6 月達到峰值到 2021 年 1 月降回至疫情前水平，

極優化數位體驗的同時關注詐欺防範。我們提醒

企業對加強詐欺管理的意向整體下降了 6 個百分

企業切勿將詐欺防範和客戶體驗割離開來對待。

點。本研究調查的 4 個亞太市場的波動最大，表示

雖然在公司架構層面這是兩個部門，但從客戶體

會增加詐欺防範預算的企業整體減少了 16%。這

驗角度，客戶面對的是企業整體。例如，市場行銷

些結果表明，企業仍未意識到，用於提高安全性和

部門的工作重點在於吸引新客戶，安保部門側重

詐欺檢測效用的數據和工具也能有效提升客戶體

於消減風險，而詐欺防範團隊致力於減少詐騙交

驗。

易。各部門的目標可能並不一致。但需要注意的
是，客戶和詐欺分子的行為並非毫不相干。客戶經

面對當前形勢，企業應該在詐欺管理方面繼續進

常會更換設備和管道，其中的斷層顯然給詐欺者

行投入。疫情期間，許多詐欺分子在政府發佈的

提供了機會。

疫情資助項目中找到了新的行騙空間。例如，據保
守估計，在美國《新冠病毒疫情救助、減免與經濟
安全法案》下撥出的 3,600 億美元失業救濟金中，
至少存在 360 億美元的損失，詐欺性申領是導致
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1。在英國，疫情相關貸款中

一些企業或許能提供一流的數位客戶體
驗，但如果缺乏可以精確辨識客戶的詐

被詐欺分子捲走的金額可能高達 350 億美元 2。隨

欺防範程序——或更糟的情況是，如果

著這些資助項目趨於尾聲，我們預計不法分子將

系統將詐欺分子誤判為正當客戶——那

重回傳統的數位詐欺模式，借助不斷增加的數位

麼企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將是徒勞的。

通信量，利用過去三年內盜取的數據實施詐欺。
我們近來發現帳戶入侵攻擊的次數有所增加。在

1
2

這不僅會造成直接財產損失，還會間接
破壞客戶信任。

https://www.cnbc.com/2021/01/05/scammers-have-taken-36-billion-in-fraudulent-unemployment-payments-.html
https://www.pymnts.com/news/security-and-risk/2020/report-an-estimated-26-billion-in-uk-covid-loans-might-be-fraudu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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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繼續加大對詐欺防範的投資
企業在不斷增加數位化轉型投入的同時，還將繼續增加在詐欺防範上的預算。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1 月

55%

55%

「詐欺形勢已變得越發複雜，對未來詐欺風險加以預測是防範詐欺的關鍵
所在。數位化進程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加快，當下企業應採用結合數據、
技術和高級分析的針對性驗證策略，以跟上詐欺分子的節奏，
避免因其快速多變的行騙方式而疲於應對。」
- Kathleen Peters
益博睿北美決策分析業務首席創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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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無形安全驗證方法的
接受度日益提高
消費者對基於物理和行為特徵（或無形）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幾乎所有數位帳戶和設備或

驗證方法的適應度和偏好度與日俱增，這是我們

多或少都設置了密碼保護，但密碼並不在最安全

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消費者基於其感知的安全效

的三大客戶身分辨識方法之列。

能對以下安全驗證方法進行了排名：
這表明消費者的觀念發生了新的轉變，他們所能
1）74% 的消費者提到基於物理特徵的生物辨識技

接受的安全驗證措施不再局限於密碼。在消費者

術：主要適用於移動設備，包括人臉辨識和指紋

眼中，個人資訊、帳號用戶名和社交媒體帳號是安

驗證。

全性最低的身分辨識方法。

2）72% 的消費者提到向移動設備發送 PIN 碼：需

即使偏好發 生了變 化，消費者仍 然 將安 全 性和

要使用兩台設備進行驗證，每台設備都需要關聯

私 隱 視 為首要 事 項 。事 實 上，全 球 消費 者 對 各

用戶的帳戶。

類 詐 欺 活 動 的 關 注 度仍 舊 高 於 疫 情 爆 發 前 的
水平。例如，在 2021 年 1 月的一項調查中，分別

3）66% 的消費者提到行為分析：利用瀏覽器和移

有 34% 和 33% 的消費者表達了對網路私隱安全

動設備上被動觀察到的信號，無需消費者進行操

和身 分盜 用的擔憂，高 於 新冠肺炎 疫 情 爆發前

作。

的 29% 和 28%。在歐洲，消費者還對有關接觸者
追踪和疫情管理的政府要求表達了擔憂。
然而，數據顯示消費者更希望企業能在沒有其公
開參與的情況下有效保障其安全和私隱。過去，

55%

的消費者表示，安全
性是其線上體驗中最
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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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採用的身分辨識方法需要客戶記住密碼、回
答問題或接收一次性密碼（OTP）等。消費者曾認
為這些方法能提供強大的安全保障，但實際上，
這些方法的安全性極低，因為密碼有可能被竊取
或遺忘，而 OTP 則可能被攔截。

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分子可輕鬆將自己偽裝成其

遍表示，如果等待時間超過 30 秒，他們就會選擇

他人，讓企業誤以為自身的安全驗證措施是有效

放棄交易。這突顯了確保快速無縫的詐欺審查的

的。

重要性。此外，提高安全性還有助於提升客戶的忠
誠度和信任度。消費者表示，他們更加青睞於採

鑑於消費者偏好的轉變，企業有機會採用將有形

用基於物理和行為特徵的生物辨識技術，以及向

方法與無形方法相結合的全新安全驗證手段。企

設備發送 PIN 碼以保障安全的企業。調查顯示，從

業在做分立式決策時，可根據在整個客戶旅程中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1 月，持此觀點的消費者比

獲得的數據和觀察結果實現精準辨識與驗證。同

例有所上升。

時，企業還能運用其在改善客戶體驗時參考的透
視推進持續驗證，並減少客戶旅程中的摩擦。
在這個安全數位體驗的新時代，滿足消費者期望
的企業將能脫穎而出，受益頗多。例如，消費者普

「企業有機會更加自由地採用無形的安全驗證解決方案，以減少摩擦並提高客戶滿意
度，而無需採用看似能提高安全性，但實際上收效甚微的『安全劇院』措施。」
- David Britton
益博睿全球反詐欺與身分辨識業務行業解決方案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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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希望企業能進一步加強
私隱和安全保障
提供線上服務時設置
更多的安全驗證步驟

提供有關如何使用和
存儲數據的更多資訊

落實更多有形的線上
安全驗證措施

55%

51%

49%

亞太數值為 60%

落實強有力的無形安
全驗證措施

對詢問個人資訊的原
因作出更詳細的說明

47%

45%

美国數值為 59%
英国數值為 60%

「企業前所未有地需要在詐欺防範力度和流暢客戶體驗之間取得有效平衡。幸運的是，
許多必要的審查都能夠在引導客戶的同時以無形的方式實時進行，例如在客戶設備上
進行一致性檢查，或對客戶進行基於行為特徵的生物辨識。」
- James Brodhurst
益博睿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反詐欺和身分辨識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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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信用卡的錯誤認識
據我們調查，44% 的消費者表示能否妥善保護

非常有效的保護措施。

好信用卡和銀行帳戶資訊是他們最關心的問
題，只有 23% 的消費者關心其出生日期、地址

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家對信用卡安全隱患的

和社會安全號碼等個人資料能否得到有效保

誤解也使得金融服務機構有機會向消費者闡

護。

明信用卡交易的優勢。

本質上，個人資料洩漏帶來的風險更大，因為

這樣的資訊闡述可謂是恰逢其時，因為如今

詐欺分子能透過個人資料實施身分盜用，並入

的消費者越來越傾向於 P2P 支付等與信貸無

侵受害人的現有帳戶。

關的線上支付方式，而這類支付方式的安全
性遠不如信用卡。

與此同時，信用卡在防範盜用方面採取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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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使用線上交易平台並將
持續沿用
數位化需求的爆炸式增長為網路服務帶來了新的

消費者忠誠度的變化表明我們正處在一個特殊時

消費者，並加速了企業和行業的數位化轉型。現在，

期：消費者可能會快速被某個企業吸引，但沒過多

許多人要考慮的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久就會對其意興闌珊。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的三

在整個疫情期間，消費者的需求都正在讓位於一

波調查中，能容忍線上服務延遲和繁瑣的數位操

種新型的且更持久的數位化生活和工作方式，而

作的消費者的比例也下降了 5%。

這也需要企業的支援。
這項研究表明，在數位體驗中全程提供便捷無阻
我們的分析表明，消費者對數位服務的需求在疫

的辨識與驗證服務已勢在必行。這意味著企業要

情初期開始上升，並在 2020 年 9 月達到頂峰，此

確保消費者能在不同設備上登陸帳戶，能在每一

後則趨於平穩（但仍高於疫情前的需求水平）。例

個節點上得到自動身分辨識，且無需多次進行身

如，自 9 月以來，食品和雜貨的網購量雖然略有下

分驗證。

降，但仍比疫情前高出 20%。此外，服裝、電子產
品、美容產品和保健品的網購量也呈上升趨勢。

對企業而言，現在就是時候採取行動了，因為在
疫情期間，與投資加強數位體驗與詐欺防範的企

無論消費活躍度如何變化，消費者對數位體驗的

業相比，投資收緊的企業受到的衝擊明顯更為強

期望始終居高不下。

烈。我們也許無法預測下一場危機何時到來，但率
先完善數位管道各項功能的企業將能夠更從容不

例如，我們的研究表明，仍然忠於線上品牌和服

迫地應對下一波消費者需求，並將持續滿足客戶

務提供商的消費者的比例從 66% 下滑至 63%。就

不斷上升的期望。

本次調查涵蓋的四個亞太市場整體來看，消費者
忠誠度從 70% 下滑至 60%。

「隨著數位管道在消費者生活中的加速普及，企業必須投資於新的詐欺檢測方法和日
益複雜的技術，從而在保障運營安全性的同時在整個客戶旅程中提供更加暢通無阻的
體驗。」
- Jaison Reis
Serasa Experian
反詐欺和身分辨識產品管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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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錢包的興起
行動錢包使用率的增長是「新常態」的一部分。

具有顯著優勢：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全球 64% 的消費者表示

• 行動錢包是一種無接觸的支付方式，能夠減

使用過行動錢包。現在這一比例已下滑至 60%，

少操作 POS 機或將信用卡遞給收銀員時發

但仍遠高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的 53%。行動
錢包在巴西的使用率尤其高，有 70% 的巴西消
費者表示使用過行動錢包，較 2020 年 6 月上升

生的接觸。
• 行動錢包中存儲的支付資訊經過加密，商家
只能得到標記資訊。

了 19%。雖然行動錢包在巴西的使用很可能集
中在大都市區，但這一數字還是突顯出了行動

• 移動設備通常需要透過基於物理特徵的生物

錢包使用率的增長，而這得益於智能手機在巴

辨識技術進行驗證解鎖，這進一步提升了行

西的普及。在當前局勢下，行動錢包非常實用，

動錢包支付的安全性。

全球

澳洲

巴西

法國

德國

印度

日本

新加坡

西班牙

英國

美國

消費者對使用通用行動錢包進行支付的偏好程度：

53%

48%

51%

47%

59%

70%

34%

68%

54%

53%

49%

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後
60%
（截至 2021 年 1 月)

44%

70%

46%

72%

84%

37%

78%

61%

54%

53%

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前
（2020 年 6 月前）

2021 年 1 月

全球

澳洲

巴西

法國

德國

印度

日本

新加坡

西班牙

英國

美國

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對使用通用行動錢包進行支付的偏好程度：

40 歲以下

66%

55%

65%

48%

70%

87%

43%

85%

60%

59%

58%

40 歲以上

56%

37%

54%

45%

73%

80%

35%

73%

62%

5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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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客戶在疫情時代的想法
相較於去年 6 月，2021 年 1 月的受訪消費者對現有線上服務提供商的忠誠度、線上服務延遲的容忍度，
以及線上交易平台的信任度都相對較低，但對詐欺的關注度更高。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1 月

半年來的
變化情況

我對線上服務延遲/繁瑣的數位操作的容忍度提
高了

48%

48%

43%

-5%

我目前都堅持在同一個線上平台辦理業務

66%

67%

63%

-3%

我喜歡的平台無法滿足我的業務需求，因此我轉
向了其他平台

25%

26%

22%

-3%

我更信任在安全性方面有所表現的線上交易平台

44%

46%

43%

-1%

我透過線上平台辦理的業務的數量/類型有所增
加

41%

42%

40%

-1%

我感到共享個人資料的安全性有所提高

25%

28%

25%

0%

我認為各平台採用了更加複雜的安全驗證程序，
有效提高了安全性

46%

51%

47%

1%

我認為採用生物辨識技術進行安全驗證能提高
安全性

40%

45%

41%

1%

我相信各線上交易平台已經加強了安全驗證措施

41%

48%

42%

1%

我現在更易遭受網路詐欺

39%

43%

42%

3%

我現在更希望瞭解我的資料會被如何使用

50%

57%

53%

3%

消費者調查。請結合您目前透過線上交易平台辦理的業務類型和與線上平台互動的方式（例如註冊或檢查您的帳戶、線上購買商品或進行線上申請），考慮您對以下說法
的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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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對詐欺問題的關注
年輕消費者對詐欺問題的關注度高居不下，這也是他們更樂於使用基於生物辨識技術的安全
驗證方法的原因所在。

40 歲以上

40 歲以下

37%

49%

對詐欺問題的關注度
比疫情爆發前更高

對詐欺問題的關注度
比疫情爆發前更高

37%

48%

對基於生物辨識技術
的安全驗證方法的信
任度比疫情爆發前
更高

對基於生物辨識技術
的安全驗證方法的信
任度比疫情爆發前
更高

「企業必須瞭解其交易對象，並對包括登陸在內的整個數位旅程的所有節點進行可疑
活動辨識，從而保障客戶的安全。」
- Eduardo Castro
益博睿英國反詐欺和身分辨識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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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驗證與詐欺防範是保障數位體驗的基礎
隨著數位體驗在消費者生活中的重要性與日俱

析方法，從而達到最佳效果。

增，持續驗證將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的基礎。在不
久的將來，企業將在每一次的線上互動中，仿效現

3) 將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工具與高效的流程相結

實生活中的人類互動方式，對消費者進行身分辨

合

識。例如，人類調動自己的五官，透過聲音、氣味、
言語風格、外表和行為來確定高度複雜的個人畫

為實現分層安全並打造端到端的客戶體驗，企業

像，將之與特定的個體聯繫起來。

需要採用更先進的技術。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工
具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數據的理解、實現流程自動

數位世界目前尚處於早期階段，各類互動的建模

化，以及升級數位體驗，但不能大規模替代人為舉

工作尚在進行，辨識與驗證也還未從需要消費者

措。企業應採取一種針對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解

進行操作的繁雜瑣事轉變為一項自動化的工作。

決方案的戰略方法，並配套提供高效流程，以創

我們就如何製定以持續驗證為基礎的數位化戰略

造附加價值並改善客戶體驗。

提出了五項建議：
4) 採用雙重身分辨識技術提高決策能力和客戶信
1) 消除豎井，打造安全無縫的端到端客戶體驗

任度

組織豎井會導致系統的斷裂，影響客戶體驗的流

去年，我們的報告中提到精準辨識是改善客戶體

暢度。在客戶看來，詐欺防範或身分辨識與帳戶

驗和增進相互信任的關鍵。此番疫情對這一觀念

登陸或支付交易密不可分。企業需要對數位體驗

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消費者更信任在詐欺防

進行全局思考，將客戶透視融入每一個互動環節

範和安全性方面有所表現的企業。有效的客戶辨

中，從而建立客戶畫像，優化互動體驗和減少摩

識是這種信任的基礎，也是對抗詐欺的關鍵。

擦。
5) 參考其他國家的創新解決方案和全新成功之道
2) 採用多層次安全驗證方法，滿足客戶期望
我們發現，在解決詐欺問題和滿足客戶對數位體
結合運用有形和無形安全驗證方法滿足客戶對身

驗和數位支援的期望方面，各國往往傾向於各自

分辨識與安全性日益提高的期望。多層分析法還

為戰。事實上，儘管各國的企業之間存在些許差

包含從消費者觀察和活動獲得的資訊。

異，但仍有相互借鑒和學習的空間。企業應放眼全
球，尋求成功之道，並思考如何有效運用這些成

具體的方程式視企業和交易價值而異，但無論如
何都應結合先進的辨識和驗證技術以及前沿的分
第 17 頁 I 在數位新時代保護客戶，提供更流暢的客戶體驗

功經驗改善自身的數位客戶體驗。

新時代的贏家
面對全球疫情危機，各企業不僅積極應對，還藉機改變了與
客戶進行數位互動的方式。過去的一年充滿挑戰，但也並非毫
無所得，至少各大企業對消費者的數位化需求和期望、可能出
現的機會和潛在的風險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未來，企業需要設法在不斷改善客戶體驗的同時保護消費者身分和資料的安
全。他們只有將持續驗證和先進辨識技術融入面向整個客戶旅程的數位化戰
略中，才能成為新時代的贏家。

如需瞭解有關身分辨識與詐欺防範的更多
研究和趨勢，敬請訪問益博睿台灣網頁

在數位新時代保護客戶，提供更流暢的客戶體驗 I 第 18 頁

調查對象和方法
調查時間段：
2020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7 日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30 日
2021 年 1 月 2 日至 24 日

9,000
年齡在 18-70 歲且至少擁有一個線上帳戶
的消費者
60-69
13%

調查對象：
樣 本 涵 蓋 澳 洲 、巴 西 、德
國、法國、印度、日本、新加
坡、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等
10 個國家  
涵蓋以下業務職能部門的
代 表：信 用 風 險 、詐 欺 風
險、客戶體驗、資訊技術、
創新、產品和行銷

70+
7%

18-29
21%

50-59
18%

30-39
21%
40-49
20%

2,700
來自北美、拉丁美洲、歐洲、中東和非洲以
及亞太地區的企業高管
企業 40%
中端市場 44%
中小企業 16%

零售銀行業務
和信用卡

電子商務

電信和
公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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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保險

有效的詐欺防範不僅是制止詐欺
您為詐欺防範所做的努力都是為了制止詐欺和減少損失。但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也會讓您的優質
客戶更易於與您進行業務往來。如何才能兩者兼顧？首先就是避免所謂「萬金油」的一體適用型方式。
相反，您應該針對每次交易運用適當的保護級別 。
多數客戶在進行日常操作（諸如線上購物或從移動設備查看銀行存款）時，並不知道我們在幕後為他
們的安全保駕護航。讓我們倍感自豪的是，過去一年間，我們幫助客戶篩查出了超過 150 億起詐欺事
件，也就是每秒超過 3,300 件。
我們在全球範圍內有 300 多位反詐欺專家，益博睿不斷投資於相關技術和平台，幫助客戶製定應對詐
欺的多層次分析方法。我們擁有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一系列行業一流的解決方案、靈活的工作流程和
一體化的業務流程，而這正是在當前局勢下解決身分辨識與詐欺問題的關鍵所在。這意味著我們所製
定的策略只有在無法透過數位足跡辨識消費者身分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引起摩擦。我們稱其為無擾保
護，這也是理應實行的模式。我們的解決方案構建在數據、技術和分析之上，旨在制止詐欺分子而不干
擾優質客戶。現如今，詐欺防範有助於促進業務增長，並打造流暢的客戶體驗 。

益博睿台灣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1 號
基泰國際商務特區（TIDC）11 樓 212 室
T: +886 2 2383 2268
探索益博睿
www.experianplc.com
益博睿決策分析、反詐欺和身分辨識業務
www.experian.com.tw
領英：Experian Asia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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