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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

遇到挫折困境，台灣消費者們不再
被動忍耐。經過了充滿變動的三年，
⼤家都想活出⾃⼰，不論是對認同、
⽣活⽅式或事物的價值，⼤家都有
嶄新的看法。

我們在分析每年的數⼗億筆搜尋時
發現這個轉變，也希望透過此發現
協助⾏銷⼈找出具有意義的⽬標
對象洞察。



INTRO

Year in
Search 2 

橫跨亞太區域，2022 年的搜尋內容顯⽰，
⾯臨⼀波波的變動，⼤家還是堅守⾃⼰的⽣活。
使⽤者懷抱著開放的⼼胸、敏捷的思考及對於
數位世界的瞭解，追尋真實且平衡的⽣活、⼯作
與適合⾃⼰的⾝⼼狀態。我們對於⼈⽣的路途
越來越有意識的進⾏選擇。

分析使⽤者搜尋⼼占率最⾼的內容後，我們歸納
出台灣消費者的三個關鍵特⾊。在這個報告中，
我們將深⼊探討這些資料，瞭解你的品牌可如何
加以應⽤，並將據此強化明年的⾏銷策略。



重點趨勢⼀

1
找尋⾃我



找尋⾃我

經過充滿變動的三年，台灣消費者不再被動接受
充滿變化的局勢，反⽽開始以⾃⼰的⽅式，重新
定義⾃我並發揮潛⼒。雖然歷經出⼊境限制，
將⼤家限制在家裡，還是有許多⼈藉此機會回歸
初衷，⼤家也持續與其他⽂化互動連結。



找尋⾃我

找尋⾃我

隨著⼤家重新定義⾃⼰在社群中的樣貌，以及在
世界中的位置，如何實現⾃我，並成為真正的
⾃⼰，也是⼤家關注的重點。⼤離職潮襲來，
緊跟在後席捲世界的是疲倦感，讓⼤家開始注重
⾝⼼健康，並提升能⼒以便獲得更好的⼯作機會。
同時，越來越多⼈也開始擁抱⾃⼰的獨特性，
搜尋內容更加明確，藉此找到能符合⾃⼰獨特需求
與偏好的結果。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people-and-organizational-performance/our-insights/five-fifty-the-great-exhaustion


1.1

⽂化認同



⽂化認同



⽂化認同 |����觀點 1

我們在⼤眾的搜尋字詞中發現了⼀個有趣的
對⽐ :�⼤家想要與國際⽂化有所連結，但也
⼗分關注新加坡的獨特傳統。

這兩個不斷拉鋸的對⽴⾓⾊，也顯⽰出現代⼈
⾝為全球公⺠與在地居⺠的複雜認同與⾯向。

串聯國際，深⼊在地



⽂化認同 |����觀點 1

在台灣，含有 傳統⽂化 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20%。

在台灣，含有 台灣⽂化 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60%。



1.2

個⼈認同



隨著⼤家更瞭解⾃⼰的個⼈特⾊，在搜尋時
也逐漸加⼊更多明確訊息。使⽤者開始搜尋
「中性香⽔」⽽不是輸⼊「香⽔」，搜尋
「⼼型臉男⽣髮型」⽽不只是「男⽣髮型」，
搜尋的字詞也顯⽰出對於⾃我認同的轉變。

在台灣，
含有「男⻑髮」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搜尋⾛向明確

個⼈認同 |����觀點 1



個⼈認同 |����觀點 1

在台灣，
含有「韓國髮型」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在台灣，
含有「如何放鬆」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20%。

各種⾃我照顧的搜尋量也在攀升中，
包括避免職業疲勞的⽅法等。
⼤約 23%的東南亞⼈表⽰計畫將
更多錢花在提升⾃我，包括⼼理健康、
⽣理健康與健⾝，還有教育。¹

資料來源: 1. Google-Kantar Shopper Pulse SEA, Aug 2022. SEA  
n=5000, ID n=1000, SG n=1000, TH n=1000, VN n=1000, PH n=1000

更懂得照顧⾃⼰

個⼈認同 |����觀點 2



文化認同 |    觀點 1

健康餐盒 +30%

在台灣，
含有「健康餐盒」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個⼈認同 |����觀點 2



受到 Z 世代的影響，
⼤家更加擁抱多元的⽣活⽅式。
Z 世代不畏彰顯個⼈特⾊，
也⼗分積極形塑⾃我認同。

擁抱多元認同

個⼈認同 |����觀點 3



+3
0
%

+2
0
%

+2
0
%

在台灣，
含有「gender equality」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20%。

含有「LGBTQ」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含有「多元」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20%。



1.3

職涯認同



職涯認同



⽣活與⼯作的平衡

資料來源: 2.Randstad Employer Brand Research, 2022.

⽣活與⼯作依然緊密結合，
但⼤家開始尋求兩者的平衡，
即使可能需要辭職，
⼤家也想找到最適合⾃⼰的步調。

也有⼈尋求更彈性的⼯作安排，
有 77% 的員⼯表⽰，可以遠端⼯作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有 42%的⼈
更表⽰如果無法在家⼯作，
會拒絕該⼯作機會²。

職涯認同 |����觀點 1



職涯認同 |����觀點 1

+3
0
%

在台灣，
含有「財富⾃由」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40%
在台灣，
含有「退休基⾦」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40%。

職涯認同 |����觀點 1



提升技能與創業
隨著⼤家開始重新思考⼯作，透過訓練
拓展⾃⼰的技能、尋找更彈性的⼯作
甚⾄開始創業，也都成為關注重點。

在台灣，含有「數位課程」的
字詞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20%。

數位課程 +20%

職涯認同 |����觀點 2



+10%

職涯認同 |����觀點 2

在台灣，
含有「碩⼠」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



職涯認同 |����觀點 2



M
ar

ke
ti

ng
 

im
p

lic
at

io
ns



⾏銷啟發 01

01
包容性⾏銷應是
⾏銷策略的根本，
⽽不是只是最後妝點
你的品牌應持續提倡多元、平等與包容的
觀點，且將這些價值融⼊廣告活動的各個
⾯向，從概念到執⾏等後續，都應以此為
準則。如要讓廣告能真正令⼈感到包容與
平等，品牌必須全⾯考慮到所有⼈ :�
⾝⼼障礙、性別、種族與性傾向等不同族群，
都應納⼊規劃。



⾏銷啟發 01

舉例來說，⼤原則是在廣告中使⽤⽂字時盡量
考慮多元觀點，並反映多元交織性。品牌若在
廣告中以正⾯⽅式呈現⼥性及弱勢族群，對於
消費者購買意圖可有更⼤的影響⼒。

如需更多秘訣，請查看 Think with Google 的
多元⾏銷最佳案例。

+80%
亞太區域的 Z 世代有超過
80% 願意多付⼀些錢購買
⽀持⾃⼰關⼼議題的品牌³。

資料來源: . McCann Worldgroup, global ‘Truth About Generation Z study, August 12, 2021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future-of-marketing/management-and-culture/diversity-and-inclusion/inclusive-marketing-means-accessible-marketing/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future-of-marketing/management-and-culture/diversity-and-inclusion/inclusive-marketing-means-accessible-marketing/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future-of-marketing/management-and-culture/diversity-and-inclusion/how-marketers-advance-gender-equity/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future-of-marketing/management-and-culture/diversity-and-inclusion/


Nike 為⼥性打造具包容性
的購物體驗，展⽰適合各種
體型和⾝材的運動服裝。
除了在網站上設⽴⼤尺碼專區，
還在實體店推出不同⾝形和尺⼨
的⼈形模特兒。
這讓更多⼈也認同⾃⼰是 Nike 
運動員，從⽽建⽴更深層的
品牌認同。

品牌範例

⾏銷啟發 01

https://www.nike.com/sg/w/womens-plus-size-clothing-5e1x6z6ymx6z8mjm2


⾏銷啟發 02

02

資料來源: 4. Google commissioned Ipsos COVID-19 tracker, US, CA, UK, FR, DE, IT, AU, JP, RU, IN, CN, BR, MX, ES, ZA, KR
~n=300 online consumers 18+ per market. Jan 28-31, 2021

最近Google 搜尋推出許多創新，幫助消費者
以更⾃然和直覺的⽅式找到想找的東西。隨著
⼤家越來越常同時使⽤圖⽚和⽂字搜尋，品牌
可以考慮打造吸引⼈的圖⽚資產，讓廣告⽣動
展現不同⼈物及產品。這樣，消費者就能輕鬆
看到產品和服務的相關圖⽚並採取⾏動，
尤其是在使⽤⾏動裝置時。

超越⽂字搜尋的
視覺思考

事實上，附加圖⽚與⾏動搜尋廣告⼀起顯⽰時，
廣告客⼾的點擊率就提⾼了 10%  。4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marketing-strategies/search/search-on-updates/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700789?hl=en


2
重點趨勢⼆

追求價值



追求價值

隨著通膨上升，我們也開始重新評估事物的
價格。⼤家不僅關注標價，也關注我們真正
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例如，消費者變得更加
務實，並專注在購買⽣活必需品，有 40% 的
消費者減少衝動購物，並將「需要」置於
「想要」之上。在省錢的過程中，⼤家也
開始找尋某些省錢的⽅式，可能還意外的，
可以幫助保護環境，例如購買⼆⼿⾐物 。

資料來源: 5. Google commissioned Ipsos Consumer Continuous, US, CA, UK, FR, DE, IT, AU, JP, IN, CN, BR, MX, ES, ZA,  
KR, AR, CO, BE, CL, PE, SE, NL, DK, FI, NO ~n=500-1,000 online consumers 18+ per market. Sep 8-11, 2022

5



追求價值
資料來源: 6. Google Trends, Worldwide, Shopping category, Oct 5, 2021-Oct 5, 2022

品牌是否值得信任對消費者來說⼗分重要。
⼤家都在尋找明確的指標，確保品牌提供優質
服務和令⼈安⼼的產品。⽽真正受歡迎的往往是
整體來說最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不僅是價格
便宜就好。這也就是為什麼「最受歡迎」的
搜尋量會⾼於「最便宜」。

追求價值

6



2.1

追求
價值與知識



追求價值與知識 |����觀點 1



追求價值與知識 |����觀點 1

購買更加有意識
隨著價格上漲，消費者仔細檢視⾃⼰的
消費⽅式和時間，抓住最佳時機下⼿購物。
在全球各地，「⽐較」產品的搜尋熱度
居⾼不下⁷，⽽東南亞 73% 的購物者更是
開始把錢花在⼑⼝上，「想要」換成「需要」。

划算 30%

資料來源: x7.xGx oogle Trends, Worldwide, July 5, 2022-Oct 5, 2022
8. Google Trends, Worldwide, Shopping category, Oct 5, 2021-Oct 5, 2022

在台灣，
含有「划算」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8



追求價值與知識 |����觀點 1

+1
0
%

在台灣，
含有「消費」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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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價值與知識 |����觀點 2

尋求提升的經濟知識
由於全球經濟不穩定，
⼤家都在尋找能增加理財與經濟知識的資訊，
不管是瞭解價格上漲的原因或鎖定新興投資趨勢，
都是⼤家關注的主題，以便做出有益的決定。

通膨 +80%

在台灣，
含有「通膨」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80%。



+70%

追求價值與知識 |����觀點 1

在台灣，
含有「通膨影響」的字詞搜尋
熱度提升超過 70%。



2.2

省錢
救地球



省錢救地球 |����觀點 1



省錢救地球 |����觀點 1

通膨和環境永續
意外結合，形成良性循環
⼤家發現，購買較為環保的選擇
也可以同時節省花費，例如在汽油價格上漲時
電動汽⾞就相較不受影響。
事實上，有 73% 的東南亞消費者表⽰，
如果可以選擇，他們願意購買
更具永續精神的產品或服務。

資料來源: 9. Google-commissioned Ipsos e-Conomy SEA Research 2022, ID, MY, PH, SG, TH, VN, N2: On average, how  much more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pay for products/services that are more sustainable (e.g. reducing fuel / carbon  emissions, etc)? Weighted 
base: Digital users in Southeast Asia n=8,144.

9



省錢救地球 |����觀點 1

在台灣，
含有「碳中和」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100%

省錢救地球 |����觀點 1

在台灣，含有「ESG」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0%。



2.3

品牌信任
當道



品牌信任當道 |����觀點 1

隨著經濟考量加劇，
消費者的信任
對品牌來說
越來越重要。



品牌信任當道 |����觀點 1

資料來源: 10. Google-Kantar Shopper Pulse SEA, August 2022. Base: Re-
searched and purchased product in P2M, Home appliances/White Goods  
Total n=420, ID n=84, SG n=84, TH n=84, VN n=84. PH n=84
11. Google commissioned Kantar/Quantum Report: “Emotional Value of  
Search 2022”. E4.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with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Base: Those who have purchased or intend to purchase from  
the vertical within 12 months IN, ID, VN, TH, AU, All verticals n=6002

+84%
有 84%的消費者在購買前
會希望品牌值得信任 。

消費者帶著懷疑⼼態進⼊混沌歷程，
在尋找⽇常必需品的過程中，仔細檢視品牌
和產品的耐⽤品質。在東南亞消費者中，
影響購買決定最重要的五個因素中，
有三個都是有關消費者信任的強烈信號；
正⾯評價、知名品牌，和可退貨 /�退款 。10

11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consumer-insights/consumer-journey/decode-consumer-buying-behavior-purchase-decisions/


+20%

品牌信任當道 |����觀點 1

在台灣，
含有「好評」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20%。



品牌信任當道 |����觀點 1

售後服務

在台灣，
含有「售後服務」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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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啟發 01

為了跟上市場對價格變化的反應，品牌可以
使⽤⾃動化⼯具，在使⽤者搜尋平價且值得
信賴的選擇時，⽴即提供最優惠的選項。
你可以採⽤「新舊融合」的做法，融合傳統
搜尋最佳做法與最新⾃動化技術，例如將⾃動
出價與廣泛⽐對關鍵字相結合，如此就能確保
消費者在輸⼊全新且意圖強烈的查詢時，
廣告可以順利顯⽰。

⾃動化⼯具能在
消費者趨勢轉變時
幫助你抓住商機

01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future-of-marketing/digital-transformation/business-resilience/?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d-content-alert-visual&utm_team=twg-apac&utm_campaign=TwG-APAC-CAV-2022-10-18-APAC-Do-the-tried-and-new-Knak&utm_content=cta-btn&mkt_tok=MTcyLUdPUC04MTEAAAGHh8utVWQIM75X9PTs4Ybf8YQIx8Lvhh6mZb3nJ494eRScRwcenpv1U2enXZQkdznb4ayHXxmJegPm68-JpBGJscVgdecwLPIjv1Q7-ac52ykb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2407779?hl=zh-Hant


+80%
⾏銷啟發 01

資料來源:  12. Google Internal Data, Global, March 16, 2021 to April 12, 2021

有 80% 的全球Google廣告商使⽤⾃動出價，
解鎖Google 搜尋的潛⼒ 。12



⾏銷啟發 01

品牌範例
Nippon India Mutual Fund 
使⽤⽬標廣告投資報酬率
(target ROAS)�和廣泛⽐對，
投放了完整⾃動化的搜尋廣告
活動，觸及更多具有不同交易
價值的⾼價值客⼾，
從⽽讓 ROAS 躍升 79%，
轉化價值也提⾼ 164%。



⾏銷啟發 02

如今，環境問題已成為東南亞居⺠排名前⼆
緊迫的問題 。消費者⽐以往都更加關注這點，
優先考慮尋找環保品牌。品牌若能夠透過創新
來將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同時針對品牌
所做的永續措施採開放透明的態度，即可
增加品牌可信度並獲得消費者青睞。

永續環保措施
要公開透明

02

資料來源:  13. Google-commissioned Ipsos e-Conomy SEA Research 2022, ID, MY, PH, SG, TH, VN, N1: Please share your  views on some key 
issues in the world today. Select the top 2 topics that are important to you. Weighted base: Digital  users in Southeast Asia n=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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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啟發 02

⾺來西亞社會企業 Fugeelah
使⽤升級再造布料製成限量版
⼿袋，⽽菲律賓電⼦錢包供應商
GCash則推出點數換植樹活動，
只要⽤⼾進⾏無現⾦交易或採取
其他環保⾏動時，就可以獲得點數。
在蓬勃發展的⼆⼿服飾市場，
Lululemon也實施了回收計畫，顧客
可以⽤舊商品換取點數，⽤於購買
新的永續商品。

品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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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快樂

重點趨勢三



⾯對不斷的變動，亞太地區的消費者
已不想再忽略⾃⼰的⽣活品質。
儘管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但⼤家不再
讓這些因素阻⽌⾃⼰享受⼈⽣，不論是
簡單做個按摩，還是去觀賞 2022 年的
⼀級⽅程式賽⾞⼤獎賽。即使需要在
其他地⽅取捨，或投注許多時間
尋找更划算的選擇，⼤家依然盡可能的
享受⽣活中的美好。

追尋快樂



許多⼈也將網路和實體⽣活完美融合，擁抱數位
服務的便利的同時，也享受實際體驗的獨特魔⼒。
隨著東南亞的數位經濟即將擴張⾄ 2000 億美元，
我們發現遠程醫療和即時外送等數位服務的搜尋量
也在增加。同時，與往年相⽐，⼤家更樂意
⾛出家⾨ :�現場演場會回歸、⽶其林星級餐廳等
奢華體驗也捲⼟重來。

追尋快樂

追尋快樂

https://economysea.withgoogle.com/


3.1

奢華享受與
⽇常⼩確幸



奢華享受與日常小確幸 |    觀點 1



在台灣，含有 優惠卷 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60%

+60%

⼤家雖然關⼼是否
物超所值，但也不想
放棄⽣活中的享受。
消費者尋找⽅法節省預算，以便購買昂貴的
物品。雖然其他⼈可能會存錢⼀陣⼦才購買
較為昂貴的商品，但許多⼈也從便宜的享受
下⼿，有 80% 的東南亞購物者都在尋找
更平價的⽅式，犒賞⾃⼰ 。

資料來源 : 14. Google-Kantar Shopper Pulse SEA, August 2022. SEA n=5000, ID n=1000, SG n=1000, TH n=1000,  VN n=1000, 
PH n=1000

奢華享受與⽇常⼩確幸 |����觀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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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奢華享受與⽇常⼩確幸 |����觀點 1

在台灣，含有「飯店」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
在台灣，含有「旅館」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



3.2

旅遊熱，
聰明省



在台灣，
含有「⽇本旅遊」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0%。

2022 年，
亞太⼤部分地區的
旅⾏需求超過了
2019 年疫情前的⽔平。
有 75% 的⼈表⽰他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盡量
多多旅遊，⽽有 29% 的東南亞購物者更表⽰
他們不想推遲期待已久的旅⾏ 。為了⽀付
⼤筆的旅⾏費⽤，他們也樂於改變⾃⼰的
⽇常消費。

資料來源: 
15. Internal Google Search data for air and accommodation-related queries; Excludes queries with no
specified destination 16. Google-Kantar Shopper Pulse SEA, Aug 2022. SEA n=5000, ID n=1000, SG n=1000,
TH n=1000, VN n=1000, PH n=1000.
16. Google-Kantar Shopper Pulse SEA, Aug 2022. SEA n=5000, ID n=1000, SG n=1000, TH n=1000, VN n=1000,
PH n=1000

旅遊熱，聰明省 |����觀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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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旅遊

在台灣，
含有「歐洲旅遊」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70%。

旅遊熱，聰明省 |����觀點 1



旅⾏偏好隨著年齡有所不同。千禧世代較
有可能花⼤錢犒賞⾃⼰，5 ⼈中就有 1 ⼈在
尋找奢華的度假選擇，10 ⼈中有 3 ⼈會選擇
奢華旅遊產品和體驗。在嬰兒潮世代中，
57% 的⼈表⽰規劃旅⾏時 CP 值很重要，⽽有
50% 的⼈也表⽰想要免費取消或重新預訂等
靈活選擇 。

資料來源 : 17. GWI Travel Q3 2022 Report

旅遊熱，聰明省 |����觀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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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網路
簡化實體活動

3.3



消費者
越來越清楚可以
使⽤哪些管道
來改善體驗。
相較過去，
他們更能廣泛地使⽤
數位服務，讓⽣活更輕鬆，
將省下來的時間投⼊對他們
來說重要的線下實體體驗。

運⽤網路簡化實體活動 |����觀點 1



網路搜尋趨勢：

運⽤網路簡化實體活動 |����觀點 1

在台灣，
含有「電⼦錢包」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30%。



+1
0

%
+2

0
%

在台灣，

含有「訂閱」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

含有「實體店」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20%。

運⽤網路簡化實體活動 |����觀點 1



在台灣，
含有「演唱會⾨票」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80%。
含有「百岳」的字詞
搜尋熱度提升超過 10%。

熱⾨網路關鍵字 :

運⽤網路簡化實體活動 |����觀點 1



+20%

潛⽔

在台灣，
含有「潛⽔」的字詞搜尋熱
度提升超過 20%。

運⽤網路簡化實體活動 |����觀點 1



運⽤網路簡化實體活動 |����觀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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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即時回應
消費者需求。
這些搜尋趨勢讓我們瞭解⼤家當下
最關⼼的是什麼，瞭解他們的感受
以及想尋找什麼。
你可以使⽤Google Ads 洞察⾴⾯
找出消費者不斷演化的新需求，快速
回應、甚⾄做到即時回應。這些數據
顯⽰搜尋⾏為當下如何變化，並且
可以根據品牌的⽣意需求偏好 (例如
位置和語⾔)�調整。

⾏銷啟發 01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256472?hl=zh-Hant


02

資料來源: 18. Google Trends, Worldwide, Shopping Category, Jan 1, 2022–Nov 3, 2022

重新思考網路和
實體的界限，隨時隨地
滿⾜⽬標消費者。

我們建議使⽤ 最⾼成效廣告活動 在Google 

所有廣告管道推廣產品或服務，製作易於管理的
廣告活動。

⾏銷啟發 02

現在的消費者，不管⽣活或購物都不再局限於
特定管道，具備流暢的全通路策略⽐以往任何
時後都更加重要。全球各地⾃ 2022 年初以來，
實體店 的搜尋量幾乎翻了三倍 。
同時，有 90% 的亞太地區消費者認為零售商
應在線上銷售產品，即使是在實體消費的消費者
也會透過⾄少⼀個數位管道研究產品或服務。

18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724896?hl=zh-Hant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en-apac/consumer-insights/consumer-journey/grow-online-and-in-app-sales/


品牌範例

發現咖啡機銷量激增後，Nespresso希望利⽤
此消費者購買⾏為增加網路銷量。他們利⽤最⾼
成效廣告活動，鎖定在網路搜尋在家享受咖啡館
體驗的消費者並曝光廣告。借助⾃動化⾏銷的
⼒量 Nespresso 使⽤最相關的廣告素材資源，
吸引最有可能轉換的購物者，將轉換率提⾼ 55%

並將單次操作出價降低 3%。

⾏銷啟發 02



除⾮另外註明，否則本報告中的所有
Google 搜尋資料點均為Google 搜尋
趨勢在 2021 年 9 ⽉⾄ 2022 年 9 ⽉間
與去年同期相⽐的數據。

這些消費者趨勢顯⽰出在台灣消費者
⼼占率最⾼的話題，也能協助貴品牌
滿⾜消費者的追尋，不管是對於價值、
信任還是享受⼈⽣，在這個充滿變動的
時代，共創雙贏。

歡迎深⼊瞭解如何運⽤這些趨勢、
打造絕佳的 2023 ⾏銷策略，並透過
Google 搜尋與⾏銷創新促進業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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