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業正經歷迅速和前所未有的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巨大轉變。
對零售商而言，他們必須適應被銷售額高達 $2.3 兆

美元的全球電子商務市場所顛覆的購物版圖，以及越

來越多精明又可隨時上網逛全球最大虛擬商場的消費

者，這樣的變化既是挑戰也是商機。1

對於在新世界中奮力求生的零售商和品牌來說，數位

智慧和創新 (無論是人工智慧所驅動、回應現場客戶

服務請求的聊天機器人，還是由物聯網提供的超本地

商店產品組合) 對於在當今隨需消費經濟中提高銷售

和利潤都是至關重要的。

數位技術是零售組織的重要環節，為商務程序、營

運、員工工作方式、提供的客戶體驗，以及產品和服

務等各個層面增添簡便性、便利性、客製化和自動化

特性。

在本白皮書中，我們將探索數位轉型帶來的商機，以

及 Microsoft 如何能夠協助零售商重新改造其業務，

並在當今的競爭環境中生存和蓬勃發展。

重新改造數位
時代中的零售業



    //重新改造數位時代中的零售業

改變零售業的力量

零售商正面臨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類似線上和行動購物
暴增等顛覆性轉變迫使現在正在全球全通路市場競爭的零售
商必須進入更激烈的戰鬥，以爭奪不斷被瓜分的消費者荷包
佔有率 (Wallet Share) 和思維佔有率 (MindShare)。

同時，在前 Amazon 時代建立、習於積壓庫存的美國零售
業現在正處於調整模式，而且商店在購物經驗中所扮演的
角色也正在改變中，這些進一步推動了創造成長的新商業
模式需求。

不斷進化的客戶行為和偏好是變革的主要催化劑。對於追求
立即滿足的新消費者而言，智慧型手機日漸成為其個人、社
交、工作場所和購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門戶，可用於支付帳
單、預訂飯店、在社交網路上分享度假照片或購買咖啡機。

因此，購物者的購物觸發條件發生了變化。隨著消費者轉
向線上客戶評論、社交網路上的同儕意見，以及納入自製 
YouTube 星級來推薦產品的意見領袖，餵養式行銷和廣告訊
息也受到影響。

進一步對零售商構成挑戰的是，購物者花在餐廳和 SPA 中
心等體驗上的金錢比實體商品還多。

同時，他們會跨通路購物，而且期待擁有無縫、精心策劃的
購物之旅，以反映其購物行為和偏好，無論他們是在線上、
行動裝置、商店內或是這三者的某個組合進行購物。因此，
「每當消費者以身體、數位方式和情感投入時，都期望其購
物體驗能夠『自動』適應」，這是根據 Accenture 最近的一
項研究報告。²

新的零售現實是，無論購物者擁有何種最佳體驗、無論這些
體驗是在何處及如何提供，現在都為該產業設定了期望—
無論零售商是否有能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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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零售業務轉型：數位轉型成功的四 
大關鍵支柱

當零售商盯著這些新的期望時，他們發現，為了提高獲利和
培養客戶忠誠度所設計的長期商業實踐做法並不能保證不間
斷的成功。為了在快速發展的產業中與時俱進及保有競爭
力，零售商必須從頭開始以新的方式實施技術來重新改造其
客戶體驗和商務程序。

Microsoft 正與零售商合作，一起利用當今的創新來開啟變
革和成長的新機會，並以四大關鍵支柱為建構基礎。

吸引您的客戶，以創造個人化且無縫的購物體驗
來影響購買行為

重新定義與客戶的互動需要預測購物者的渴望和需求，無論
他們是在商店內、家中還是路上，並提供便利、個人化、符
合情境的訊息、商品和購物體驗，這些都是由資料導向的技
術解決方案 (從指標和感應器到跨通路分析) 所推動。提供
有意義的購物者參與體驗也需要在多通路購物者的實體數
位化 (Phygital) 接觸點中辨識他們，並以一致的方式對一個
受眾發言。

讓您的員工在購物旅程的每一個環節都能以卓越
的服務取悅消費者

今日，為您的員工提供最先進的技術來融入整個零售供應
鏈的庫存可見度和進階資料分析，是至關重要的事，如此
一來，零售商就可以靈活地調整其銷售策略，以即時反映
客戶偏好。

強化員工的能力也表示為店內銷售人員配備可增強客戶服務
的行動工作力工具，舉例來說，這些工具可為購物者找到商
品及實現自動化，進而為重要的零售工作帶來更高的速度和
準確性，不論是將商品擺放貨架還是陳列商品。

將您的營運最佳化，以打造靈活的零售組織

零售商現在可透過技術平台將其營運最佳化，這些平台可將
大量複雜的資料訊號 (從購物者的數位和實體足跡到天氣、
季節和當日時間等外部因素) 轉化為可付諸行動的見解，進
而將產品需求預測和客戶定位的能力推到新高點。

在當今數位化的零售市場中將商務程序最佳化也意味著使用
整合式商務平台，以便在所有購買通路中提供毫無摩擦、順
暢的客戶體驗，這是為當今多通路購物者提供服務的關鍵。

產品轉型

零售商必須對其產品進行改造，以滿足購物者對個人化省時
服務及隨需體驗的渴望：從提供獨一無二的 3D 列印產品到
透過混合實境技術量身打造廚房。我們的想法是透過技術支
援的零售服務和體驗來刺激、滿足及解決未滿足的需求。

對商家而言，數位改造的潛在投資報酬率是相當可觀的。擁
抱數位轉型並挖掘其資料智慧的零售公司比起沒有這樣做的
公司，可能會額外實現 $940 億美元的收入。主要機會領域
包括員工生產力 ($410 億美元)、營運改良 ($290 億美元)、
產品創新 ($150 億美元) 和面對客戶的體驗 ($9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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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節中，我們將概述這四個 Microsoft 支柱如何幫助您重新改造零售業及加快轉型，
並展示正在見證有意義成果的產業領導者。

數位轉型

接洽客戶

授權員工以發
揮所長

客戶成果

產品轉型

營運最佳化

幫助社會向前發展深深根植於 Microsoft 的使
命中，即增強地球上每個人和每個組織的能力，
以實現更多目標。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實現
數位轉型。」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執行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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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洽客戶

數位購物環境已訓練消費者根據其購買習慣和購買模式來期
待擁有量身打造的互動、商品推薦和產品方案。

但是傳統零售商對於在實體環境中提供產自 Web、技術驅
動的個人化客戶體驗和資訊一直苦苦掙扎著。對於在線上和
透過行動裝置提供服務的零售商而言，鎖定目標的廣告和產
品方案已證實是成功的，但是如何將這種成功擴充到實體商
店仍然令人難以理出頭緒。

這種情況現在正在改變中。類似指標、雲端、物聯網、機器
學習、混合實境和人工智慧技術等數位工具也正在為實體商
店的購物者推動個人化且順暢的體驗。

這是購物者所要的，也反映在零售投資上。目前有 40% 的
零售商表示，個人化客戶體驗是其首要任務，而有 61% 的
零售商預期個人化技術可產生有意義的投資報酬率。3

在微時刻 (Micro-Moment) 預測購物者的需求

有了 Microsoft 的預測性分析解決方案，零售商就可以追蹤
產品需求及管理庫存量和商店位置 (包括從行動裝置進行管
理)，同時為消費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綜合處理和便利性，為
其購物之旅帶來新的價值。

由 Microsoft 數位智慧解決方案提供的購物情境可能會出現
以下情況：打算去羅馬度假的消費者透過其智慧型手機上的
聊天機器人訊息應用程式要求零售商為其旅行推薦幾個重要
的時尚商品。

然後零售商會利用預測性分析的力量，使用即時資料串流及
社交媒體平台 (例如購物者的 Pinterest 圖版) 來推薦消費者
可能會喜歡的款式。零售商會從這種豐富的資料智慧組合中
揀選來推薦個人化商品，然後預留商品以供購物者在最近的
商店試穿。

之後購物者去了商店，商店內有指標感應器認出他的到來，
因為商店已準備好試衣間，裡面已有為他保留的商品。這種
「智慧型」試衣間設有觸控式螢幕，購物者可以舒服地在更
衣室內透過螢幕挑選不同尺寸、顏色或其他補充商品，然後
商店員工可以找出這些商品以供其試穿。接著購物者可直接
從其智慧型手機購買商品。

商店員工會收到購買的即時通知及訊息，例如：「本商品
的需求高於預期。目前剩下兩件現貨。現在要訂購更多件
嗎？」

類似 Microsoft Azure Machine Learning、Microsoft 
Dynamics 365、Office 365、Power BI、SQL Server 和 
Microsoft Social Engagement 等技術解決方案與服務讓這
種情境在今日成為可能。

在為消費者的購物之旅帶來新價值的同時，也會同時追蹤這
個旅程，這樣會產生寶貴的洞察力 (例如有多少商品從試衣
間進入結帳區走道)，零售商可利用這種洞察力來強化購物
體驗，並進一步加以量身打造。

最大化所有零售接觸點的個人化、相關的購物者
互動

此情境說明 Microsoft 數位解決方案 (例如比消費者更早預
測他在旅程中可能會喜歡的商品的分析，以及在他進入商店
後引導他進入空的試衣間的指標) 如何在購物者旅程中的所
有接觸點提供個人化且符合情境的互動。

此資料導向旅程會指向深化的客戶互動，這種互動會利用行
動化、沉浸式體驗和整合式商務功能來培養忠誠度和顧客保
留率，因為消費者在其整個多通路的購物旅程中得到了認
可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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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洽客戶

此購物之旅會進一步透過以商店中的興趣和位置為基礎的相
關方案加以個人化，同時零售商也會收集有關消費者的跨通
路購物行為的寶貴資訊。

透過社交和數位管道最佳化購物者互動

此情境也反映精明的零售商如何利用社交和數位管道的日益
增加的影響力，包括 Pinterest 剪貼簿和 Amazon。購物者
正在利用這些平台來研究產品和服務、表達其意見及搜尋交
易。對於使用 Microsoft Dynamics 365 等技術來監控客戶
情緒以及社交網路和客戶評論網站上正在進行之對話的零售
商而言，這為他們提供了大好機會，進而讓他們能夠快速回
應產品和行銷趨勢。

利用 AI 強化及加快客戶服務

人工智慧 (如聊天機器人) 促成的對話式商務正在重新定義
消費者如何識別可滿足其購買前需求的產品和服務 (例如尋
找以義大利為鎖定目標的商品) 以及如何補充商品 (例如指
示其語音助理裝置重新訂購洗衣粉)。

這也正在改變零售商為購物者提供服務的方式。將客戶與
聊天機器人技術連結起來後，行動或線上虛擬服務人員形
式的 AI 就可改善客戶服務和支援互動，像是處理退貨和購
物者投訴。

消費者文化對於對話式商務而言已經成熟，因為消費者對於
長期零售痛點的門檻越來越低，例如等待解決客戶服務問
題。因為所有購物行為中的 60% 首先受到數位管道的造訪
所影響，所以零售商正在對數位管道進行投資。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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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即時查看客戶提

出的問題以及我們的解答成

效，然後我們可以隨時進行調

整，進而為客戶提供更好的體

驗。」

ROBERT MICHAELS
Macy’s 資訊技術總監

接洽客戶

案例研究

Macy’s
Macy’s 的年銷售額接近 $260 億美元，為在其大約 670 個據點和線上商店購物的
數百萬名客戶提供時尚且實惠的奢侈品。Macy’s 意識到購物者正日益轉向線上和
行動通路來瀏覽及購買商品，因此正在擁抱數位轉型，以提供個人化和最佳化體驗
來滿足客戶想要的所有購物方式。

該零售商使用以適用於客戶服務的 Microsoft Dynamics 365 AI 解決方案為基礎的
虛擬服務人員來強化其網站。虛擬服務人員藉由連接 Macy’s 內部系統 API 來存取
商品和訂單的相關資訊，為客戶提供常見查詢的即時回應，並主動解決客戶問題或
將其轉接給線上服務人員來繼續對話。

由於虛擬服務人員已經回答了超過四分之一的客戶查詢，所以 Macy’s 打算將其擴
充到更多購物管道。

了解更多

「增加與客戶的互動包括根據資料智慧，在客戶自己發

覺之前預測他們想要的東西，並以自然的方式提供給客

戶。」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執行長

https://customers.microsoft.com/en-US/story/macys-retail-microsof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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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員工以發揮所長

客戶體驗不見得會提高購物者的忠誠度

在僅限類比的實體商店時代服務零售商的傳統客戶服務模
式，到了橫跨實體和網頁點擊的實體數位化 (Phygital) 購物
世界就不再管用。

為不太能容忍店內麻煩事的消費者提供服務時如果發生失
誤 (例如商店員工找不到應該有庫存的商品)，零售商會付
出更高代價。僅這一痛點每年就使商家損失 $681 億美元，
這也中傷了客戶服務和商家信譽，同時也損害了員工的生
產力。5

為了捍衛市佔率和客戶忠誠度，零售商正努力從僅僅以商品
交易賣家形式運作轉向服務提供者的形式，以簡化和豐富購
買途徑及補充數位管道。

為此，零售商正投入以下工作：透過更複雜的培訓計劃將銷
售人員轉型為品牌大使和產品專家，並透過重新定義對話和
客製化的輔助銷售技術來增強其第一線員工的能力。

今日在線上研究產品的購物者一旦進入商店內，往往會成為
目的性更高的消費者。他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希望能以
快速、無痛的方式取得，而且如果他們需要幫助，他們也
希望擁有豐富資訊和技術設備的員工可提供其需要的解決
方案。事實上，有 68% 的全球購物者認為，快速查看另一
家店或線上庫存商品的能力是獲得令人滿意的店內購物體
驗的關鍵。6

具有前瞻性思維的零售商正在利用 Microsoft 來幫助其員工
透過最新的技術工具提升客戶服務，例如允許存取即時產
品、客戶、庫存和訂單詳細資料的行動工作力裝置，好讓員
工至少與其服務的客戶一樣了解情況。這些輔助銷售解決方
案讓銷售人員能夠從整個企業的任何位置識別庫存選項，以
滿足客戶需求。

也可讓員工從任何裝置共用資訊，以整合數位、店內和後端
辦公室營運。與客戶直接面對面的店內銷售人員現在可以與
總部員工 (例如採購、行銷和設計團隊) 互動，以獲得客戶
對產品的反應、商品銷售情況及店內促銷成效的新見解。其
結果是更靈活的共同作業，最終讓購物者受益。

數位共同作業工具也取代了人工書面和電子郵件流程，以提
高員工生產力並將一般工作自動化，例如將商品擺放貨架、
準備商品陳列及尋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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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增強員工尋找和共用

所需資訊的能力，這無疑提

高了團隊合作和生產力。...借

助我們在雲端的所有工具，我

們可以將部分資源轉移到其他

地方，以提供更好的客戶體

驗。」

JUSTIN LITHERLAND
IT 商店副總裁

Lowe’s

授權員工以發揮所長

案例研究

Lowe’s
Lowe’s 是全球第二大家居裝修公司，其成立宗旨是「幫助人們喜愛其居住的地
方」，該公司在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地擁有 2,200 家門市。該零售商為了實現
其目標，希望為其 260,000 名員工提供雲端生產力工具，以便更有效地處理其工
作、在公司辦公室和商店之間進行協作，並確保個人化的客戶關係。

該零售商在全公司部署 Microsoft Office 365 服務，好讓其員工可隨時從任何裝置
存取生產力和共同作業工具，例如檔案共用和即時訊息。Lowe’s 還擴大了其員工
的電子郵件收件匣，以便他們可以收到客戶要求家居專案指導的照片。

現在，公司內的每個人都可以存取整合式平台及線上版的 Office 應用程式，所以
員工可以更快找到資訊、更輕鬆地協同工作，並且培養更貼心的客戶關係，以協助
客戶實現家居專案願景。

了解更多

「當你發現有人能解決讓你困惑不已的問題時，就成為了

工作中意想不到的奇妙時刻。你不需要依賴這種機緣來

獲得成果。所有這些知識和見解都存在於您的基礎架構

內—在您的電子郵件、文件、企業營運應用程式中—在

那裡等著您使用組織分析來發掘，並可提供對正在發生的

事情的見解。」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執行長

https://customers.microsoft.com/en-US/story/lowes-retail-consumer-goods-office-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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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最佳化

從技術轉型的角度來看，運算能力幾乎將從倉庫到店面的所
有零售功能數位化，以十分之一的時間為商家提供其客戶和
商務程序的十倍見解。

營運最佳化是讓零售商能夠從僅僅對事件做出反應轉變為即
時反應，甚至擁有先發制人的反應能力。

Microsoft 正與零售商合作來使其營運最佳化，以引導資料
導向的見解發揮強大威力，以做出更明智、更靈活的決策，
從商品銷售到庫存管理，以及在店內建立超本地、相關的
產品組合。

這種能力在今日至關重要，因為購物環境要求零售商加快其
上市速度，以跟上「資訊民主化」所推動的加速產品趨勢週
期。事實上，在「資訊豐富的世界中，客戶可在做出購買決
策時 [轉向] 各式各樣的影響力。」⁷

同時，零售商必須具備全通路履行的能力，例如在線上購
買、店內取貨越來越受歡迎的情況下。

建立超本地庫存組合

透過超本地庫存組合來提高忠誠度和荷包佔有率，該組
合可在正確的時間以合適的價格提供合適的產品。使用 
Microsoft 數位解決方案，零售商就能以資料導向的方式來
了解將銷售的商品、何時銷售、何處銷售及銷售價格，以便
更完善地管理所有通路的產品分配。當零售商根據當地需求
來放置庫存商品時，就可以減少對大型集中式倉庫管理設
施的需求。

透過資料導向的見解及更快的上市速度來重新定
義商品銷售

消費者現在都期待掌握最新的產品或時尚潮流。快速的產品
生命週期要求零售商和品牌不斷與消費者連結，並將其回饋
意見納入設計過程中，以加快產品上市速度。產品開發和交
貨流程必須簡化，以便擁有跨國界的快速與靈活性。

有了 Microsoft 解決方案，零售商就可以利用市場趨勢分析
和客戶回饋意見所提供的可行見解來加快新產品和服務的上
市時間，並透過個人化方案吸引更多購物者。例如，數位技
術讓零售商能夠透過端對端可見度及加強與消費品合作夥伴
的溝通，開發出更符合成本效益的協作供應鏈。

同時，Microsoft 即時預測性分析提高了庫存透明度，讓您
能夠更準確地預測客戶和通路需求。

簡化您的商務程序並提供整合式商務平台

客戶期望在與線上或店內的零售商或品牌互動時，能夠以個
人身分被了解及認可。

Microsoft 正在幫助商家打造簡化的智慧供應鏈，此供應鏈
是以最佳化履行方式及推動即時庫存可見度的智慧洞察為根
據，進而擁有對其整個營運的集中、有凝聚力的視野。

當零售商與 Microsoft 合作時，就可以在其整個企業中實現
順暢的共同作業—從產品規劃和供應鏈營運到商品銷售和
行銷。其結果是透過通用資料模型、預先整合的商業服務、
認知智慧、機器人、AI 和強大的分析功能 (如機器學習) 來
實現跨通路和接觸點的順暢、緊密相連的客戶體驗。

在今日按鍵提貨快速成長的情況下，這種升級就像是桌面
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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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不斷問自己什麼是

可能的，以及下一步能做什

麼。Azure Machine Learning 

令人驚嘆的因素非常大。客戶

對於我們能夠如此準確預測其

需求感到十分驚訝。」

MUSHTAQUE AHMED
資訊長

JJ Food Service

營運最佳化
案例研究

JJ Food Service Limited
JJ Food Service 是英國最大的獨立食品經銷商，為 60,000 名客戶提供經營食品服
務業務所需的一切。該經銷商擁有從餐廳、雜貨店到學校的客戶，並且尋求技術解
決方案來提高營運效率，也盡可能簡化其忙碌的客戶和供應商與其合作的方式。

Microsoft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將 Microsoft Dynamics AX 中儲存多年的客戶訂
購歷史記錄結合當地活動排程的相關資訊，為每個客戶打造偏好描述檔來預測訂
單。該解決方案還可以使用來自整個市場的彙總資料，使 JJ Foods 能夠提供個人
化的建議，以滿足客戶不斷改變的品味和需求。

該經銷商體認到其客戶很少坐在辦公桌後面，因此提供一個行動應用程式讓他們可
以隨時隨地進行訂購。另一個行動應用程式則提供訂單資訊給送貨司機，並監控溫
控條件，好讓產品送達時保持新鮮狀態。

了解更多

 

 

 
「僅僅知道您的企業中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夠的—您必

須預測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並做好利用此洞察力的準

備。」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執行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8AYjn30mQ&index=4&list=PLABl8QxKFYQBz8Isznxh4XW3urc3QEZ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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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轉型

為了滿足客戶的期望並在當今的數位時代建立忠誠度，零售
商必須提供客製化和差異化的體驗，利用創新技術超越交
易的層次來打動人心。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卻十分
關鍵，這也可能意味著生存與蓬勃發展之間的區別，或是
落人之後。

好消息是，技術創新的進步和速度正在使這種增強型購物體
驗的新典範成為可能。

隨著新的消費者需求和行為要求零售商提供「循環式發現...
讓購物體驗與客戶的生活方式和願望保持一致」，零售商也
正在挖掘數位工具，以便為實體商店增加新次元的產品探
索、教育和社群，甚至是娛樂。8

Microsoft 正與零售商合作來實現這個目標，融合實體和數
位、離線和線上。也許有一天，這意味著在商店內提供多重
感官體驗，將烹飪示範與數位成分清單結合在一起。或者可
能是一個現成、拿了就走的商品所帶來的速度和便利性，以
及行動結帳功能。或者可能是一種虛擬體驗，讓購物者可以
超越實體庫存，透過擴增實境鏡像採樣無數的口紅，以獲得
完美的色調，而不需要不斷塗抹。所有的這些體驗都可以共
存，而且零售商可透過數位轉型讓這些構想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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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對全球客戶群的變

化做出反應。例如，如果我們

擴大在美國的行銷支出，我們

可以同時加強服務來支援這些

新的消費者。無論我們的客戶

位在全球的哪一個角落，我們

都可以引進新功能並逐漸加快

部署。」

BOB STRUDWICK
首席技術長

ASOS

產品轉型

案例研究

ASOS
ASOS 這一家線上時尚零售商如何針對其 20 多歲的這群精通技術的消費者行銷、
實現超過 25% 的年收入成長率、贏得多個獎項，並在全球擴充營業據點？

雖然簡單的答案是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這個領先業界
的數位時尚零售商將其電子商務平台從單體式、內部佈署系統轉變為在 Microsoft 
Azure 的雲端執行的微服務平台。

全球有超過 1300 萬名精通技術的年輕客戶都在使用這個新平台，此平台處理的黑
色星期五的訂單數量是前一年的兩倍以上。這種高延展性和快速效能轉化為更高的
銷售額和平均購物籃價值。這家總部位在英國的快速成長公司也加速開發創新的行
動應用程式，而且打算提供強化的社交媒體互動，以快速鎖定新市場，並隨時掌握
消費者和技術趨勢。

了解更多

「從農業到金融，從紐約到新德里，全球各地的所有公司

都正在成為數據公司，企業也在使用資料來連結從汽車到

乳牛的所有一切。」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執行長

https://customers.microsoft.com/en-us/story/a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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