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2　Chapter 1 網站分析對企業產生的價值

筆者在顧問工作中接觸過大大小小許多不同的網站，每個經營團隊都各有其

經營模式、商業模式、網站動線、網站架構，企業組織運作的狀況也都不

同，但台灣多數中小企業不重視網站分析，或者應該說，「不夠」重視網站

分析，數據能產生多高的價值取決於你有多重視數據、是否會正確使用工具

來分析數據、是否會正確解讀數據。

「網站分析」顧名思義就是透過數據去理解我們的網站在過去發生了什麼

事，它最大的價值在於：我們可以透過數據衡量網站過去經營的狀況、藉此

做出更有利的決策，網站分析同時也涵蓋了許多的領域，從資料收集、資料

解讀、做出決策、執行決策，每個環節都需要相當的專業與經驗，才能發揮

數據最大的價值。

踏出網站分析的第一步

如果你先前並不重視網站分析，但現在開始希望從網站分析中得到價值，建

議可以先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來打造數據驅動的網站經營思維：

Ä有規劃地進行資料收集

在「資料收集」這個環節中，你必須要幫助企業獲得「值得信任、能帶給你

價值」的數據。

以 Google Analytics來說，你確實只要將追蹤碼安裝到網站上，完全不用事

前規劃就會有許多有價值的數據資料，但如果你想知道使用者在網站上的特

定行為（比方說點擊某張網站上的圖片），在沒有事前進行規劃、並事前做

設定的情況下，Google Analytics並不會給你圖片點擊的數據。在收集資料的

工作中，你必須要事前先理解自己需要什麼樣的數據，若事後才想到某個數

據資料很關鍵、會影響企業的決策，但事前卻沒有進行收集，很遺憾的是，

網站分析的價值就在你手中漸漸流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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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點擊

輔助點擊

輔助點擊

最終點擊

圖 8-2

在這個範例中，這四個流量管道對於這筆訂單都有功勞，但他們扮演的角色

完全不一樣，初次點擊、輔助點擊、最終點擊，缺一不可，少了其中一環都

會影響訪客的轉換歷程。學習點擊歸屬就是要理解應該如何去佈局網站的曝

光、如何控制行銷預算。如果你只看一般的 Google Analytics報表，代表你

對於點擊歸屬的概念並不足夠，忽略了網站之所以能有良好的轉換，前面的

輔助點擊都占有很大的功勞，而只重視「最終點擊」的行銷人，最終將沒辦

法做好轉換優化。

其實初次點擊同時也是輔助點擊，稍後馬上會提到。

 Ä認識Google Analytics的「最後非直接來源點擊歸屬」

Google Analytics有多種不同的點擊歸屬，但除了「多管道程序報表」以外，

在 Google Analytics看到的數據其實是「最後非直接來源點擊歸屬」。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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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0 

在以上範例中，因為 allpay已經被我們排除，所以來源跟轉換等所有數據都

會被歸類在上一個來源，也就是 Organic，這的確是我們期望看到的數據樣

貌。但同時，Google Analytics排除的是所有來自 allpay網域的流量（不只

是跳轉，而是這整個網域來的流量），若 allpay.com.tw這個網域有擺放你的

靜態廣告、連結，真的有訪客是從 allpay.com.tw網域的行銷活動連結進來，

Google Analytics同樣會將它忽略，並且歸類到更先前的來源，簡單來說，將

有兩種狀況：

 � 狀況 1，訪客先前曾經有從其他來源造訪過：比方說禮拜一小明從

Facebook造訪過我們網站，禮拜二在 allpay.com.tw看到靜態廣告再次造

訪，但 allpay網域已經被我們設定排除，Google Analytics只好把小明視

為從 Facebook進站的流量。

 � 狀況 2，小明第一次從 allpay造訪我們網站：因為 allpay網域已經被設

定排除，Google Analytics 往先前的來源數據去找，找不到來源，導致

Google Analytics沒辦法判斷來源，只好把小明計算為 direct/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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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的報表一樣，電子商務功能的第一張報表便是總覽報表，總覽報表裡

面有銷售概況。在此再強調一次：電子商務報表內的所有資料，都必須要請

網站技術團隊送代碼及交易資料給 Google Analytics，不然電商報表將會沒有

資料。

在總覽報表上可以看到網站銷售的概況，像是收益（也就是訪客交易所獲得

的金額）、電子商務轉換率、交易次數（有幾筆交易產生）、以及平均訂單價

值 （平均每一筆交易產生了多少金額），在總覽報表的下半部我們可以看到

「行銷」的區塊有廣告活動成效、內部宣傳⋯等資訊，這些在後面將會馬上

進行介紹。

 Ä購物行為報表

圖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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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結帳行為報表

圖 12-4

「結帳行為」報表與「購物行為」報表不同的是，「購物行為」報表呈現的

是從全站流量到完成交易的漏斗（從消費者進站、看到商品、加入購物車、

進結帳流程、完成交易），而「結帳行為」報表呈現的是消費者在「結帳」

的流程中在哪個環節流失，像是：填寫送貨資料→填寫信用卡資料→確認訂

單→完成交易。

實務上如果消費者願意點擊「結帳」並且到了填寫資料的頁面，代表這位訪

客是有消費意願的，但也如同上述所提到，訪客進到結帳流程不代表他會真

的產生交易，而這張報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訪客在「結帳」的流程中的哪一

個環節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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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確認 
打勾

資料優化

UTM 標記規劃 /正確使用

請參考第 5章的「網址產生器」，在進行行銷

活動之前你必須要確保自己有規劃好 UTM標

記。

自訂管道分組

請參考第 10章及第 11章，這些設定都會影

響你觀察數據的效率、便利性、以及數據分析

的品質。

內容分組

自訂報表規劃

資訊主頁規劃

自訂區隔規劃

其他設定

開啟客層和興趣報表
請務必確保開啟客層和興趣報表，否則你將看

不到性別、年齡、興趣這些客戶資料。

工作階段逾時正確設定

細節請參考第 3章，確保工作階段逾時是以自

己期望的方式設定，這將影響你的網站工作階

段是如何計算。

認識規則運算式

規則運算式是一種在數位領域很常被用到的語法，主要用來表達字串的組合

與關係，在使用 Google Analytics、Google Tag Manager，甚至在做網站 SEO

時都會用到，它本身並困難，同時這是學 Google Analytics一定要學的語法。

在使用 Google Analytics時，什麼時候會用到規則運算式呢？基本上在做任

何 Google Analytics的設定時你都有可能用到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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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今天註冊會員完成的頁面有兩頁，分別為 /member_done與 /member_

finish，在不懂規則運算式的狀況下，你可能要設定兩個目標，但使用這個符

號，就可以同時將這兩頁設定為同一個目標，如圖 13-4：

圖 13-4：利用規則運算式，一次設定兩個頁面

點：【.】

用法：【.】在規則運算式中的意思是「與任何單一字元比對都會比對成功」。

舉例來說，如果你今天想篩選三組關鍵字，分別 SEO、UEO、CEO，你只要

輸入「.EO」，EO前面的點與任何字元比對都會比對成功，它可以一次滿足

SEO、UEO、CEO的條件。

圖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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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斜線：【\】

用法：【\】在規則運算式中的意思是「將規則運算式字元」恢復為一般字元。

舉例來說，如果你在篩選器裡面設定排除 IP「191.168.2.2」，事實上你不能

這樣如圖 13-6的方式輸入，因為自訂篩選器的欄位預設就是以規則運算式為

主，而【.】在規則運算式

裡面是有含意的（如上述

所說，【.】在規則運算式

中的意思是與任何單一字

元比對都會比對成功），因

此你必須要加上反斜線來

把【.】回歸為正常字元。

以圖 13-6來說，實際狀況如下：

 � 正確的欄位設置方式：191\.168\.2\.2

 � 錯誤的欄位設置方式：191.168.2.2

問號：【?】

用法：【?】在規則運算式裡面的含意為【?】前的字串可以存在也可以不 

存在。

舉例來說，你在觀察關鍵字的報表時，發現有的使用者會把 Google拼錯，

拼成 Gooogle（多一個 o）你想同時篩選出 Google以及 Gooogle，你就可以

用以下的方式輸入：

Gooo?gle

圖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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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5

台灣本土企業 awoo開發了一系列的 SEO工具，功能從網站體質檢測、關鍵

字研究、到資料分析都有，這系列工具最讓人讚嘆的就是「綺夢 -數據作戰

中心」，只要將 Google Analytics與 Search Console的資料與這套工具綁定，

它就會自動幫你分析關鍵字資料、到達網頁資料，甚至流量有成長或下滑都

會自動運算並呈現出來，不管你是不是 SEO專家，這套工具都能帶給你及大

的幫助。

圖 13-16：如果你不懂 SEO，但卻想做好 SEO，「綺夢 -數據作戰中心」可以給你很
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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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 Data Studio

Data Studio是 Google旗下的數據視覺化軟體，目前為免費使用。對於操作

Google Analytics的人來說，這套軟體最好用的地方在於：把 Google Analytics

的數據進行更完善的視覺化。

報表主體，可用滑鼠
拖移的方式排版

選擇你想要呈現的指標與維度，
只要熟悉 GA就一定會使用

圖 13-17

圖 13-17就是 Data Studio的操作介面，你可以將 Google Analytics的資料匯

入 Data Studio，將數據依照你期望的方式進行視覺化，如果需要做資料報告

呈報給上級主管或是老闆時，這是非常好用的免費工具。

以圖 13-18來看，我們可以看到 Data Studio支援的圖表非常多，有圓餅圖、

分佈圖、折線圖、面積圖，在實務上只要你對於 Google Analytics夠熟悉，

要熟悉這項工具頂多只需要一個下午的時間，它的上手難度遠比 Word、

Excel還要簡單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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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來說，負責企業網站分析的人，應該要先從資料需求開始規劃、定義企

業所需要的資料。舉例來說，為了優化公司的線上商務表現，你認為自己

需要的資料有「產品銷售資料」、「客戶 /會員資料」、「網站的頁面瀏覽資

訊」、「網站的轉換資訊」、「電子郵件的 EDM發送 /分析」⋯等。

確定所需的資料後，才會開始選取那些你認為有助於處理這些資料的工具，

像 EDM的管理、客戶管理，都是 Google Analytics沒有的功能，因此，你

不能只依靠 Google Analytics 來處理資料，除了 Google Analytics 之外，

Mixpanel與 Adobe Analytics 也是很棒的軟體，它們的資料處理的功能也不

輸 Google Analytics。

以下圖來說，這是我們在分析一個電商網站時，常用到的資料類型，從競爭

對手分析、行銷 /廣告資料、網站行為、到商業表現，每個環節都進行有策

略性的分析，在分析行銷問題時，才能有更全面的成果。

圖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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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分析的領域很大，要透過數據解決一個品牌的商業問題，需要具備非常

多不同領域的知識、還要有足夠的行銷經驗、以及一定的決策能力，同時，

還要會使用非常多的工具（包含 Google Analytics）。

說了這麼多，上述這段是這代表你不該學 Google Analytics，應該要學的是網

站分析嗎？

並不是。

筆者認為你還是要把 Google Analytics學好，但應該把 Google Analytics視

為一個工具、並視為踏入「網站分析」這個領域的入門磚，在熟悉 Google 

Analytics之後，筆者建議你可以接觸更多不同的分析工具、多充實「網站分

析」的思維以及觀念，網路上有非常多很棒的文章可以幫助你深入學習網站分

析，在閱讀本書之後，希望你能夠繼續進修、進步、在職場上發光發熱。

談「商業情境」與網站分析

沒有情境，你不可能產生好的分析報告，甚至產生不出行銷策略。

所謂的商業情境（Business Context）是指你的商業所處的整個環境狀況，包

括你的商業面對的消費者是誰？你的對手是誰？你的產品性質是什麼？消費

者需求是什麼？市場的現況如何？公司目前營運狀況如何？團隊有多少人？

而「情境分析」（Context Analysis）就是指分析一個商業所處的環境的所有

細節。

為什麼情境分析很重要？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今天是你報到的第一天，主管

給你一份報告，報告上只說：上個月的營業額提高了 500萬，主管問你這是

好還是不好，你有辦法當下立刻給他答案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