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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 優越的商品體驗
• 完整管道行銷
• 提高轉換率
• 降低商品退貨
•

 
加快上市時間

• 提高商品種類
• 擴展至新市場
• 創造可實行的創意想法，如零售聊天機器人 

聽起來很棒，對吧？讓我們來更深入的瞭解

PIM 即是商品資訊管理 (Produ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這在 B2B 與 B2C 企業
中是個熱門話題，且對於產業來說 PIM 正迅速成長中。
根據  Ventana Research (一間專精於業務、市場、技術等研究與諮詢服務公司) 數據指
出，到2021年時，以商品為中心的企業或組織來說，會有達50%的企業或組織建立並使用
一個現代化的PIM環境，以用於管理商品處理和提供高品質的商品體驗。

PIM 工具讓您可以建立一個中心點來共同管理您所有的商品資訊。這可使您從根本上來
簡化所有線上與線下商品目錄的建置、維護及使用商品敘述和規格的流程。

PIM 不但可使您的商品資訊流程更有效率，它也是下列項目的基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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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一個PIM工具可在所有管道中簡化流程及交付更高品質的商品資訊

什麼是 PIM？

資料來源

企業資源企劃 EPR 電商平台

市場

產品型錄

POS 銷售終端

手機應用程式

多媒體伺服器

供應商、廠商

採購部門

行銷部門

商業管道

商品資訊管理 (PIM) 是一組專精於商品資訊管理的企業實務與業務應用程式，從供應鏈
到企業再到客戶，提供完整組織的使用。

PIM 解決方案提供一個地方來蒐集、管理與豐富您的商品資訊、建立商品目錄和分配資
訊至您的業務及電商平台。行銷人員可在簡化與加快商品目錄管理時，透過 PIM 可大幅
提升商品資訊的品質、精準度與完整度。使用 PIM 解決方案的企業，可更輕鬆與迅速地建
立和交付引人入勝的商品體驗，並推動良好的客戶體驗、涵蓋更多市場、提升業務轉換率
以及利用新的銷售管道。

圖一描繪出一個簡單的方法來視覺化 PIM 在大原則下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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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資訊透過不同內、外部來源中所取得，並加載至 PIM 解決方案中。

•  行銷人員、電商經理、品牌與目錄經理，和其他商品數據專家們可於
PIM 中讓商品更加豐富、分類與本地化。企業規則、驗證流程及用戶管
理工具，讓您持有豐富化與本地化的流程控制。

•
 
已豐富化和本地化的數據可散佈至電商平台、上市、列印目錄、POS
系統、手機APP、聊天機器人及其他平台中。

                       

                       含有用處、使用方法及使用建議等商品說明

                       可與買家建立情感連結的豐富商品敘述、故事和圖片

PIM 可用於管理不同類型的資訊：

• 尺寸、顏色、重量、材質及成份等商品規格 技術資訊：

•  使用資訊：

•  情感資訊：

備註 :   PIM 專精於商品敘述與規格。庫存級別與價格等交易資訊並不透過 PIM
解決方案管理。

無論是B2B或B2C，PIM 絕對
是整個電子商務和產品行銷的

戰略計劃中之關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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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這麼多公司如此快速採用 PIM？

調查的公司舉出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1 - 客戶對於數據品質的期望

客戶期待一個完整與精準的商品資訊，伴隨著圖片和其他數位媒體。若他們無法
從零售商/供應商中找到或取得想要的資訊，他們會去其他網站或目錄。企業們
了解此需求，且渴望去投資可使商品資訊更輕鬆迅速地蒐集，以及更完整與精準
地供應的解決方案。

#2 - 數據治理
一般來說，企業無法在沒人盯著的情況下完成建立高品質與完整商品資訊，如有
誰參與、誰可驗證數據、誰可決定資訊是否完整等。而使用 PIM 解決方案企業，
透過PIM可輕易達到管理、控制及追蹤商品建立資訊的流程，且越來越多企業將
其做為治理大數據計畫中的一部分。

#3 - 透過有效率的收益與降低成本來快
速提高投資報酬率 

相較於其他更高費用的IT導向主數據管理 
(master data management, MDM)，PIM 專
案是以企業導向為主，且針對部署更來的快
速、便宜，亦易於評估公司收益。而通常所
提供提高銷售轉換率與降低商品退貨率的數
據計算之下，回報率都會在一年以內，考量
到行銷團隊提昇的敏捷性和擴充性的提高甚
至會要來的更短。

為什麼 PIM 如此熱門？

來源：Ventana研究中心，針對下一世代的商品資訊管理
系統的基準研究。
     Ventana Research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因為錯誤造成的嚴重影響

更有效率及節省

來自數據品質的投訴

數據管理新措施

數據品質提升

行動裝置新措施

66%

46%

42%

39%

36%

34%

產品數據就是你的驅動力
為何要改變產品管理資訊的方式

根據 MarketsandMarkets (市場研究機構)，在2021年時，PIM 分類將以 25.3% 
的合成年度增長率達到美金 $15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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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所�來的效率，PIM 是一��您的行銷���有時�與�力，來��� 
��������������������������的�力��器。有了 
�大的PIM，您將可���提供��客戶��的��商品體�。

您的�業可� PIM 中�得����效�：

#1 - ���������

�������
具有影響力的情感資訊，及更高品質、更全面的商品數據，來取得更高的客
戶轉換率。當數據依不同管道創造不同語境、提供不同管道所需的媒體與商
品敘述，它將更進一步的貢獻更高的銷售轉換率。

������
不完整與不�確的商品資訊是��商品退貨的���� � 當客戶��得�� 
們��中所��的商品，���求退貨，且需��您��與��的��。PIM 可 
��您�過����數據��、��、�完�的商品資訊、�����程來確�
您每次皆傳遞完整且精確的商品資訊，如此一來可有效減少退貨率。

���������
我們都知道 B2B 與 B2C 產業將面臨大幅的改變：語音、聊天機器人、AR、
人工智慧和更智慧的客製化。這些新技術的共通點是對結構化數據的龐大需
求。PIM 集中與結構化商品數據來使其可即時為新型技術所使用，且同時大
幅簡化了部署這些新銷售與行銷計畫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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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提升團隊生產力
 

將上市時間加快3至4倍

您的商品行銷團隊被聘雇來製作與維護有意義的商品說明，再經由瀏覽器送達
到買家面前。然而，若無 PIM 的協助，您的團隊將花費大部分的時間來手動執
行多個應用程式中乏味且重複性高的任務，拼命嘗試在多個平台和地區中跟上
不斷變化的規格與模型。

PIM 可自動執行高達 80% 當前的手動任務，以便讓您的團隊專注於您真正支
付他們執行的工作 - 讓您的商品盡可能地令人滿意。並創造出一個符合管理促
銷活動或季節性銷售的動態目錄。

PIM 可自動將您的來源系統中匯出原始商品數據，亦可將已完善過的數據匯入
至各個平台中。您的商品團隊唯一需要做的事是建立誘人的商品描述。

PIM 也可將經常發生混亂的商品豐富化過程，透過內建流程轉變為可清晰引導
每位團隊成員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如此一來可提高生產率，並允許更多科組、部
門與地區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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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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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 vs. MDM:

PIM vs.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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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 vs. PLM:

PLM（商品生命週期管理）

圖二： PIM、MDM、PLM和DAM系統的重疊和差異。

                                                   是個從商品設計到生命週期支援結束的資料庫。
PLM 允許製造商來追朔草圖、CAD 檔案、零件、庫存資訊、丟棄等細節資訊。

PLM 專精於讓企業內部相關成員所使用，PLM 沒有太多直接面對客戶用得上
的訊息。然而，PIM 可從 PLM 中取出相關規格與商品資訊，以讓商品資訊可以
做出直接面對客戶的銷售（如銷售員）。

財務 檔案

IT工具
多網域
管理導向
專注內部系統

規則
工作流程

資源管理
資產操控

數據整合
數據質量
角色與權限
API

商業應用

數據充實化、翻譯、發布
僅產品數據

共同特徵

共同特徵

專注於商務

CRM

PLM ERP PLM

CRM

電子商務

行動裝置 產品目錄 商城

POS 銷售終端

財務 商業智慧與分析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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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正確的 PIM 解決方案

市場中有許多 PIM 工具，而每個工具皆有各自的強項與弱點。選擇一個可符合
現有需求，以及可適應未來需求的 PIM 解決方案極為重要。考慮到這點時，這
裡有些指南來幫助您選擇可讓您的團隊釋放創造能力，且同時符合及定義您的
商品管理流程的 PIM。

讓彈性成為您的指南

因為 PIM 在其他系統之間是個非常重要的元件，所以 PIM 亦提供了相對的價
值。對於技術的互通性和人工處理流程皆是如此。您一定是希望您的技術架構
與流程，會隨著時日不斷進步。這也是您需要 PIM 伴隨著您成長中的企業一同
拓展的原因。

互通性

在每個 PIM 系統當中，都有一個關鍵需求：它是否可與您當前和計畫的資訊來
源、終點進行互通。若您的 PIM 無法輕鬆與您的內部ERP系統、您的供應商商品
資訊系統、您的線上店面、手機應用程式、POS 系統或列印目錄進行連接，那麼
您就錯過了 PIM 的主要優勢。您心目中的 PIM 就包含著各種連接器，來促進所
有系統之間的互通，並從中簡化流程。

然而，請記住，內部修改和併購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可支援的系統名單越
長越好。我們將在後續開源區塊（請參閱第16頁）中進一步討論一些不常見和
自有系統的問題。

生態系統

PIM 的生態系統大小與強度在您一個長期解決方案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PIM 
並非一次性的開發工夫。它們必須不斷地成長，並適應發展中的系統與技術。尋
找一個支援任何您所期盼的 PIM 整合商、開發商及技術夥伴來維持健康且可
自我運作的 PIM 群體。

© Copyright 2018- Akeneo -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2018- Akeneo - All Rights Reserved

14



© Copyright 2018- Akeneo - All Rights Reserved

15

•  在地：

•  平台即服務 (PaaS Platform-as-a-Service)：

•  軟體即服務 (Software-as-a-Service)：

 最好的商品與您的團隊一起發展

如上方所述，不同的部署選項皆有各自的優缺點。選擇部署方式時，應確保 PIM 
可滿足您的團隊需求。

由於 PIM 會隨著時間更改需求，對您的團隊而言，最佳的解決方案是個可更改
部署選項，並可依您的團隊的資源與需求而成長。

             團隊通常在他們的防火牆後使用自己的伺服器，進行部署及維護
他們所有應用程式和數據。在這個傳統的配置，團隊需負責所有維護
及底層架構。雖然這可以有著最大的彈性和控制全力，但會需要有 IT 
資源的支援。

                                                               

                                                                             從應用程式到底層架構皆由
主要的應用程式廠商維護。雖說這提供了最大的易用性，但通常就不會
有較大的彈性。

                                                                                         應用程式與數據透過第
三方託管。通常使用PaaS的團隊仍需維護應用程式及數據，並由第三方
托管底層架構。這可使之有著極度高階的應用程式客製化，且對 IT 支援
伺服器問題的程度就沒有這麼高的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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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行銷長（Chief Marketing Officer）與電商董事

增進品牌形象與成長所需的引人注目商品體驗

在所有管道中統一商品體驗，並加快上市時間

給他們這本書

高層決策人員 / 總經理

一個21世紀的銷售體驗

PIM 提供迅速的投資報酬率

我該如何說服內部成員們使用 PIM 解決方案？ 

透過啟用更好與更有效的商品資訊，PIM 支援業績成長以及企業的擴大。進而
在所有的銷售管道中建立更好的顧客與品牌體驗。最終的目標是為達成更高
的轉換率、減少退貨、以及大幅提升規模擴展的能力。

PIM 是一個商業應用程式。讓企業在針對提供更多商品、更多市場、更多管道
所需的效率以及持續性的擴展層面上更加有力。它可以滿足今時今日的消費
者在商品體驗上的需求。從投資回報率（ROI）來看，可以很明顯看出在這些新
管道中（如語音搜尋），所提升的行銷轉換率、優越的商品體驗以及商品退貨率
的降低。

送一份擴展電子商務的資料給他們吧

http://bonjour.akeneo.com/scaling-ecommerce?utm_source=in-asset-link&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WW%20-%20PIM%20101&utm_content=ebook%20PIM-101
http://bonjour.akeneo.com/scaling-ecommerce?utm_source=in-asset-link&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WW%20-%20PIM%20101&utm_content=ebook%20PIM-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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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行銷 & 目錄管理員

一個提高生產力的關鍵

提升 50% 或更多的生產力
發送一份給他們 先下手為強，殺了你的電子表單吧

技術決策人員

提供行銷人員一個他們可用的工具

PIM 是商品的客戶關係管理 (CRM)

讓他們閱讀 PIM是新的 CRM

PIM 可使產品行銷團隊事半功倍的提升表現。執行更多的行銷、更少的研究時
間。透過消除重複又繁瑣的例行性手動操作商品資訊管理，它將工作重心從剪
貼大量錯誤的電子表格，轉移至創建富有情感敘述與媒體的高品質商品數據。
商品的更新可被大幅自動化，並將所需時間從天或週轉變成僅需幾小時。PIM 
將提升與加快您的當前流程。

PIM 對於商品而言，有如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客戶
關係管理) 一樣。部署正式的 PIM 將在團隊中介紹商品數據的治理，並給予您
管控人員管理的事宜，以及同步其他系統和應用程式的權限。使用正式的 PIM 
系統，並捨去許多團隊採用的「哪邊有洞哪邊補」方法來補足 ERP 系統和電商
平台之間缺乏的功能。PIM 提供跳脫框架的解決方案，以及擁有強大生態系統
的執行顧問們來創建高雅、可支援、可擴展的商品資訊解決方案。

https://www.akeneo.com/white-paper/white-paper-kill-your-spreadsheets-before-your-spreadsheets-kill-you/?http://bonjour.akeneo.com/scaling-ecommerce?utm_source=in-asset-link&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WW%20-%20PIM%20101&utm_content=ebook%20PIM-101
https://www.akeneo.com/white-paper/white-paper-kill-your-spreadsheets-before-your-spreadsheets-kill-you/?http://bonjour.akeneo.com/scaling-ecommerce?utm_source=in-asset-link&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WW%20-%20PIM%20101&utm_content=ebook%20PIM-101
https://www.akeneo.com/blog/pim-is-the-new-crm/?utm_source=in-asset-link&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WW%20-%20PIM%20101&utm_content=ebook%20PIM-101
https://www.akeneo.com/blog/pim-is-the-new-crm/?utm_source=in-asset-link&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WW%20-%20PIM%20101&utm_content=ebook%20PIM-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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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Akeneo 企業部落格：
h //www.akeneo.com/blog/

Ventana Research: 
h //www.ventanaresearch.com/focus/salespr nforma gement

Ventana PIM 線上自我評估：
h //bonjour.akeneo.com/ventana-self-assessment

Forrester 觀點：商品資訊管理的格局（需付費報告書）： 

nagement+PIM+Q3+2017/-/E-RES139393

G2crowd 商品資訊管理軟體：
h //www.g2crowd.com/categories/product-informa gement-pim

下一個步驟

找一個 Akeneo PIM 的導覽  來深入了解 PIM 如何為您的組織帶來效益。

或是如果您已經準備好與您當地 PIM 串接專接討論您的需求，讓我們
來為您安排免費的諮詢吧。

致電給我們：

美國：  +1 833-PIM-4-ALL
法國：  +33(0)2.55.59.00.00
德國： +49 (0)211 5405 7066

寫信給我們：hello@akeneo.com

https://www.akeneo.com/blog/
https://www.ventanaresearch.com/focus/sales/productinformationmanagement
https://bonjour.akeneo.com/ventana-self-assessment
https://www.forrester.com/report/Vendor+Landscape+Product+Information+Management+PIM+Q3+2017/-/E-RES139393
https://www.g2.com/categories/product-information-management-pim
https://www.akeneo.com/demo/?utm_source=in-asset-link&utm_medium=ebook&utm_campaign=WW%20-%20PIM%20101&utm_content=ebook%20PIM-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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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keneo

關於 Christel Grizaut 
 

Akeneo 是個全球商品資訊管理 (PIM) 解決方案的領導者，它讓零售商與企業
品牌在所有銷售管道，包含電商平台、手機、印刷與零售 POS 中給予一個連貫
且豐富的客戶體驗。Akeneo 的開源版企業 PIM 大幅改善商品數據品質與精
準度，同時簡化與加速商品目錄管理。

領導品牌如 Sephora、Shop.com、Auchan、Jabra、Sunbelt Rentals、Fossil 
信任 Akeneo 的解決方案來規劃與客製他們全方面的行動。品牌與零售商們
使用 Akeneo 來提升客戶體驗、提高銷售率、降低上市時間以及加快行銷人員
的生產力。Akeneo 位於美國、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和以色列。

Christel Grizaut Billault 是一位有20年豐富的行銷經歷主管，且在世界前
1000強公司中創建強大的串接行銷策略。在加入 Akeneo 前，Christel 在
業界領先地位的Acronis 雲端數據保護公司中擔任多個高階行銷職位。而
在這之前，她也位多個全球技術公司，如 Altiris、Symantec、Tripwire 和 
Baltimore Technologies 管理了企業行銷與傳播計畫。工作忙碌之餘，
Christel 喜歡在富有異國風情的地方徒步旅行、閱讀和與家人共度時光。

本文由歐斯瑞有限公司譯

www.astralweb.com.tw

https://www.astralweb.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