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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1 月 19 日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DataWarehouse

ReportBuilder 4.2.8 維護發行
AudienceResearch 1.1

AudienceManager 3.1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4.2

Discover 2.9.6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2.10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4

Search&Promote 8.7

Survey 3.2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維護發行 (01/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監控指定之 Facebook 頁面的能力，不論該頁面是否包含指定要追蹤的詞語。

修正無法從 Facebook 蒐集並正確評估負面情緒的問題。

新增標籤至「社交網路」頁面，指出 SocialAnalytics 僅能追蹤部落格、DailyMotion 和
Metacafe 網路的英文內容。SocialAnalytics 無法追蹤這些網路上的非英文內容。

修正造成「即時 Twitter 資料預覽」無法正確反應「 否 」運算元的問題。

修正在定義計算量度時顯示「無結尾字串常數」錯誤的問題。

修正 SocialAnalytics 有時候無法擷取小報表的問題。

修正影響非英文版 SocialAnalytics 的各種本地化問題，包括:

修正多種按鈕或下拉式清單無法正確運作或正確顯示的問題。
修正非英文版 SocialAnalytics 中多個位置顯示英文訊息或文字字串的問題。這些訊息
和文字字串現在應是以正確語言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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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多種訊息和字串格式錯誤或未本地化的問題。
修正 SocialAnalytics 日文版中，新增一個已經加入的詞語時，無法顯示錯誤訊息的問
題。

如需 SocialAnalytics 最新資訊，請參閱 SocialAnalytics 使用指南。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01/19/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根據包含流失漏斗之小報表而建立的已排程報表，在電子郵件中無法正確顯示的問
題。

修正 Discover 區段在 ReportBuilder 和 ExcelClient 中無法正確運作的問題。

修正擁有大量報表套裝之公司的某些控制面板載入緩慢的問題。

修正某些包含「瀏覽次數」或「訪客」的計算量度無法顯示在頁面報表的下拉式清單中的
問題。

修正包含「獨特訪客」量度的全域計算量度顯示在量度下拉式清單中的問題。

修正網站區域深度報表的 PDF 下載失敗的問題。

修正從控制面板產生 PDF 報表時，最大列數設定無法套用的問題。

修正「要求使用者下次登入時變更密碼」選項無法正確運作的問題。

修正在 ReportBuilder 中選取資料粒度後，造成資料不一致的問題。

更新 SAINT 記錄檔，在記錄檔中顯示以括號括住的預設變數名稱。

修正在資料備妥可供計算前就觸發某些警告的問題。

修正即使已套用區段，資料擷取頁首仍一律顯示「無區段」的問題。

修正無法將控制面板、報表或發佈介面工具集上的日期範圍， 從「固定」變更為「滾動」

的問題。

修正視訊控制面板上的「視訊詳細資料」區段顯示「無法擷取報表」錯誤的問題。

修正某些報表的量度選擇器出現重複「無」值的問題。

修正由於重新調整品牌結合標誌之尺寸的錯誤，導致 Excel 報表無法下載的問題。

修正在某些情況下無法載入小報表並顯示「無法擷取報表」錯誤的問題。

修正有些小報表在趨勢報表中顯示重複資料的問題。

修正無法在 DataWarehouse 中刪除區段的問題。

修正有些舊式控制面板報表在選取了 FTP 時，卻以電子郵件傳送的問題。

修正「上次接觸渠道的詳情」量度無法顯示在 SAINT 的「匯入檔案」對話方塊中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1/19/12) 包含下列修正: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a/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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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新增至銷售 eVar 的訂購無法正確加以消除重複記錄的問題。這項計算現在已符合
SiteCatalyst 15。

修正有些 SearchCenter 報表無法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的問題。

修正某些包含「瀏覽次數」或「訪客」的計算量度無法顯示在頁面報表的下拉式清單中的
問題。

修正有些 ReportBuilder 和 ExcelClient 報表無法針對大型發佈清單產生電子郵件傳送的問
題。

修正有些舊式控制面板報表在選取了 FTP 時，卻以電子郵件傳送的問題。

更新 SAINT 記錄檔，在記錄檔中顯示以括號括住的預設變數名稱。

修正「每季獨特客戶」報表，顯示正確資料。

修正參與率量度無法顯示在「付費關鍵字」報表中的問題。

修正在 SiteCatalyst Visualize 中使用包含多位元組字元之報表套裝名稱的問題。最新版可從
iTunes App Store 取得。

AppMeasurement

JavaScript H.24.2

以新方式更新視訊追蹤，現可追蹤完整的視訊檢視次數。請參閱在 SiteCatalyst 中測量視
訊。

修正造成 IE 中 VML 元素上 Onclick 事件的「屬性僅在 v:image 上有效」JavaScript 錯誤的問
題。

修正連結伺服器呼叫未包含上下文資料變數 (即使 linkTrackVars 中有加以參考) 的問題。上
下文資料變數適用於處理規則。

Flash-Flex 3.4.6

以新方式更新視訊追蹤，現可追蹤完整的視訊檢視次數。請參閱在 SiteCatalyst 中測量視
訊。

.NET 1.3.3

以新方式更新視訊追蹤，現可追蹤完整的視訊檢視次數。請參閱在 SiteCatalyst 中測量視
訊。

iOS 2.1.8

大幅增加追蹤執行緒的效能。

將離線點擊儲存位置移至不與 iCloud 同步的位置，以符合 iCloud 最佳實務。

將程式庫更新為 Apple Fat Binary 格式，因此您不須再為建置架構包含特定的程式庫。

Android 1.1.6

新增 Android 3.x 和 4.x 相容性。

在沒有 SIM 卡的 Android 裝置上 (例如 Kindle Fire)，實施訪客 ID 的 UUID。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video/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video/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vide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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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arehouse

此發行包含下列 DataWarehouse 修正:

解決新增至銷售 eVar 的訂購無法正確加以消除重複記錄的問題。

解決換行符號有時候會錯誤插入一行中間的問題。

解決 ASI 處理的問題，該問題導致歷史資料載入有時候會省略部份資料 (已證實最常發生在
歷史資料只有少數幾行時)。

ReportBuilder 4.2.8 維護發行

此發行包含下列 ReportBuilder 修正:

新增「例項」做為自訂流量報表的一個量度。

解決 Discover 區段無法用於 ReportBuilder 的問題。

解決「裝置類型」報表無法顯示在 ReportBuilder 中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AudienceResearch 1.1

此 AudienceResearch 發行提供下列新功能和增強:

匯出: 可匯出您屬性的詳細資料。

增強資料: 「總逗留時間」現在可用於所有屬性類型。新增數位出版品的發行和廣告印象資
料。行動裝置資料現在可用於網站。此功能原本僅適用於應用程式和出版品。

增強報表: 趨勢報表現在可用於所有維度。

屬性管理員: 數位屬性管理員現在提供篩選和搜尋功能、改進的屬性描述檔影像處理、
SiteCatalyst 連結以及公司描述檔資訊。

以 Adobe 的數位發佈套裝建立的網站、行動應用程式和數位出版品都可取得認證。如需詳細資
訊，請連絡您的帳戶支援管理員。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3.1 維護發行

此發行包含下列 AudienceManager 功能和修正:

新增 Auditude 至廣告伺服器目標清單。

新增在 TraitBuilder 中建立運算式時，對負數的支援。

新增依據「類型」和「資料來源」欄排序特徵清單概觀的功能。

新增在整個作用中作業期間保留清單檢視和資料篩選選取範圍的功能。登出後將頁面狀態
重設回預設值。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ReportBuilder_WebHelp.htm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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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並訂正 AudienceManager 政策頁面。

修正在變更報表日期範圍後無法更新資料的問題。

修正部分客戶資料不會從舊型像素系統遷移至 TraitBuilder 的問題。

移除彈出個別視窗以顯示報表的功能。

SearchCenter 4.2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01/19/12) 包含下列新功能和增強:

增強當執行競標規則動作時所傳送的電子郵件通知訊息，納入更多關於每個關鍵字的詳細
資訊，包括其所屬的廣告群組和促銷活動。

新增可指定多個電子郵件地址的能力，各地址間以逗號 ( , ) 或分號 ( ; ) 分隔，如此可在執行
某個競標規則動作時通知多人。

SearchCenter 現在支援 Yahoo Japan。

SearchCenter 現在會在促銷活動或帳戶名稱產生變更時，隨之重新分類歷史資料。

新增新加坡元為 Microsoft Bing 和 MSN 支援的貨幣。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一般修正:

修正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 中無法正確載入報表的問題。

修正在登入 SiteCatalyst 15 後接著切換至 SearchCenter 時，「劃分」按鈕無法正確運作的問
題。

修正在按下關鍵字的欄標頭後，「成本」欄無法正確排序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有時候無法建立或匯入促銷活動 (綠色轉動圓圈持續存在) 的問題。

修正廣告報表中的篩選無法正常運作的問題。

修正自訂群組資料標示為「無」的問題。

修正「進階篩選」功能有時候傳回錯誤結果的問題。

修正廣告群組有時候顯示的關鍵字數量多於該群組實際包含數量的問題。

修正「廣告階層」報表中資料所顯示的結果，與篩選後廣告層級報表不同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無法在廣告群組層級編輯 CPC 的問題。

修正搜尋篩選無法傳回包含加號 ( + ) 之關鍵字的問題。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本地化專屬修正:

修正使用 SearchCenter 日文版時，無法顯示競標規則結果之記錄詳細資料的問題。

修正使用 SearchCenter 日文版時，「管理」頁面無法顯示任何內容的問題。

修正使用 SearchCenter 日文版時，量度選擇器顯示錯誤量度名稱的問題。

修正使用 SearchCenter 法文版時，「有機」量度無法正確顯示的問題。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帳戶專屬修正:

http://www.omniture.com/en/privacy/audien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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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修正 SearchCenter 中的點按前資料不符合 Facebook 引擎中的點按前資料的問題。

Google:

修正 SearchCenter 中的點按前資料不符合 Google 引擎中的點按前資料的問題。

修正新增至 SearchCenter 的網站連結不會推送至 Google 的問題。

Microsoft Bing

修正由於追蹤代碼分類延遲之故，導致點按前資料無法顯示在新建立的廣告群組中的問
題。

修正 Bing 批量匯入有時候無法正確處理的問題，此問題導致匯入長時間維持在「正在驗
證」狀態，接著傳回錯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Discover 2.9.6 維護發行

此發行包含下列 Discover 修正:

我們已更新程式碼簽署憑證。此項憑證更新將需要使用者在登入時接受憑證。

修正在排名報表中按一下表格的「上一頁」或「下一頁」時，顯示同一組項目的問題。

修正某些用戶端無法登入的問題。

修正行項目顯示為「 未知 」的問題 (在「網站內容 > 頁面」報表中)。

修正當選取「上一季」時發生的日期範圍問題。此項修正可確保結束日期是該季的最後一
天。

Test&Target 2.10

此發行包含下列 Test&Target 修正:

修正從 1:1 促銷活動刪除選件時會顯示錯誤的問題，即使未從模型群組移除該選件。

修正從上一時段檢視 1:1 內容報表時發生的問題，由於 mbox/選件下拉式方塊已被刪除，因
而報表中該資料列顯示「已移除選件」，即使未針對該時段移除選件，仍顯示此訊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此發行包含下列 Genesis 修正:

修正書籤中的日期範圍問題。

修正本地化字元所發生的顯示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adobe%20searchcenter.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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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法文版 UI 中的「驗證資訊」按鈕。

改進 Genesis 匯入程式的電子郵件通知。

改進低解析度的 UI 演算。

新增當尚未完成精靈中的必要欄位就按下「下一步」時，會出現警告訊息。

修正本地化 UI 中，依名稱排序整合時發生的夥伴整合問題。

修正控制面板「列印預覽」中發生的控制面板顯示問題。

修正「隱私權通告」錯誤訊息中的文字。

啟用非管理員使用者檢視「展示櫥窗」的權限。

改進活動記錄檔的分頁。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使用指南。

Insight 5.4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7

此發行包含下列 Search&Promote 功能:

可在 Search&Promote 中存取 Scene7 資產。

可在 Search&Promote 中設定 Scene7 橫幅參數。

套用 Scene7 橫幅至業務規則。

修正:

提高「 您的意思是 」回應時間。

修正計算錯誤的 SiteCatalyst 量度值。

改進搜尋時間效能、最佳化查詢清除之評估、搜尋前以及搜尋後規則。

修正過時的 urlblocker 服務，此服務會拖慢 URL 進入點驗證。

修正 JSON 剖析器無法剖析格式錯誤之 UTF-8 字元所產生的問題。

修正因為多選了具有 $ 符號之 Facet 而中斷的 Facet 還原路徑。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

Survey 維護發行 (01/19/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當使用預覽功能時無法顯示調查頁首的問題。

修正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 和 8 中檢視調查時，選項按鈕捲動不當的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oms_genesis.pdf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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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在 Internet Explorer 7 中檢視調查時，核取方塊捲動不當的問題。

修正在 Internet Explorer 6 和 7 中檢視調查時，選項按鈕未與選項文字正確對齊的問題。

修正在 BlackBerry 裝置中檢視調查時，文字輸入方塊無法正確顯示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此發行包含下列 Recommendations 功能和修正: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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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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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notes/SP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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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2 月 23 日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ReportBuilder 4.2.9 維護發行
AudienceResearch 1.1

AudienceManager 3.2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4.2

Discover 2.9.6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2.10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4

Search&Promote 8.7.1

Survey 3.2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維護發行 (02/2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倫敦資料中心: 位於倫敦的 Adobe 資料中心現在支援 SocialAnalytics。倫敦資料中心為歐
洲、中東和非洲的客戶提供改進的效能、更快的資料處理速度。另外針對歐洲客戶，倫敦
資料中心協助使用者遵循歐盟的隱私和資料蒐集標準。

Facebook API 變更: 由於 Facebook API 的變更，下列原本由 SocialAnalytics 追蹤的事件已過
時並由新事件取代:

已過時事件 取代事件

頁面檢視

計算您控制之 Facebook 頁面的頁面檢視次
數。

頁面帖子印象

計算來自您控制之 Facebook 頁面上所有帖
子的印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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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過時事件 取代事件

頁面帖子意見

計算您控制之 Facebook 頁面上發表的意見
數目。

互動

計算與您控制之 Facebook 頁面的互動數
目。

互動行為包括: 對頁面按讚；在該頁面的塗
鴉牆留言；對頁面帖子按讚、發表評論或
分享出去；回答您張貼的問題；回應您的
活動；提及您的頁面；在相片中貼上您頁
面標籤；在您的地點打卡。

頁面帖子按讚

計算您控制之 Facebook 頁面上所建立帖子
的按讚數目。

討論這個話題的人數

計算討論到您控制之 Facebook 頁面的人
數。

討論某一 Facebook 頁面的人數包括: 對頁
面按讚；在該頁面的塗鴉牆留言；對頁面
帖子按讚、發表評論或分享出去；回答您
張貼的問題；回應您的活動；提及您的頁
面；在相片中貼上您頁面標籤；在您的地
點打卡。

片語符合: 已增強 Twitter 資料串流中的片語符合，如果一個詞語包含多個單字，現可傳回
相關性更強的符合項目。

SocialAnalytics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當客戶變更「頁碼」欄位中的數目時，「社會智能」報表中無法顯示帖子的問題。

修正「設定 > 術語選擇」頁面中，以井號標籤 ( # ) 開頭的術語前後會加上引號 ( " ) 的問
題。

修正當客戶取消選取一個 eVar、事件或多值 Var 接著按「儲存」，會失去「設定 > 設定」
頁面中所有選取項目的問題。現在會顯示錯誤訊息，提示您指定遺失項目，而不致於失去
先前的選取項目。

修正無法使用「設定 > 社交屬性」頁面新增單一 Facebook 頁面的問題。

修正當使用「設定 > 社交屬性」頁面儲存單一 Facebook 頁面時，撇號 ( ' ) 會被儲存成斜線
( / ) 的問題。

修正無法蒐集包含特殊字元之詞語或位於長 URL 內之詞語的問題。

改善後端資料庫的資料蒐集效能。

修正 SocialAnalytics 中的推文和 verbatims 日期顯示有時候會在某一天關閉的問題。
SocialAnalytics 現在會使用報表套裝的時區，來報告推文張貼的日期和時間。

修正暫時無法從 Twitter 以外的社交平台蒐集資料的問題。

修正「即時 Twitter 資料預覽」窗格無法依遞減順序排列推文的問題。

修正暫時無法蒐集 Facebook 按讚次數和意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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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SocialAnalytics 非英文版使用者介面的數個本土化問題。

如需 SocialAnalytics 最新資訊，請參閱 SocialAnalytics 使用指南。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02/2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變更為線性配置

SiteCatalyst 15 中的線性配置現在與 SiteCatalyst 14 平台中所用的線性配置更加符合。更明確的
說，事件將平均分配給同一次存取中該事件前設定之變數的所有值。

例如，若某次存取在一個成功事件前瀏覽了 4 個頁面，則每個頁面會收到該事件 25% 的評價。
如果在同一次存取中，促銷活動有 2 個值，則每個促銷活動值會收到該事件 50% 的評價。

如需此項變更如何影響區段和劃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SiteCatalyst 使用指南中的量度計算。

產品修正

修正「網站區域報表」的配置，改用「 最近 」配置，取代「 線性」。此行為符合
SiteCatalyst 14 中的行為。

修正「獨特訪客報表」中的趨勢線，在自訂日曆時有時會顯示不正確的問題。

修正在「管理控制台」中將存取總數或訪客總數與商務量度結合使用的計算量度，無法加
以建立或編輯的問題。

修正「視訊概述報表」的 PDF 匯出在「總計」區域顯示 URL 而非資料的問題。

修正 prop 50 - 75 的 UI 無法顯示關聯的問題。

移除控制面板和書籤中，目前使用者無法使用的自訂區段。如此可修正因為該名使用者沒
有自訂區段的存取權，因而導致資料顯示為零的問題。

移除報表預設檢視中，目前使用者無法使用的計算量度。此項修正可解決因為該名使用者
沒有計算量度的存取權，因而導致報表無法載入的問題。

修正當報表名稱或變數包含撇號時，資料擷取無法順利完成的問題。

修正 Internet Explorer 8 中，日期選擇方塊選取錯誤日期的問題。

篩選報表資料時，"-none" 可以篩選符合 "none" (無) 和 "unspecified" (未指定) 的行式項目，
以及翻譯等值為 "unspecified" (未指定) 的行式項目。翻譯等值為 "none" 和 "unspecified" 則
只會篩選符合翻譯後字串的行式項目。這項變更可解決無法使用翻譯等值來篩選這些項目
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2/2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獨特訪客報表」中的趨勢線顯示不正確的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a/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user/index.html#Metric%20Calculations


2018/12/11 2012 年 2 月 23 日 - Experience Cloud 發行說明

https://marketing.adobe.com/resources/help/zh_TW/whatsnew/c_02232012.html 4/8

修正在「管理控制台」中將存取總數或訪客總數與商務量度結合使用的計算量度，無法加
以建立或編輯的問題。

修正當報表名稱或變數包含撇號時，資料擷取無法順利完成的問題。

篩選報表資料時，"-none" 可以篩選符合 "none" (無) 和 "unspecified" (未指定) 的行式項目，
以及翻譯等值為 "unspecified" (未指定) 的行式項目。翻譯等值為 "none" 和 "unspecified" 則
只會篩選符合翻譯後字串的行式項目。這項變更可解決無法使用翻譯等值來篩選這些項目
的問題。

AppMeasurement

JavaScript H.24.3

修正使用 Javascript Object.prototype 覆蓋之客戶的影像請求中包含多餘資料的問題。現在處
理上下文資料變數時，會略過所有的 Object.prototype 用法。

修正有時候會以相同值傳遞兩次 pe 查詢參數的問題。

修正 JavaScript 中的 ClickMap 追蹤，忽略對 Body 標記的點按次數，即使標記帶有 onClick

事件控制碼亦同。

新增時間戳記至搭配光源追蹤呼叫 (trackLight) 的變數。

.NET 1.3.7

Windows Phone 7: 修正 offlineThrottleDelay 無法正確套用的問題。

新增時間戳記至搭配光源追蹤呼叫 (trackLight) 的變數。

iOS 2.1.10

修正當多個執行緒嘗試同時進行追蹤呼叫時，有時候會發生 EXC_BAD_ACCESS 例外的問題。

新增時間戳記至搭配光源追蹤呼叫 (trackLight) 的變數。

Android 1.2.2

修正連結追蹤呼叫對 pev1 - pev3 值進行雙重 URL 編碼的問題。

新增時間戳記至搭配光源追蹤呼叫 (trackLight) 的變數。

Java 1.2.2

新增時間戳記至搭配光源追蹤呼叫 (trackLight) 的變數。

Blackberry 1.2.2

修正當主應用程式的連線字串與 AppMeasurement 庫衍生項所用字串不同時，會在某些網
路造成連線問題的狀況。為了解決此問題，已新增一個新方法來置換傳輸 URL 延伸模組的
自動偵測，名為 setTransportUrlExtension。此外，也進行了一些增強功能，用於偵測傳輸
URL 延伸模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for BlackBerry 指南。

新增時間戳記至搭配光源追蹤呼叫 (trackLight) 的變數。

ReportBuilder 4.2.9 維護發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blackberry/oms_sc_appmeasure_blackber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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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Builder 維護發行 (02/2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資料請求中的量度順序不符合 ReportBuilder 精靈中所指定順序的問題。

修正重新整理請求中的一列時，會發生資料重新整理的問題。

修正導致儲存格中的資料被清除的重新整理問題。

修正當選取「每月」粒度時，「上次接觸行銷渠道報表」發生重新整理的問題。

請按一下「SiteCatalyst > ReportBuilder」，下載 Marketing Cloud 的最新版 ReportBuilder。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AudienceResearch 1.1

本發行無更新。如需最新的發行說明，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1.1。

若要登入，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3.2 維護發行

本發行無更新。

SearchCenter 4.2

SearchCenter 4.2 維護發行 (02/2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增強工作流程: 左側導覽器功能表已重新分組，現在可提供常用功能的更迅速存取。

全新的進階報表: 提供三個全新的進階報表: 「付費搜尋查詢」、「有機搜尋查詢」和「內
部搜尋查詢」。

命名帳戶: 建立新帳戶時，SearchCenter 會將平台名稱自動新增 (前置) 至您指定之帳戶名稱
的開頭。並新增附註至「建立帳戶」對話方塊，通知使用者關於此相命名規則。

平板電腦定位: 現在支援對 Google 促銷活動使用「平板電腦定位」。

地域目標: Google 促銷活動中地域目標的介面已優化。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一般修正:

修正當套用篩選器至報表時，報表總計顯示為零的問題。

修正當套用篩選器時，促銷活動層級報表的「點進率」和「每次點按成本」量度顯示錯誤
結果的問題。

修正當關鍵字包含會在 MySQL 查詢中逸出的字元 (如撇號) 時，點按前資料會顯示為「無」
的問題。

修正無法及時處理已匯入檔案的問題。

修正排序欄中資料時會顯示錯誤訊息的問題。該錯誤訊息顯示: 「目前無法載入一個或多個
資料欄。」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ReportBuilder_WebHelp.htm
https://marketing.adobe.com/resources/help/zh_TW/whatsnew/c_01192012.html#concept_C46F6E45530843558F2BB7CAA8FA91BB__section_E3A4337CFE18468FA64DF3ECE5F17D95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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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當客戶選擇依 0% 增加或減少出價時，會強制實行最低關鍵字出價的問題。現在當客戶
選擇 0% 時，不會採取任何動作。

修正當未正確編碼的 URL 被用做參數時，會填入兩個追蹤代碼的問題。

修正客戶無法編輯 OptiMine 藍本的問題。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帳戶專屬修正:

Google:

修正在管理螢幕中，不應具有負值的量度卻顯示為具有負值的量度的問題。

修正 Google 帳戶報告錯誤成本資料的問題。

修正 Google 帳戶的「平均位置」和「平均品質分數」量度有時候產生錯誤報告的問題。

修正 Google 帳戶蒐集的資料不完整的問題。

修正 SearchCenter 和 Google AdWords 之間的資料不一致的問題。

修正促銷活動無法正確匯入和同步的問題。

修正同步後廣告重複的問題。

修正同步後無法新增追蹤代碼至現有目標 URL 的問題。

修正 SearchCenter 中 Google 帳戶的「平均位置」量度不正確的問題。

Microsoft Bing:

修正客戶無法匯入 Bing 促銷活動，因而顯示錯誤訊息的問題。該錯誤訊息顯示: 「應為促銷
活動設定 TimeZoneType Enabled。」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Discover 2.9.6 維護發行

Discover 2.9.6 維護發行 (02/23/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有些含劃分的計劃報表無法傳送的問題。

套用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一節中所述的線性配置變更。

Test&Target 2.10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最新 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Genesis 3 維護發行 (02/2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 DreamMail、Coradiant、MediaMind、Conductor 和 24/7 的控制面板支援。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adobe%20searchcenter.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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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靈的第 3 步驟中，新增可為電子郵件追蹤指定 DREAMmail 促銷活動變數的選項。

修正 MediaMind 整合中，精靈第 4 步驟的本地化問題。

修正「夥伴展示櫥窗」頁面上的「啟動」按鈕，現在可對可用產品正確顯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使用指南。

Insight 5.4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7.1

Search&Promote 8.7.1 維護發行包含下列新功能和修正:

新產品功能

可在 Search&Promote 中存取 Scene7 資產。

可在 Search&Promote 中設定 Scene7 橫幅參數。

套用 Scene7 橫幅至業務規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橫幅。

產品增強

對記憶體和檔案都增加快取 HTC 簡報範本支援，藉以提升搜尋時間效能。

產品修正

修正新增的使用者名稱含有前導空格時，會造成無效錯誤的問題。

修正「建議」的相關問題。

僅廢止啟動伺服器上的範本檔案快取，而不是廢止每次「搜尋指南 Apache」重新載入的快
取。

修正「您的意思是」功能相關問題。

修正索引編目問題 (與 xlhtml 和 ppthtml 有關)。

修正會將名稱值顯示為亂碼的「複製規則」功能。

確保保存時間戳記，以免範本快取遭到廢止。

修正當 Scene7 橫幅對話方塊出現捲軸時，部分變更參數欄位會被切斷的問題。

您在 Scene7 橫幅參數中進行的「業務規則」變更都能在階段區域運作，但推送至即時時不
會生效。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oms_genesis.pdf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About%20Banner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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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 Survey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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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notes/SP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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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3 月 29 日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DataWarehouse

ReportBuilder 4.2.8 維護發行
AudienceResearch 2.0

AudienceManager 3.2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4.2

Discover 3.0 常問的問題
Test&Target 2.10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7.2

Survey 3.2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報表中的圖表經過設定，可以更適切地顯示量度。例如，如果同一個圖表中顯示的某個量
度很大，而另一個量度很小，則兩個量度將以更有意義的視覺方式呈現。

修正在產生「社交平台 / 屬性」報表時，有時會產生錯誤的問題。

修正無法蒐集某些 Facebook 資料的問題。

修正「社會智能」報表中某些日期顯示為未來日期的問題。

修正 SocialAnalytics 允許透過「術語選擇」頁面指定超過 2 個肯定詞語或 19 個否定詞語的
問題。

如需 SocialAnalytics 最新資訊，請參閱 SocialAnalytics 使用指南。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2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a/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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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連結網域分配變更

反向連結網域的分配從原始變更為最近。反向連結網域分配現在符合 Discover，但已改變
SiteCatalyst 14 使用的「原始值」分配。在此版發行後，「反向連結網域」報表中每個反向連結
網域獲指派的評價將有變動。在 SiteCatalyst 15 中，反向連結網域的分配類型不再可供設定。您
在「尋找方法」頁面的「反向連結網域分配」設定中所進行的任何變更，都不會套用。請參閱
「管理控制台說明」中的尋找方法。

本發行的修正：

修正屬於自訂群組的某些非管理員使用者在嘗試存取「依 IP 排除」頁面時，看不到錯誤的
問題。

修正某些大型報表在儲存後首次存取時，會顯示錯誤的問題。

修正某些自訂事件總計在「反向連結網域」報表中顯示過高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屬於自訂群組的某些非管理員使用者在嘗試存取「依 IP 排除」頁面時，看不到錯誤的
問題。

AppMeasurement

iOS 2.1.11

修正離線追蹤在某些情況下會停止傳送資料的問題。

Android 1.1.7

修正在使用「上下文資料」傳遞資料時，有時會出現例外的問題。

DataWarehouse

DataWarehouse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解決數值事件值在小數點位置被截斷的問題。現在，報告非貨幣增量器事件時，會呈現為
兩位數的小數精確度。

解決在某些情況下，轉換語法銷售 eVar 不顯示資料的問題.

解決分類的「包含任何/全部」規則相關區段不會傳回資料的問題。

解決當資料包含交易 ID 資料來源時，「登入頁面」劃分和其他路徑相關報表計算錯誤的問
題。

ReportBuilder 4.2.8 維護發行

本發行無更新。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dmin/index.html?f=t_finding_metho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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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AudienceResearch 2.0

AudienceResearch 2.0 可以讓廣告商存取已驗證資料。新增下列功能，讓廣告商尋找數位屬性。

依名稱搜尋已認證屬性。

依地理和裝置篩選，尋找符合標準的讀者。

橫向比較最多四個屬性。

檢視互動式圖表和改寫過的報表。

以 Adobe 的數位發佈套裝建立的網站、行動應用程式和數位出版品都可取得認證。如需詳細資
訊，請連絡您的帳戶支援管理員。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3.2 維護發行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發行重新設計的「目標」區域。這些變更的設計目的是為了改進工作流程，並提供個別目
標類型所需的設定路徑。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目標」文件。

SearchCenter 4.2
SearchCenter 4.2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鍵盤快速鍵: 可以用鍵盤快速鍵 (也稱為熱鍵) 來瀏覽 SearchCenter 以及叫用功能或命令，而
不使用功能表或滑鼠。

否定關鍵字建議: SearchCenter 現在可讓您批准否定關鍵字的關鍵字建議。

批量匯入/匯出改良: SearchCenter 現在可讓您同時透過多個搜尋引擎匯入或匯出資料。您也
可以匯入 .txt、.tab 和 .csv 檔案。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一般修正:

修正點按前資料的報告或分類不正確 (有時產生負面結果或分類為「無」) 的問題。

修正計算量度顯示錯誤結果的問題。

修正無法刪除計劃報表的問題。

修正以電子郵件傳送的 .csv 報表顯示錯誤欄名稱的問題。

修正「平均品質分數」和「平均位置」量度不符合搜尋引擎所報告量度的問題。

修正「平均品質分數」量度顯示的結果超出允許範圍 (10 以上) 的問題。

修正關鍵字建議在「管理」中無法載入的問題。

修正在排名報表和趨勢報表中檢視相同資料時，發生資料不一致的問題。

修正「搜尋」篩選器傳回錯誤結果的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ReportBuilder_WebHelp.htm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emdex/index.html#Dest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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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搜尋追蹤代碼被分類為內容追蹤代碼的問題。

修正競標規則歷史記錄顯示錯誤資料的問題。

修正以引號括住的關鍵字顯示多餘引號的問題。

修正非活動促銷活動的資料關聯至其他帳戶的問題。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帳戶專屬修正:

Google

修正 SearchCenter 和 Google Adwords 之間發生資料不一致的問題，有些量度會出現負數。

Microsoft Bing

修正無法將促銷活動匯入至 Bing 帳戶的問題。

修正在 Bing 帳戶中報告已暫停促銷活動之資料的問題。

Yahoo Japan

修正使用日分割時發生延遲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Discover 3.0 常問的問題

Discover 3.0 即將上市。以下是一些與此發行相關之常問問題的回答。

問題 回答

Discover 3.0 何時上市? 此版本預計於 4 月 26 日隨同排定的軟體維護
發行一同上市。

如何升級至 Discover 3.0? 不需要升級，當您登入時 Discover 3.0 就會執
行。

Discover 3 發行後 Discover 2.9.6 還能使用嗎? 否。Discover 3.0 上市後，Discover 2.9.6 就不
再可用。Discover 3 首展將包含重要的上下文
說明、功能概述及培訓視訊，協助引導所有
Discover 使用者熟悉新功能、特性和工作流
程。

Discover 3 處理資料的方式與 Discover 2.9 相
同嗎?

是。Discover 3 只是介面升級，報表結果沒有
變動。

Discover 3.0 的價格有異動嗎? 否。Discover 3.0 提供給所有現行客戶，價格
沒有改變。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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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答

為什麼介面色彩要改變為深色調的碳色浮動視
窗?

這是為了減輕眼睛疲勞。Adobe 的研究指出，
相較於其他 Suite 產品 (如 SiteCatalyst)，
Discover 使用者通常在 Discover 介面會花費更
多時間分析資料。Adobe Insight、Adobe

Lightroom 和 AutoCAD 等產品已顯示碳色浮動
視窗可以減輕亮色調介面所造成的眼睛疲勞。
當您將 Discover 資料貼到其他應用程式或傳送
已計劃報表時，輸出會變更為淺色浮動視窗，
以利於列印。

Discover 3.0 提供哪些文件? Discover 3.0 包含上下文說明系統，詳細解釋
新增及現有的產品功能及特性。請尋找特定位
置的小問號圖示 ( )，或按一下「說明 > 說明
內容」。

另外還提供一系列全新視訊，涵蓋 Discover 所
有使用面向。此系列視訊包含升級版快速啟動
指南，協助指引已熟悉 D2.9.6 的使用者。另
外如同每次軟體升級，也會提供書面發行說
明，記載新功能和特性。

可以延緩敝公司的 Discover 3.0 升級程序，4

月 26 日以後再進行嗎?

否。所有客戶都將於同一時間升級。

計劃報表是否有變更? 否。計劃報表可繼續執行，沒有問題。

Test&Target 2.10

本發行無更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Genesis 3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Genesis 書籤中發生的 30 天日期範圍問題。

修正夥伴產品在左側導覽中顯示為「未命名產品」的問題。

修正 MediaMind 潛在的資料遺失問題。

修正控制面板列印預覽中的手風琴展開和收合問題。

更新 Searchmetrics 國家清單。

修正 BrightEdge 整合所發生的精靈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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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Internet Explorer 7 中發生的精靈捲動軸問題。

修正以相同名稱建立控制面板時，所發生的控制面板命名問題。重複名稱以往無法正確增
量。

修正精靈中「機會分類」頁面發生的文字重疊問題。

修正 MediaMind 整合中遺失的中文量度名稱。

修正啟動 ExactTarget 整合時，Internet Explorer 中「下一步」按鈕的行為。

支援電子郵件變更為 support@adobe.com。

更新一般精靈為適用於最佳化精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使用指南。

Insight 5.5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7.2

Search&Promote 8.7.2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業務規則的問題，傳回正確 Facet。

修正基於結果的動作無法用於某些分段搜尋的問題。

修正直接點擊資料在用戶端和伺服器端雙重編碼的問題。

修正「視覺規則產生器」，現在可支援特定客戶於 Internet Explorer 7 及 8 的 Facet 動作。

修正業務規則關鍵字相等測試與垂直號分隔字元的問題。

修正編輯 Scene7 橫幅廣告參數的問題。

新增變更 Scene7 橫幅廣告大小，同時保持外觀比例的功能。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

Survey 3.2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Internet Explorer 7 及 Internet Explorer 8 中，造成選項按鈕、核取方塊和評分問題無法
對齊的問題。

修正需要回應之問題的錯誤，確保確實追蹤其回應。

修正時區轉換的問題，確保報告正確的時間和日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oms_genesis.pdf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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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2.10 維護發行 (03/29/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Copyright © 2018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notes/SP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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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4 月 26 日

Discover 3.0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3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DataWarehouse

ReportBuilder 4.3

AudienceManager 3.3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4.2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8

Survey 3.2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Discover 3.0

Discover 3.0 可提供跨存取作業之訪客參與和參與率的更完整角度。您可使用維度、量度和區段
的任一組合來建立自訂資料表格。新的日曆設定可讓您套用日期範圍、預設日期、滾動日期範圍
和自訂預設集。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Discover 3.0 新增功能。

修正

修正當您嘗試登入時，沒有可用授權且您的使用者名稱正由 Discover 使用中，此時會發生
的登入迴圈。

修正 Mac 上的 Command Q 按鍵功能，在關閉前提示您儲存工作。

修正計算量度中，劃分傳回零的問題。

修正從作業系統讀取不支援的地區設定時，會發生的日期範圍問題。

新增從排名報表選取和複製「總計」行的功能。

已知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sc/Discover_3_Feature_Over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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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計劃報表使用非標準月份時 (自訂日曆)，已知有問題存在。排程器能夠辨識自訂的一週首
日，但仍繼續使用標準日曆的月份、季度和年份來傳送。現有的計劃報表則繼續在正確計劃上執
行。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功能

歷史 Twitter 資料: 您現在可以回填所選搜尋詞的歷史 Twitter 資料。

SocialAnalytics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一般修正:

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社交概述」報表上「受歡迎的搜尋詞 Word Cloud」的顯示問題。如果 Word Cloud 中
要顯示長搜尋詞 (可能因為有許多肯定或否定規則條件)，Word Cloud 的顯示不正確。

增加具影響力的 Twitter 發佈者的樣本尺寸，以免少數高流量發佈者排擠掉其他發佈者。

修正在「社會智能」報表中轉譯多位元組字元時的顯示問題。

修正「社會智能」報表列出未來日期的問題。

如需 SocialAnalytics 最新資訊，請參閱 SocialAnalytics 使用指南。

SiteCatalyst 15.3

SiteCatalyst 15.3 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報表

SiteCatalyst 15 已重新啟用下列報表:

頁面找不到
Pathfinder

完整路徑

路徑長度

原始登入

首次購買間隔天數

所有搜尋頁面排名報表

機器人流量篩選

來自已知機器人和編目程式的流量現在可從報表套裝中移除。機器人流量將單獨蒐集，並顯示在
兩個新報表中: 「機器人報表」與「機器人流量報表」。請參閱機器人規則。

提升每月獨特值的報表限制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a/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admin/index.html?f=c_bot_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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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報表有大量獨特值時，SiteCatalyst 加入新功能以確保最重要的値出現在您的報表中。

在每個日曆月份的開頭，SiteCatalyst 會將任何單一變數的前 500,000 個收到值納入報表中。這包
括頁面名稱和其他流量及商務變數。例如，您網站的每個獨特頁面名稱都會計入。

而在收到 500,000 個獨特值後，SiteCatalyst 會開始進行最佳化，決定要在報表中顯示哪些值。超
過此臨界值後收到的新值，SiteCatalyst 會開始將這些值群組列入報表中名為「超出唯一客戶數」
的單一行項目。

如果其中有個值開始收到顯著流量，則會在 SiteCatalyst 中以單獨的行項目報告該值，加上該月其
餘值的前 500,000 個值 (無論流量大小，前 500,000 個值一律會單獨報告)。

如果獨特值的數目在單月超過 100 萬，則會套用第二個臨界值，此時需要更大流量才會在
SiteCatalyst 中將該值報告為單獨的行項目。例如，開始收到每天 100 次點擊的新頁面會報告為單
獨的行項目，但收到低於 10 次點擊的新頁面不會。

SiteCatalyst 14 和 SiteCatalyst 15 在您開始管理前都有相同的臨界值限制。這些臨界值預設為
500,000 和 100 萬個獨特值。所有值 (包括「超出唯一客戶數」中的每個獨特值) 都可用於
DataWarehouse 報表。

如果您要使用自訂的獨特值限制，將適用下列規則:

如果您的獨特值限制設定為小於 500,000，則上下臨界值都會使用您的限制。

如果您的獨特值限制設定為介於 500,000 至 1,000,000 之間，則下臨界值會使用您的限制，
而上臨界值會採用 1,000,000。

如果您的獨特值限制設定為大於 1,000,000，則上下臨界值都會使用您的限制。

「超出唯一客戶數」的未來技術變動

由於「提升每月獨特值的報表限制」所述變動，未來的發行版本中將以名為「(低流量)」的行項
目取代「超出唯一客戶數」行項目。

如果您有計劃報表或其他程序使用了「超出唯一客戶數」篩選器，則在未來的發行版本中，您需
要將此更新為篩選「(低流量)」。

獨特訪客報表的變動

SiteCatalyst 15 進行了變更，以便符合 SiteCatalyst 14 按天數報告獨特訪客的方法。按天數報告的
「每月獨特訪客報表」現在會顯示每天新的「每月獨特訪客」數目。以前此報表顯示的是該月每
一天按天的「獨特訪客」。同樣的，「每日」、「每週」、「每季」和「每年」獨特訪客依小於
「獨特訪客」定義的粒度來進行趨勢分析時，將一律顯示每個時段間所選類型的新「獨特訪
客」。

自訂分析報表上的存取

「存取」量度現在可用於所有自訂分析報表，不用先啟用路徑。

新報表套裝中不區分大小寫的流量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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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2012 年 4 月 26 日以後建立的新報表套裝，流量變數中的値不再區分大小寫。這些新報表套
裝中的 props 1-75、頁面名稱、伺服器、頻道 (網站區域)、下載連結、退出連結和自訂連結都將
忽略大小寫。SiteCatalyst 報表通常顯示該月傳入的第一個版本，而 DataWarehouse 則使用全小寫
版本。

修正:

SiteCatalyst 中的區段名稱不再區分大小寫。這可解決 DataWarehouse 區段以小寫值定義，
但 SiteCatalyst 找不到混合大小寫值的問題。

修正當 Discover 區段包含 ">" 字元時，這些區段無法顯示在 SiteCatalyst 15 中的問題。

對趨勢劃分進行了變更，當劃分表格查詢「每日」、「每週」、「每月」和「獨特訪客」
時，不再使用存取，改為使用訪客。這可修正特定日期的「獨特訪客」和「每日獨特訪
客」值不相符的問題。

修正 ASI 中電子商務資料有時候顯示為零的問題。

修正無法篩選清單變數的問題。

修正在 v15 遷移後，ClickMap 中啟用的某些事件無法在 ClickMap 中顯示資料的問題。

修正橫跨 v15 遷移日期的存取總計，有時候會加倍的問題。

修正趨勢報表中，一個月有超過 36 天的自訂日曆中無法顯示每月粒度資料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SiteCatalyst 15 新功能區段中描述的變動: 「提升每月獨特值的報表限制」也適用於
SiteCatalyst 14。

修正當使用比較日期功能時，無法變更排序方式的問題。

AppMeasurement

JavaScript H.24.4

建議所有客戶都套用此更新。

增強對於使用 Google Chrome Prerender 預先轉譯之頁面的偵測能力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chrome/whitepapers/prerender)。Prerender 載入並執行
JavaScript 和其他程式碼後，可能導致在使用者點按以存取您的網站前，就先行傳送頁面檢
視。JavaScript 程式庫現在會等到使用者存取您的網站，才傳送這些已預先轉譯之頁面的伺
服器調用。

Flash-Flex 3.4.7

視訊測量: 修正 Brightcove 播放程式 API 中偏移值不一致的問題。現在如果該偏移量報告為
零，完成時會使用長度做為偏移量。這可修正使用偏移值來追蹤完成的新方法問題。

.NET 1.3.7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chrome/whitepapers/prerender


2018/12/11 2012 年 4 月 26 日 - Experience Cloud 發行說明

https://marketing.adobe.com/resources/help/zh_TW/whatsnew/c_04262012.html 5/8

新增支援 XBOX。

iOS 2.1.12

新增支援 SiteCatalyst 15 視訊測量。

DataWarehouse

DataWarehouse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所有原始點選流資料饋送傳遞的檔案中將包括一個稱為 column_headers.tsv 的新查閱檔案。這
個新查閱檔案包含在 hit_data.tsv 中找到之資料的欄名稱清單所組成的單一列。

修正有時候電子商務資料被計為零的 ASI 問題。此問題會導致 ASI 區段和其他相同套裝區段
中的資料不一致。

ReportBuilder 4.3

您可以從「編輯群組」面板新增區段至多個請求。(在請求管理員中按一下「選擇全部」，
然後按一下「編輯多個」。)

支援 64 位元 Microsoft Office Excel。

支援 Marketing Cloud 的單一登入。

AudienceManager 3.3 維護發行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傳送和效能」報表。執行此報表會傳回印象和點按的資料。

新增「特徵至特徵重疊」報表。此報表可協助您決定您自訂特徵中的讀者重疊，以及您的
特徵與協力廠商特徵之間的讀者重疊。

重新設計目前的「一般」和「自訂」報表，以符合 AudienceManager 使用者介面的其他部
分。可用功能未變更。

SearchCenter 4.2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4.2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功能

匯出關鍵字建議: 您現在可以匯出關鍵字建議，以便在外部應用程式 (如 Microsoft Excel 或
文字編輯器) 中進行編輯。

選取關鍵字建議的符合類型: SearchCenter 現在提供為關鍵字建議和否定關鍵字建議選取
「廣泛」、「完全」或「詞組」符合類型的功能。

在管理格線中顯示自訂群組資訊: 您可以使用「自訂顯示」視窗中的欄選擇器，將「自訂群
組」顯示為「管理」格線中的一欄。此功能僅適用於關鍵字、廣告和位置層級。每個儲存
格中的標籤值都可內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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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競標規則動作集: 使用多個動作集建立競標規則時，您現在可以複製動作集並加以編
輯，建立新的類似動作集。

Microsoft Bing 增強功能: 在 Microsoft Bing 中，廣告說明的允許字元數已新增至 71 個字
元。廣告群組名稱的允許字元數已新增至 128 個字元。

效能增強功能: 此發行版本包含的眾多效能增強功能可以協助降低頁面載入時間達百分之
10。

Facebook 支援: 4/26/12 起 SearchCenter 不再支援購買 Facebook 廣告。Adobe 將透過
Efficient Frontier 繼續提供 Facebook 的管理和最佳化。請聯絡您的帳戶管理員瞭解更多資
訊。

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有時無法報告點按前資料的問題。

修正 SearchCenter 中報告的關鍵字層級「平均品質分數」和「平均位置」量度，不符合引
擎所報告量度的問題。

修正批量匯入後無法套用自訂群組標籤的問題。

修正將使用批量匯入進行匯入的關鍵字數目列出錯誤。

修正批量匯出功能無法匯出正確自訂群組資料的問題。

修正在 SearchCenter 中重新命名帳戶後，資料仍以舊帳戶名稱進行報告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Test&Target

如需最新 Test&Target 發行說明，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Genesis 3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IE7 中 eVar 下拉式功能表的顯示問題。

修正 IE7 的視窗捲軸問題。

修正「變數映射」中 MediaMind 整合的變數顯示問題。

修正左導覽列中，中文字元的顯示問題。

修正 Facebook 網路監控整合精靈的按鈕行為。

修正「整合活動記錄」在整合出現啟動程序警告時，無法顯示「編輯時，部分程序尚未完
成」錯誤訊息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使用指南。

Insight 5.5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adobe%20searchcenter.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oms_genes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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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8

Adobe Search&Promote 8.8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修正、增強功能和新功能:

新功能

動態 Facet

對於每頁網站內容 (可能依索引而變動，如新增屬性、移除或重新命名舊屬性) 相關的屬性
創意集，可以進行動態 Facet。動態 Facet 會自動對應槽 Facet 和真實 Facet。「搜尋指南」
圖層可以透過業務規則加速此功能。

Adobe Search&Promote 使用者介面

將 Adobe 使用者介面實施至所有 Adobe Search&Promote 網頁。

與 Omniture 登入入口網站更緊密整合

Adobe Search&Promote 客戶可以獨家使用 Omniture 登入入口網站；目前 Adobe Publish、
Adobe SiteSearch 和 Atomz 客戶則繼續使用舊版登入。

新形態分析，支援中文和日文

索引和搜尋時間套用了形態分析，以便支援中文和日文。

支援新的文件類型，如 Microsoft Office 2010

搜尋可以先將各種文件類型 (如 .doc、.docx、.pdf 和 .mp3) 轉換為 HTML，再饋送給索引器。

全新 Adobe Search&Promote 線上說明系統

線上說明系統有全新的使用者介面，現在以任務為基礎。

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使用 Stage Manager 推送 banner live 會在 live 中形成中斷的 Adobe Scene7 相關功能的
問題。

修正編輯具備「查詢參數不存在」觸發的規則時，會被錯誤翻譯為「關鍵字包含」的問
題。

修正無法編輯同一個參數兩次的問題。

修正 Index Connector 的問題，此問題造成兩個以上對應定義無法指向同一個中繼資料/欄位
值。

修正某些 PDF 文件的編目問題。升級至 3.03 可以解決最近的當機問題。

新增較短業務規則說明的功能 (例如，不在管理員中顯示 field_table)。

「搜尋指南」導覽功能表以前最多顯示 9 個項目。現在上限為 12。

改進 Index Connector 的效能。

如需最新的 Adobe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Adobe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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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行無更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Recommendations 2.10 維護發行 (04/26/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Copyright © 2018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notes/SP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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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5 月 31 日

SiteCatalyst 15.3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DataWarehouse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AudienceResearch 2.2

AudienceManager 3.3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4.3

Test&Target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8.1

Survey 3.2 維護發行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SiteCatalyst 15.3

SiteCatalyst 15.3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新功能和修正。

新特性:

反彈率: SiteCatalyst 15 中頁面報表上可用的「反彈」量度，現在可用於所有商務報表。以「反
彈」為基礎的「反彈率」量度也可用於所有商務報表。如需詳細說明，請參閱標準量度。如果您
先前有使用計算量度定義了自訂反彈率，您可讓標準反彈率量度不顯示在「新增量度」視窗中。
請參閱管理對量度和報表的存取。

登入和退出次數: 退出和登入次數現在可用於所有商務報表。

總逗留時間: 「總逗留時間」量度現在可用於流量和商務報表。總逗留時間會顯示所有訪客在選
定頁面或應用程式，或設定報告值之頁面或應用程式上的逗留總秒數。

「已超過的唯一值」已重新命名為「(低流量)」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user/index.html?f=c_metrics_standard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dmin/index.html?f=t_user_report_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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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2012 年 4 月 26 日發行說明中已改善每月唯一值的報表限制中所述的更改，所以「已超過的
唯一值」行項目現在已由標題為「(低流量)」的行項目所取代。如果您已排程篩選「已超過的唯
一值」的報表或其他程序，請予以更新並將之更改為篩選「(低流量)」。

報表 API

報表 API 中目前提供下列度量。

商務造訪/訪客:

cVisits

cVisitors

商務路徑度量:

cEntries

cExits

bounces

bounceRate

totalTimeSpent

流量:

Bot

修正:

新增「過去 13 個月」的行事曆預設集。

修正在新增至 SiteCatalyst 15 控制面板時導致 SearchCenter 階層報表不正確顯示的問題。

修正在利用套用的篩選條件執行比較報表時導致總和不正確顯示的問題。

修正無法使用「管理主控台」的「移除頁面」功能來移除某些頁面的錯誤。

「產品檢視」事件現在會顯示於「處理規則」中。

修正區段建置程式中導致程式庫組件無法儲存的問題。

修正階層報表在 April MR 後卸除獨特訪客量度的問題。現在可以正確顯示值。

修正關鍵字篩選 (例如無和未指定) 無法移除包含這些關鍵字之行項目的問題。

修正排名報表和趨勢報表間的收入轉換不相符的問題。這會發生在使用多種貨幣的報表套
裝中。

修正行動報表對於頁面檢視、存取或每日獨特訪客，顯示獨特訪客量度之值的問題。

修正在「促銷活動管理員」中更新的促銷活動分類，被雙重 URL 編碼的問題。這些值中的
空格顯示為 +，而非空格。

修正「頁面找不到」報表中，按一下放大鏡會產生空白畫面的問題。

修正「獨特訪客」報表在依頁面篩選時，顯示錯誤總數的問題。「頁面」報表的「獨特訪
客」量度則顯示正確值。現在這些報表上的值已經相符。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whatsnew/index.html#2012_%E5%B9%B4_4_%E6%9C%88_26_%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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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過去 13 個月」的行事曆預設集。

修正在授與非系統管理員權限時，防止他們檢視部分路徑報表的問題。

更新 v14 中轉譯的控制面板和 PDF，如此一來，使用科學記號的大型值便不會遭到截斷。

修正導致在 SiteCatalyst 的視訊功能表中顯示錯誤的「自訂 Insight」變數的問題。顯示的變
數現在符合在「編輯設定 > 視訊管理 > 視訊報表」中選取的變數。

共用行事曆事件上的名稱現在會截斷 (如果它們超過 50 個位元組)，如果事件名稱超過此限
制，則會顯示警告。此修正可防止這些名稱在建立後未能正確顯示的問題。如果您在現有
事件中發生此問題，則必須更新該名稱。

修正無法使用「管理主控台」的「移除頁面」功能來移除某些頁面的錯誤。

將 Excel 報表組合的下載最佳化，以防止逾時。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下列修正是針對 2012 年 5 月 31 日發佈的 Discover 3.0 所進行:

修正在將 Discover 2.9.6 專案下載至 Discover 3.0 時所發生的問題。這個問題會導致開啟空
白的工作區。

修正 Discover 無法讀取特定區段的問題。 或者 邏輯正在切換至 和 邏輯。

修正導致 Discover 擱置的問題 (與知識庫中文章 12879 相關，和圖形介面卡驅動程式有
關)。

修正導致流量報表忽略日期範圍的問題。

改善在選取橫跨歷史記錄資料界限的日期範圍時，UI 中的日期範圍處理方式，而且會傳回
零。

啟動時將搜尋專案功能新增到最近使用的專案視窗中。

在趨勢報表中，我們已在「趨勢偵測器」中新增變更時間細微單位的能力。

提高您可以針對專案選取的儲存格數目。

修正在開啟儲存的專案時所發生的日期格式問題。

更改「開始日期」欄位如何自動選取行事曆中日期範圍的方式。此修正可以在您輸入新的
開始日期之後，保留現有的日期或月份範圍。

修正版本 3.0 找不到版本 2.9.6 自訂報表標題的問題。

修正在包含大量搜尋篩選條件的詳細資料表格中搜尋導致介面組件不正常停止運作的問
題。

修正問題而導致錯誤 100 顯示於「網站分析」報表中的錯誤。在報表完成載入之前將區段
新增至工作區時，即會顯示此錯誤。

修正傳遞選項之「訊息」欄位中的問題。如果訊息長度過長而導致欄位需要捲動 (其會收合
此欄位)，即會產生此問題。

修正日期選取器中的午夜時間 (發生於 UTC 時區 (巴西聖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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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如果一星期的第一天不是星期日時，導致在行事曆中顯示不正確日期名稱的問題。

修正網站分析報表中已計算的度量持續性問題。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

期限記錄: 期限記錄讓您能夠檢視已停用或封存之每個期限的詳細資料。您可以檢視所追蹤
之每個期限的開始和結束日期。您也可以從記錄清單中重新啟用或封存期限。

重新授權 Facebook Insights: 如果您變更 Facebook Insights 密碼，可以按一下社交屬性頁面
(設定 > 社交屬性) 上的重新授權 Facebook Insights 按鈕，授權 SocialAnalytics 繼續收集來自
Facebook 的 Insight 資訊。

如需 SocialAnalytics 最新資訊，請參閱 SocialAnalytics 使用指南。

AppMeasurement

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版本歷史記錄，此為下列平台上 AppMeasurement 之版本歷史記錄的後
續內容:

JavaScript

iOS

Android

Flash-Flex

Windows Phone、XBOX、Sliverlight 和 .NET

BlackBerry

Java

PHP

Symbian

DataWarehouse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ReportBuilder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流量 Bot 和網頁 Bot 報表中的錯誤，這會產生無效度量的錯誤。

將「反彈率」、「反彈」、「商務登入次數」、「商務退出次數」及「花費的總時間」度
量新增至 ReportBuilder。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AudienceResearch 2.2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a/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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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Research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Digital Publications 的量度現在符合 Magazin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發行的指引。

修正影響「頁面檢視總數」量度的問題

產品穩定性改進

以 Adobe 的數位發佈套裝建立的網站、行動應用程式和數位出版品都可取得認證。如需詳細資
訊，請連絡您的帳戶支援管理員。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3.3 維護發行

這個維護發行中沒有任何更新。

SearchCenter 4.3

此 SearchCenter 4.3 發行包含下列新功能和增強:

預設的自訂群組指派: 您可以在促銷活動或群組等級，指定預設的自訂群組指派和標籤。所
有新增到這些容器的物件都會自動繼承這些指派和標籤。

大量匯出中適用於度量的自訂日期範圍: 執行大量匯出時，您現在可以選取自訂日期範圍，
以選擇開始和結束日期。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一般修正:

修正在匯入 .tsv 和 .csv 檔案時不常導致自動產生行銷活動功能傳回錯誤的問題。

修正導致在各種管理等級報告不同自訂群組度量資料的問題。

修正無法在管理畫面中顯示標準度量的問題。

修正導致管理畫面中所計算之度量的資料顯示的問題。

修正無法在按一下欄標題以排序管理畫面中的欄時顯示結果的問題。

修正無法在從包含撇號 (') 的帳戶，於管理中進行排序，或執行度量的進階搜尋時顯示結果
的問題。

修正導致針對要套用至促銷活動之促銷活動的篩選清單 (使用進階篩選條件來篩選) 的變更
無法透過篩選條件來指定的問題。

修正在使用者按一下載入更多連結以顯示更多結果時排序無法正常運作的問題。

修正關鍵字階層和基本的付費關鍵字報表無法及時顯示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無法查看事件歷史記錄之記錄詳細資訊的問題。

修正導致基本搜尋查詢、付費搜尋查詢及內部搜尋查詢報表顯示來自所產生之報表的上一
個執行個體之資料的問題。

修正因欄寬度過窄而導致度量資料無法在廣告報表中正確顯示的問題。

修正因合併大量匯入而導致多重關鍵字錯誤的問題。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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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導致從關鍵字建議功能中新增關鍵字失敗的問題。

修正導致篩選的 SearchCenter 小報表無法在 SiteCatalyst 控制面板中正確顯示的問題。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帳戶專屬修正:

Baidu

修正新增的群組無法及時同步完成的問題。

Google

修正在將關鍵字載入管理畫面時，使用 RateExceededError 訊息導致延遲的問題。

修正在引擎中刪除網站連結廣告，然後和 SearchCenter 同步時顯示 false 錯誤訊息
(CANNOT_OPERATE_ON_DELETED_CAMPAIGN_ADEXTENSION) 的問題。

Microsoft Bing

修正無法及時同步完成的問題。

修正導致大量匯出不正確變更關鍵字相符類型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AudienceResearch 2.0 維護發行

AudienceResearch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在 Advertiser 中，我們已修正產品詳細資料報表 (技術報表) 上「總頁數檢視」度量的問
題。

在 Auditor 中，修正當您嘗試輸入十個以上的 IP 位址時引發 「無效 IP 位址」 錯誤的問題。

修正導致 HTTP 500 內部伺服器錯誤的小問題。

Test&Target

這個維護發行包含下列更改和錯誤修正:

修改必須在其 URL 編碼版本中輸入字元才能運作的問題。現在，必須輸入未編碼的字元，
才能將目標設定為要正確相符的狀況。所有現有的促銷活動目標準則都已更新，以使用未
編碼的字元。

如需最新 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Genesis 3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增強 ForeSee v2.0 自訂精靈，在精靈中協助識別「自訂問題」。

修正 PHP 錯誤並在拖放介面中建立映像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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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如果控制面板包含 HTML 或文字組件，讓您無法將該控制面板新增至產品的問題。

利用設定 eVar 的 VISTA 規則選項，更新 HootSuite 整合精靈。

修正在精靈完成之前，導致變數重新命名的問題。

新增匯出訪客 ID 的能力，如此便能以程式設計方式提出要求。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說明。

Insight 5.5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8.1

Search&Promote 8.8.1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當結果超過 1000 筆且總計是以逗點分隔時，分頁會遺漏下一個連結。

分頁會在搜尋結果中顯示 GSPAGENAVPLACEHOLDER，而不是實際的分頁。

從 Visual Rule Builder 中移除頁尾。

Breadcrumbs 現在會使用 Facet 槽顯示名稱，而非抽象槽 Facet 名稱。

Adobe Scene7: 您現在可以第二次編輯參數。

當 Facet 是相黏 Facet (或多重選取) 且已被選取時，則不會正確傳回 Facet 槽顯示名稱。

標籤若描述的中繼標籤含有空白內容時，<搜尋描述> 標籤會改為顯示主體。

公開「報表 > 搜尋請求」下方的「指引的搜尋請求」。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維護版本

Survey 3.2 維護發行 (05/31/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在使用者退出網頁時導致顯示空白調查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notes/SP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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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Copyright © 2018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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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6 月 21 日

SiteCatalyst 15.3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DataWarehouse

Clickstream Data Feeds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Web Services

AudienceResearch 2.3

AudienceManager 3.4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4.4

Test&Target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8.1

Survey 3.2 維護發行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SiteCatalyst 15.3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3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在 SiteCatalyst 15 分段下拉式功能表中檢視任何區段定義的功能。在 SiteCatalyst 15 中
建立的區段可從功能表直接編輯和刪除。

修正某些數值分類在具有多量度之報表上顯示為 0 的問題。

修正區段具有在 Discover 中建立之「排除」畫布並儲存至本機資料夾的問題，這個問題會
導致在 SiteCatalyst 中顯示該區段時，「排除」畫布被移至「包含」畫布。

修正 PDF 報表上，顯示日曆事件圖示的演算錯誤。

修正使用「單次存取」量度的計算量度，無法在全域計算量度中共用的問題。

修正「資料擷取」中，選取了「特定」時就無法選取「反向連結網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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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文版 UI 中，「資料倉儲」複製功能無法正確運作的問題。這個問題會造成複製的請
求無法正確繼承原始請求的報表日期。

修正商務劃分錯誤地顯示在 prop 報表中的問題。這些劃分已不再顯示。

修正趨勢報表中，可能無法選取預設前 5 頁以外頁面的問題。

所有轉換漏斗 (購物車轉換漏斗、購買轉換漏斗、自訂事件漏斗、促銷活動轉換漏斗、產品
轉換漏斗等) 報表篩選中的分類，現在會在後面以括號註明父變數，方便區分各種分類。

修正用來定義 SearchCenter 之自訂「行銷頻道」處理規則被鎖定的問題。修正後，只有預
設 SearchCenter 規則會鎖定。

修正「管理控制台」中群組管理的問題，此問題會在透過搜尋找到使用者後，移除單一群
組成員變成移除所有成員。

修正垂直號字元會截斷進階搜尋篩選的問題。垂直號字元現在的運作方式與 or 符合相同，
例如 value1 | value2。

修正「流量」報表上，跨 SiteCatalyst 15 升級日期之總計計算錯誤的問題。

造訪和訪客量度現在新增至「轉換」報表後，可以顯示整個網站的總計。

修正「產品檢視報表」上，套用子關連時，造成所顯示總計不符合個別行項目加總總計的
問題。

SiteCatalyst 15 現在提供「訪客狀態報表」。

「管理控制台」中的「依據 IP 位址篩選」頁面現在可讓您篩選高達 50 個獨特的 IP 位址。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某些數值分類在具有多量度之報表上顯示為 0 的問題。

修正共用日曆事件名稱在某些多位元組語言中顯示錯誤的問題。

修正「資料擷取」中，選取了「特定」時就無法選取「反向連結網域」的問題。

修正商務劃分錯誤地顯示在 prop 報表中的問題。這些劃分已不再顯示。

修正趨勢報表中，可能無法選取預設前 5 頁以外頁面的問題。

所有轉換漏斗 (購物車轉換漏斗、購買轉換漏斗、自訂事件漏斗、促銷活動轉換漏斗、產品
轉換漏斗等) 報表篩選中的分類，現在會在後面以括號註明父變數，方便區分各種分類。

修正用來定義 SearchCenter 之自訂「行銷頻道」處理規則被鎖定的問題。修正後，只有預
設 SearchCenter 規則會鎖定。

修正「管理控制台」中群組管理的問題，此問題會在透過搜尋找到使用者後，移除單一群
組成員變成移除所有成員。

AppMeasurement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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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版本歷史記錄，此為下列平台上 AppMeasurement 之版本歷史記錄的後
續內容:

JavaScript

iOS

Android

Flash-Flex

Windows Phone、XBOX、Sliverlight 和 .NET

BlackBerry

Java

PHP

Symbian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滾動日期載入至專案時，無法保留日期範圍標題的問題。

改進將事件儲存至「資料倉儲」資料夾時，事件的區段相容性。

在「區段篩選產生器」中新增「儲存進度」指標。新區段中的變更更新前，此進度指標可
防止從工具面板拖曳區段。

修正所有行項目顯示為 未知 (在「首次購買前的天數差距報表」上) 的問題。

修正「區段篩選產生器」中，使用收入量度時，顯示錯誤運算元的問題。

刪除對 Excel 複製/貼上動作中的特殊字元，以便讓資料正確顯示，不再將一列分為兩列。

修正「流失報表」上，「區間」面板中的百分比無法正確計算的問題。

修正自訂日曆中，有些日期範圍無法正確計算的問題。

修正由於各種原因而無法顯示某些專案的問題。

修正有些維度值在工具面板中無法使用的問題。

修正「流失報表」查核點編輯器的版面問題。

修正「頁面找不到報表」中，傳回零頁面的問題。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詞語記錄」將結束日期顯示為正常日期前一天的問題。

如需 SocialAnalytics 最新資訊，請參閱 SocialAnalytics 使用指南。

DataWarehouse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a/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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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stream Data Feeds

Clickstream Data Feeds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資料饋送的標準欄設定已修訂，現在包含的量度與分析更為相關。現有資料饋送不受此
變更影響。

您現在可以選擇接收多個檔案的每日資料饋送資料，而不只是一個大型檔案。多檔案傳送
可以啟用平行擷取資料，並可降低大型資料集的擷取時間。

您也能在資料饋送中加入其他資料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lickstream Data Feeds 說明。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本發行無更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Web Services

Web Services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增強 API Explorer，可對特定的 Web Services 呼叫啟用書籤功能。呼叫名稱會附加為 URL 中
的具名錨記。

修正 Report.GetReport 上忽略 sortBy 參數選項的問題。

如需深入瞭解 Web Services，請前往 developer.omniture.com。

AudienceResearch 2.3

AudienceResearch 2.3 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發佈商可以新增視訊量度至其網站屬性。支援的量度包括:

視訊檢視
視訊訪客
視訊逗留時間

廣告商可以檢視新視訊報表的總體，或依據地理維度、依據技術維度來檢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3.4 維護發行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報表: 互動報表可顯示特徵和區段的效能和重疊資料。這些報表會使用獨特的視覺化技
術來傳回報表，而非以靜態的欄與行傳回成員。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互動報表。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whitepapers/clickstream/index.html?f=c_new_featur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emdex/index.html?f=c_dynamic_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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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Center 4.4

此 SearchCenter 4.4 發行包含下列新功能和增強:

同步: SearchCenter 4.4 發行包含下列新的同步程序:

增量資料擷取同步: 在一天 4 次資料同步期間，如果擷取的資料來自 SearchCenter 中
不存在的物件，則會自動與搜尋引擎立即同步該個別項目。
變更清單同步: 對於 Google 帳戶，SearchCenter 使用搜尋引擎「變更歷史」報表來尋
找自從上次同步後，搜尋引擎上進行的變更，並自動與 SearchCenter 同步資料。

Microsoft adCenter 符合類型增強功能: 您可以對每個符合類型 (廣泛、詞組、完全和內容)

分別競標、指派獨特的 URL、控制個別狀態，以及維持更佳的 Google AdWords 符合類型一
致性。

Google Product Listing Ads 和 Product Plus Box 延伸模組: SearchCenter 現在支援對 Google

Product Listing Ads 和 Product Plus Box 延伸模組進行報告。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一般修正:

將請求傳送至「請求」托盤之前的逾時值，從 10 秒變更為 30 秒。

修正無法讀取的成員顯示在圖形中的問題。

修正在「管理」的不同層級檢視時，自訂群組量度發生改變的問題。

修正將群組、關鍵字和廣告指派給 Test&Target 測試時，這些項目無法顯示的問題。

修正量度資料無法顯示於「管理」廣告副本層級的問題。

修正批量匯出功能傳回不完整資料的問題。

修正所報告的點按前資料不完整的問題。

修正關鍵字量度在「管理」和報表之間有差異的問題。

修正造成關鍵字重複的問題。

修正促銷活動和群組層級的上次同步日期不一樣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在進階篩選中無法使用負面量度的問題。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特定帳戶修正:

Microsoft Bing

修正在同步關鍵字時，驗證錯誤失敗的問題。

修正歷史資料無法載入至「管理」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Test&Target

這個維護發行包含下列更改和錯誤修正:

修改必須在其 URL 編碼版本中輸入字元才能運作的問題。現在，必須輸入未編碼的字元，
才能將目標設定為要正確相符的狀況。所有現有的促銷活動目標準則都已更新，以使用未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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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的字元。

具備核准者和編輯者權限的使用者現在可以存取「促銷活動建立」API。

現在已將 in-mbox 設定檔參數上限從 11 個增加為 50 個。

重新賦予選取多重成功度量的能力。下拉式清單中的核取方塊可讓您選取要結合其資料的
成功度量。

位置 (mbox) 清單頁面上的促銷活動名稱現在會提供可將您帶至該促銷活動的連結。

新增 Baidu 作為流量來源目標。

修正 Ajax 請求時，以沒有內容的回應重新載入頁面的問題。

如需最新 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此 Genesis 3 維護發行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Internet Explorer 7 中精靈無法顯示表示必要欄位的紅色星號問題。

修正「欄」標籤上「事件」群組中，「如何在 SiteCatalyst 中顯示」欄位的顯示問題。

修正無法為技術聯絡人輸入多個電子郵件地址的問題。

在「開發中心」，修正新增控制面板和書籤至具有多個整合之產品時的效能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說明。

Insight 5.5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8.1

本發行無更新。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維護發行

Survey 維護發行 (06/21/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 Survey 模組程式碼引起的網路錯誤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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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Copyright © 2018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_note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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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7 月 19 日

SiteCatalyst 15.4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DataWarehouse

點按資料流資料饋送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網站服務
AudienceResearch 2.4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9

Survey 3.2 維護發行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SiteCatalyst 15.4

SiteCatalyst 15.4 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行動電信業者報表

此報表顯示網站和應用程式訪客所使用的無線服務提供者 (Verizon、AT&T、Sprint 等)。可於「訪
客資料 > 技術」檢視此報表。

已更新連線類型報表

已增強「連線類型」報表，現在包含行動流量。

已改善 Internet Explorer 相容模式的報告功能

當 Internet Explorer 以相容模式執行時，IE 8 和 IE 9 會將使用者代理報告為 IE 7。如此會造成報表
顯示過多來自 IE 7 瀏覽器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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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2 年 7 月 19 日開始，IE 8 和 IE 9 即使啟用相容模式，也能報告為實際的瀏覽器版本。此項
變更以後，您會看到 IE 7 流量大幅降低。視採用相容模式的使用者人數而定，IE 7 流量的降低幅
度可能高達 70%，且 IE8 和 IE9 流量會有相對應的增加。

修正:

已新增報表套裝的「行動應用追蹤」設定測試功能。

修正了當已啟用 SearchCenter 且「行銷管道的詳情」變數上未建立分類時，「首次接觸渠
道的詳情」和「上次接觸渠道的詳情」報表無法顯示於報表套裝的功能表中的問題。

修正了當傳送連結至已產生的報表時，「產品轉換漏斗報表」無法保留已套用篩選的問
題。

修正了當使用「區段產生器」建立區段時，listvar 的值顯示不正確的問題。

修正了依反向連結網域劃分單一反向連結類型 (其他網站) 時發生的問題。此問題會傳回完
整的「反向連結網域報表」，而非劃分。

修正了「視訊概述報表」上顯示雙位元組字元的問題。

修正了日期比較報表的 PDF 匯出問題，此問題會導致日期顯示在欄標題中，而非量度名
稱。

修正了 Internet Explorer 8 中，日曆事件無法顯示在圖形中的問題。

修正了橫跨 v15 升級日期時，「平均逗留時間」的計算方式。「平均逗留時間」現在會顯
示升級前之值和升級後之值的加權平均，而非兩個值的加總。

修正了 ExcelClient、ReportBuilder 和 Report.GetRankedReport API 的排名報表中，一些大數字
的值傳回為負數的問題。

修正了「獨特訪客」報表的最新更新無法正確運作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行動電信業者報表

此報表顯示網站和應用程式訪客所使用的無線服務提供者 (Verizon、AT&T、Sprint 等)。可於「訪
客資料 > 技術」檢視此報表。

已更新連線類型報表

已增強「連線類型」報表，現在包含行動流量。

修正:

修正了當變更自訂日曆上的月份時，4 週趨勢線消失的問題。

修正了「管理控制台」中，在「使用與存取記錄檔」頁面上套用篩選時發生的錯誤。

修正了當傳送連結至已產生的報表時，「產品漏斗報表」無法保留已套用篩選的問題。

修正了當套用進階篩選至「路徑」、「流量來源」和「促銷活動」報表時，顯示的是總計
值而非篩選過之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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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了當控制面板包含由其他變數劃分的 eVar 時，將控制面板匯出為 HTML 格式會造成某
些行消失的問題。

修正了當套用篩選以在頁面上顯示項目總計而非篩選過總計時，在 SAINT 報表上顯示總計
值。

修正了即使指派了正確權限，仍無法編輯某些共用控制面板的問題。

修正了日期比較報表的 PDF 匯出問題，此問題會導致日期顯示在欄標題中，而非量度名
稱。

修正了 Internet Explorer 8 中，日曆事件無法顯示在圖形中的問題。

修正了橫跨 v15 升級日期時，「平均逗留時間」的計算方式。「平均逗留時間」現在會顯
示升級前之值和升級後之值的加權平均，而非兩個值的加總。

修正了 ExcelClient、ReportBuilder 和 Report.GetRankedReport API 的排名報表中，一些大數字
的值傳回為負數的問題。

AppMeasurement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H.25

進行了更新，確保 WebKit 瀏覽器 (Safari 和 Chrome) 上的連結追蹤成功完成。此項更新後，設為
自動追蹤的下載和退出連結 (由 s.trackDownloadLinks 和 s.trackExternalLinks 決定) 將可成功予以追
蹤。如果您使用手動 JavaScript 調用來追蹤自訂連結，則需要修改這些調用的進行方式。

例如，退出和下載連結通常使用類似下列的程式碼來進行追蹤:

Firefox 和 Internet Explorer 會執行追蹤連結調用，並開啟新頁面。但是，WebKit 瀏覽器可能會在
新頁面開啟時，取消追蹤連結調用的執行。因此在使用 WebKit 瀏覽器時，常會導致追蹤連結調
用無法完成。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H.25 加入多載追蹤連結方法 (s.tl)，強制 WebKit 瀏覽器等候追蹤連結調用完
成。這個新方法會先執行追蹤連結調用，接著再處理導覽事件，而不是使用預設的瀏覽器動作。
此多載方法需要其他參數 (稱為 doneAction)，用以指定追蹤連結調用完成時要執行的動作。

若要使用這個新方法，請使用類似下列的程式碼，以其他 doneAction 參數更新對 s.tl 的調用。

將 'navigate' 傳遞為 doneAction，鏡射預設瀏覽器行為並在追蹤調用完成時開啟 href 屬性指定的
URL。

如需其他詳細資訊，請參閱 SiteCatalyst 實施指南。

iOS 3.x 和 Android 3.x 發行

1. <a href="http://anothersite.com" onclick="s.tl(this,'o','link name',null)">

1. <a href="http://anothersite.com" onclick="s.tl(this,'o','link 
name',null ,'navigate');return false ">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implement/oms_sc_impl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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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 Connection 現在提供新版本 iOS 和 Android 庫。這些發行的重要功能包括:

使用 SiteCatalyst v15 處理規則簡化實施

自動導覽追蹤

使用上下文資料自動蒐集量度

注意: 「代碼管理器」中的 iOS 和 Android 庫是 2.x 版，目前仍受支援。請造訪 Developer

Connection 上的 Download Mobile SDK 頁面，以取得庫連結。

其他平台的 AppMeasurement

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版本歷史記錄，此為下列平台上 AppMeasurement 之版本歷史記錄的後
續內容:

JavaScript

iOS

Android

Flash-Flex

Windows Phone、XBOX、Sliverlight 和 .NET

BlackBerry

Java

PHP

Symbian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了使用 Java 7 時的啟動問題。(注意: 目前不支援 Java 7。)

修正了圓形圖以及重新整理摘要報表時的例外問題。

修正了「反向連結報表」報告多個「 未知 」行項目的問題。

在「計劃管理員」中，將 ID 欄變更為依數值排序。

將「檔案」功能表中的「檔案離開」變更為「檔案結束」 (以便改善日文版翻譯)。

在「流量報表」上，啟用了手動量度選擇。

在「全域設定」的「字型和地區」標籤中，「選取地區設定」功能表增加了「國際英
文」，以提供國際日期格式。

修正了在表格的欄和列之間移動日期時，造成日期不一致的問題。

修正了在 Discover 中儲存區段 ID 時造成區段 ID 改變的問題，當 ReportBuilder 參考這些區
段時會產生問題。

修正了在某些設定組合中，相同區段傳回不同結果的問題。

DataWarehouse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devcenter/mobile/show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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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arehouse 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行動電信業者報表

已新增 DataWarehouse 支援新的行動電信業者報表。

已更新連線類型報表

已更新 DataWarehouse 連線類型報表，以符合 SiteCatalyst 連線類型報表的新商業邏輯。

轉換變數例項

已新增 DataWarehouse 支援轉換變數例項量度 (亦即 evar1 例項、eVar2 例項等)。

修正:

在 DataWarehouse 中執行「登入頁面報表」時，DataWarehouse 現在會針對於報表日期範
圍之前開始且在報表日期範圍之內結束的存取，報告實際登入頁面 (亦即，跨越開始日期界
限的存取)。以前，DataWarehouse 會報告報表日期範圍期間遇到的第一個頁面，而非實際
登入頁面。

已解決 DataWarehouse 中，「反向連結網域報表」有時候會包含 URL 編碼字串值，但該值
不是實際反向連結網域的問題。

已解決 DataWarehouse 中，區段產生器的「 非空值 」運算元遇到多值變數 (如「產品」變
數) 時，運作不正確的問題。

已解決 DataWarehouse 中，區段產生器的「 小於 ! 」運算套用至分類時，運作不正確的問
題。

已解決區段產生器的「 空值 」運算元套用至分類時，運作不正確的問題。

DataWarehouse現在支援 Site Catalyst 發佈清單可以電子郵件傳送「DataWarehouse」報
表。

已解決 DataWarehouse 中進階排程器的問題。進階排程器現在支援限制
「DataWarehouse」請求中傳回的列數。若要擷取所有列，請輸入 0 (此為預設設定)。

Clickstream Data Feeds

Clickstream Data Feeds 維護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連線類型更新

資料饋送中的 connection_type 欄和 connection_type.tsv 查閱檔案，現在支援 SiteCatalyst 連線類型
報表的新商業邏輯。因此，欄和查閱檔案現在包含「行動電信業者」的新連線類型。

修正:

已解決某些大量資料饋送被鎖住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lickstream Data Feeds 說明。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whitepapers/clickstream/index.html?f=c_new_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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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本發行無更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Web Services

Web Services 維護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報表 API

已新增 2 個額外量度至報表 API: cpage (電子商務頁面) 和 mobilecarrier (基於新「行動電信業
者」報表中的值)。

已新增下列額外的錯誤至報表 API:

5054 | 區段未啟用報表套裝
5060 | 無法存取區段
5061 | 需要區段
5070 | 系統管理員取消報表

在報表 API 的 reportDescription 資料類型中實施 sortBy 參數。

如需深入瞭解網站服務，請前往 developer.omniture.com。

AudienceResearch 2.4

AudienceResearch 2.4 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建立屬性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是由發佈商建立的一組網站、行動應用和數位出版物。

投資組合報表: 檢視橫跨屬性投資組合的匯總量度 (檢視、存取和逗留時間)。您可以查看組
成總計的個別屬性。

修正各種錯誤，以改善可用性。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這個維護發行中沒有任何更新。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此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07/19/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已修正「管理」中報告的點擊前資料，低於搜尋引擎中資料的問題。

已修正「管理」中的量度顯示為 0 (零) 的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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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正「管理」無法載入歷史資料的問題。

已修正無法正確排序「自訂群組」標籤的問題。

已修正無法正確排序「帳戶」頁面的問題。

已修正無法正確排序關鍵字的問題。

已修正「變更清單同步」功能有時候會錯誤刪除或暫停廣告的問題。

已修正下鑽新匯入之帳戶的資料時，找不到結果的問題。

已修正批量匯入的處理時間過長的問題。

已修正批量匯入無法正確套用競標規則變更的問題。

已修正下載的報表無法傳回所請求列數的問題。

已修正當選取競標規則加以執行時，現有競標規則無法顯示在快顯視窗中的問題。

已修正 Google Sitelink 廣告副檔名無法正確同步的問題。

已修正 MSN 資料擷取無法完成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Test&Target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最新 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此 Genesis 3 維護發行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已修正刪除之整合造成的錯誤。

已修正「書籤管理器」的「公用書籤」中顯示重複書籤的問題。

已修正電子郵件行銷 API 整合中，變更資料設定為 JavaScript 時發生的錯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說明。

Insight 5.5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9

新功能

中繼資料管理改善 - 來自客戶回饋的動態中繼資料定義:

建立配置，可根據客戶提供的中繼資料定義，動態重新設定您的 Search&Promote 帳戶。

索引效能改善 - 索引載入器: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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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載入器」是將 XML 內容直接匯入至 Search&Promote 索引的新方法。這是現有「索
引連接器」功能的子集，專門設計來快速匯入標準 XML 饋送檔案。

修正和增強功能

已新增支援依據業務規則而變更排序選項。

在說明系統中，當說明的 meta 標籤有空白內容時，<search-description> 標籤會改為顯示內
文。

已新增功能，可以針對結果，追蹤經由基於結果之動作而新增的適用表格點擊。

已新增支援透過 POST 提交查詢參數。

在編目時，有時候可以略過最終 mirror_account 操作。

針對 SiteCatalyst 查閱從 URL key 同樣分解 CGI 引數所需的 CGI 引數和 Search&Promote 程式
碼，SiteCatalyst URL 不包含這些 CGI 引數和程式碼。

重寫規則推送至現時後，在使用者介面中會間斷消失。

Search&Promote 帳戶 (含有「 您的意思是 」設定) 設為根據低結果而產生建議時，可能會
有間歇性結果。

已修正沒有分行的重寫規則測試輸出。

「搜尋 URL 規則」頁面和「編目清單儲存 URL 規則」頁面指向錯誤的歷史頁面。

點按某些橫幅廣告上的「編輯」不會顯示「編輯」頁面。

重新排名更新程式碼有時候會異常緩慢。

如果 facet 名稱使用大小寫混合，移除或推送 facet 項目無法運作。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 維護發行

本發行無更新。

如需 Survey 最新文件，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_note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2018/12/11 2012 年 7 月 19 日 - Experience Cloud 發行說明

https://marketing.adobe.com/resources/help/zh_TW/whatsnew/c_07192012.html 9/9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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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8 月 30 日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Social 1.0 (更新日期 08/30/12)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DataWarehouse

點按資料流資料饋送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網站服務
AudienceResearch 2.5

AudienceManager 3.5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9.1

Survey 3.2 維護發行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SiteCatalyst 15.4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修正「退出點報表」無法顯示 SiteCatalyst 15 升級日期以後之資料的問題。

修正 SiteCatalyst 中無法顯示以 Discover 3.0 之前版本建立的 Discover 共用區段的問題。

修正當報表套裝具有自訂日曆時，趨勢報表顯示錯誤圖表的問題。傳回的資料原本顯示正
確。

修正使用者在存取「管理員 > 帳單」後被登出的問題。

修正「管理控制台」針對促銷捆綁事件而使用事件 51-100 時，顯示錯誤事件編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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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在「行銷頻道概述報表」中選取自訂事件時，造成首次和上次接觸渠道的詳情值顯示
為相同的問題。

變更子關聯報表中線性分配量度的計算方式，以便符合 SiteCatalyst 14 處理方法。

修正當選取單天時，「關鍵量度報表」無法顯示「頁面檢視」的問題。

修正 Test&Target 促銷活動中的例項和存取具有相同值的問題。

修正 ReportBuilder 和 ExcelClient 中，依據「行動作業系統報表」劃分「行動裝置類型報
表」時，僅顯示第一行資料的問題。

修正「行動作業系統報表」無法顯示在劃分功能表的問題。

將關聯報表上的事件名稱從「頁面檢視」變更為「例項」，以便符合所報告的實際量度。

修正當依據「反向連結網域報表」劃分單一反向連結類型時，傳回完整「反向連結網域報
表」的問題。

修正當停用「使用報表套裝的預設貨幣」選項時，「視訊概述報表」仍在計數器事件上執
行貨幣轉換的問題。

修正即使選取其他月份，「資料擷取進階傳送選項」中仍舊選取本月的問題。

修正「完整路徑報表」中，無法套用「登入頁面」和「包含以下內容的路徑」篩選器的問
題。若選取「整個網站」則可正確顯示資料。

修正當 SiteCatalyst介面工具集設定顯示「流失」圖表時，首次載入介面工具集時一開始無
法顯示影像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修正多頁 ClickMap 報表的某些頁面上無法顯示資料的問題。

修正無法依據其他報表劃分行動作業系統報表的問題。

修正即使選取其他月份，「資料擷取進階傳送選項」中仍舊選取本月的問題。

修正當 SiteCatalyst介面工具集設定顯示「流失」圖表時，首次載入介面工具集時一開始無
法顯示影像的問題。

AppMeasurement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此發行中沒有任何更新。

Windows 8 AppMeasurement 測試版

Developer Connection 現在提供 Windows 8 AppMeasurement 公開測試版。

已發行的 iOS AppMeasurement 3 和 Android AppMeasurement 3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gallery/beta-digital-marketing-for-windows-8-apps-sitecat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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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 Connection 現在提供新版本 iOS 和 Android 庫。這些發行的重要功能包括:

使用 SiteCatalyst v15 處理規則簡化實施

自動導覽追蹤

使用上下文資料自動蒐集量度

注意: 「代碼管理器」中的 iOS 和 Android 庫是 2.x 版，目前仍受支援。請造訪 Developer

Connection 上的 Download Mobile SDK 頁面，以取得第 3 版庫的連結。

其他平台的 AppMeasurement

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版本歷史記錄，此為下列平台上 AppMeasurement 之版本歷史記錄的後
續內容:

JavaScript

iOS

Android

Flash-Flex

Windows Phone、XBOX、Sliverlight 和 .NET

BlackBerry

Java

PHP

Symbian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在「城市」上分段時發生的分段問題。括號內的區域會造成區段無法傳回資料。

修正讓您無法拖曳行項目至「拖曳區段到此處」欄位 (報告層級區段) 的問題。

變更報表功能表結構，改善已擴展功能表清單中存在超過 10 個分類時的分類檢視。

修正「區段篩選產生器」中的貨幣顯示錯誤運算元的問題。

變更新「流量報表」中的預設量度，改善處理速度。

修正「流失」和「區間」維度無法從 Discover 2.96 正確升級至 3.0 的問題。

修正無法開啟「流量」、「虛擬焦點群組」和「漏斗」報表的問題。

修正名稱欄位具有多位元組字元的 DataWarehouse 區段失敗的問題。

修正無法保留語言設定的「反向連結類型」欄位問題。

Social 1.0 (更新日期 08/30/12)

Adobe Social 結合了 Adobe SocialAnalytics 和 Context Optional Social Marketing Suite 的功能，可
以讓 Social 使用者完成下列工作: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devcenter/mobile/show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devcenter/mobile/show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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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測量和分析各種社交媒體頻道間的對話。

建立和發佈適合每個頻道的內容，以便與客戶溝通。

提高粉絲贏取率，放大內容和促銷活動的效果。

測量內容、促銷活動和實施自動標籤的功效。

監視並迅速回應在您社交社群內的對話。

找出即將出現的趨勢和影響。

使用強大的權限系統，確保您的社交工作流程是安全的，並遵守核准的內部準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Social 使用指南中的 Social 快速入門。

Social 1.0 發行包含下列增強功能:

已改進 Social 平台監聽功能，並鈉入其他平台。客戶會發現報告的提及次數增加了。

Social 1.0 發行包含下列已知問題:

部分 Social 使用者介面在受支援語言中尚未完全本地化。

非 latin1 字元集無法正確控管。

包含多位元組字元的詞語無法正確處理。

如需 Social 最新文件，請參閱 Social 使用指南。

SocialAnalytics 1.2 維護發行

SocialAnalytics 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許多用以改善速度和擴充能力的後端增強功能。

如需 SocialAnalytics 最新文件，請參閱 SocialAnalytics 使用指南。

DataWarehouse

修正當 SiteCatalyst 至 Insight 饋送的資料集包含無效資料時，會造成 Insight 工作節點當機的
問題。

點按流資料饋送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點按流資料饋送說明。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ReportBuilder 4.3 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反彈」、「反彈率」和「單次存取」無法在「網站區域」報表中用做量度的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social/index.html?f=c_getting_started_with_socia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social/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a/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whitepapers/clickstream/index.html?f=c_new_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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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計劃報表的 API。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網站服務

網站服務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網站服務驗證的重要變更

Marketing Cloud 驗證程序近期進行了重大升級。由於此項升級，我們已於 2012 年 8 月 8 日為所
有獲授予 API 存取權的使用者，產生了全新的網站服務共用機密。所有 API 使用者的新共用機密
將會出現在 Marketing Cloud 中，位於「管理員 > 公司 > 網站服務」標籤上。您的網站服務使用
者名稱不會有所變更。

我需要做什麼？

盡快更新您的程式碼，改為使用新的共用機密。現有的共用機密仍可繼續運作 12 個月 (直到
2013 年 8 月 1 日止)。

改進 API Explorer，可檢查使用者請求欄位是否有語法錯誤。如果偵測到錯誤，會顯示訊
息。

增強開發人員論壇，在帖子和帖子標題中輸入 URL 時，會自動建立連結。

新增 DataWarehouse.IsEnabled，用以判斷是否針對 DataWarehouse 啟用了特定的報表套裝。

新增 Survey.GetData，用以傳回特定調查的已提交回應。

如需深入瞭解網站服務，請前往 developer.omniture.com。

AudienceResearch 2.5

AudienceResearch 2.5 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統計多個網站的讀者，並統一報告 (前提是統計使用相同的報表套裝)。

支援以 MPA 建議的時間範圍來報告雜誌量度。

投資現在會顯示在快速搜尋結果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3.5 維護發行
AudienceManager 3.5 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SegmentBuilder: 重新設計了使用者介面，協助改善工作流程。此外，也增加新功能，可讓
客戶使用最近/頻度設定、比較運算元和布林運算式來建立讀者區段。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AudienceManager 使用指南」中的區段章節。

Data Information Library (DIL) API: 類別和例項層級的 DIL API 可讓您以程式方式建立和使
用 AudienceManager 物件。可使用此 API 來設定值並傳回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emdex/index.html?f=c_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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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Manager 使用指南」中的 API 章節。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此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新功能和增強功能:

庫存管理: 在「建立設定」對話方塊中新增運算元下拉式清單，用以設定「無現貨識別
碼」。另外也在「建立設定」對話方塊中新增「摘要電子郵件」欄位，以指定在「庫存管
理」檔案上載時用來接收警報的電子郵件地址。

管理檢視: 新增在「群組」、「關鍵字」和「位置」的「管理」檢視中顯示「庫存狀態」資
訊欄的功能。

此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08/16/12) 包含下列修正和增強:

修正以電子郵件寄送之 CSV 報表中的字元無法閱讀的問題。

修正下載的報表無法傳回所請求列數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無法篩選已刪除促銷活動以取得歷史資料的問題。

修正書籤化「管理」檢視無法正確更新的問題。

修正無法在「進階篩選」中使用負值量度的問題。

修正依據促銷活動篩選後，無法反白標示促銷活動名稱的問題。

修正並未提出請求，自訂群組資料卻以批量匯出的問題。

修正在按一下「載入更多」以在「管理」中顯示更多列後，造成錯誤排序的問題。

修正在「自訂群組管理」檢視中顯示錯誤的負值計算量度的問題。

修正不應刪除的關鍵字被錯誤刪除的問題。

修正同步的處理時間過長的問題。

SearchCenter 的本次發行包含下列特定帳戶修正:

Google

修正在同步促銷活動後，網站連結集被移除的問題。

Microsoft Bing:

新增 Microsoft Bing「符合類型」轉換的額外功能。日後將新增其他功能。

Yahoo Japan

修正 SearchCenter 和 Yahoo Japan 之間關鍵字成本不一致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Test&Target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emdex/index.html?f=c_di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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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最新 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此 Genesis 3 維護發行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移除介面中的 DREAMmail 電子郵件 eVar。

修正 UI「上一頁/下一頁」按鈕可能造成重複整合的問題。

更新 Facebook JavaScript 和 PHP 程式碼，以便與 Facebook 最新的 API 程式碼搭配使用。

為實驗室產品新增全新的 Labs 產品部份，例如 Distimo。

新增重複整合的警報。

修正 ExactTarget 整合步驟 8 的文字重疊問題。

修正精靈「資源」頁面中包含的 Atlas 外掛程式程式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說明。

Insight 5.5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9.1

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結尾有星號且無法以其同義字擴充的搜尋查詢。

修正運作不正確的日期查詢。

修正可以將空白行新增至自動完成文字清單的錯誤。

新增支援不區分大小寫的 Facet 排序。

新增建議訊息，告知使用者建立強式 Adobe Search&Promote 帳戶密碼。

新增 SSO-Login-Only 選項至成員中心的「支援」標籤。

修正會使搜尋編目擱置的指令碼篩選。

修正當您在「橫幅」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從視覺化規則產生器選取其他橫幅」
時，什麼事都沒發生的錯誤。

修正推送測試業務規則為現時的各種問題。

修正不會搜尋橫幅標記的錯誤。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Adobe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 維護發行

此 Survey 發行包含下列新功能: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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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繼資料問題類型:新的「中繼資料」問題類型可讓您在調查產生器的網頁中，使用
JavaScript 來蒐集中繼資料。

調查資料 API: 調查資料 API 可讓您以程式方式擷取特定調查的回應。

此 Survey 發行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當使用者變更調查分類時發生的問題。

如需 Survey 最新文件，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Copyright © 2018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_note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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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發行日期: 2012 年 9 月 13 日

最後更新日期: 2012 年 9 月 21 日

DataWarehouse - 更新日期 9/21/2012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 更新日期 9/15/2012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 Mobile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Social 1.0 維護發行

點按流資料饋送

網站服務
AudienceResearch 2.6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Genesis 3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9.2

Survey 3.2 維護發行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DataWarehouse - 更新日期 9/21/2012

下列修正和增強功能適用於 DataWarehouse:

解決請求預設限制為 50 列的問題。

解決與 DataWarehouse 處理產品清單中下列情形之方式相關的數項問題。DataWarehouse

在下列情形符合 SiteCatalyst 規則:

忽略空白產品，如逗號 "," 不含其他資料。
忽略單一破折號 ("-") 的產品項目。
正確解析包含定位或新行字元的產品事件。
忽略事件 "0" 的例項，但會繼續解析產品清單，而非終止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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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過事件值中遺失等號的情形。現在會繼續解析，而非終止。
只修剪空格，而非所有空白字元。
只修剪反斜線後面的空格。

解決當使用分類做為區段標準時，如果分類用於銷售 eVar，會無法正確運作的問題。特別
是，「其中分類非空值」的區段標準無法運作於銷售 eVar。

解決當使用分類做為區段標準時，如果分類用於特定的「存取範圍」報告維度 (如「登入頁
面」、「離開頁面」等)，會無法正確運作的問題。

解決在區段中使用多個區段容器時發生的問題。以前 OR 條件無法正確連接容器。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 更新日期 9/15/2012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09/15/12) 包含下列修正:

在「進階傳送選項」中，新增了指定「分鐘」做為計劃報表傳送的功能。

修正「請求管理員」中，日期範圍預設集還原回「今天」值的問題。

新增在報表 API 中支援清單變數 1 - 5，以便符合 SiteCatalyst 15 介面。

修正開啟已傳送報表中的活頁簿時，所發生的公式計算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系統。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修正在控制面板中顯示套用了篩選器的漏斗報表時，偶爾會顯示為無資料的問題。這個問
題只發生在修改日期範圍後。

修正 Internet Explorer 8 中下載壓縮的 Excel 報表時，造成其中檔案損毀的問題。

修正無法在行動報表中選取全域計算量度的問題。

修正無法在報表中選取某些計算量度的問題。SiteCatalyst 現在載入「量度選擇器」時會評
估所有計算量度，並可讓您選取對該報表有效的任何計算量度。

當使用者對顯示之報表所套用的區段沒有存取權時 (例如，設定共用書籤的報表，具有未共
用的區段)，UI 現在會顯示「未知的區段」，而非空白區段名稱。

修正「ClickMap 報表」中的「頁面篩選器」無法顯示在「選擇頁面」視窗中的問題。

修正「反向連結報表」中，「分類/建立書籤」反向連結在此報表上顯示為「未指定」的問
題。此報表現在僅包含類似於 SiteCatalyst 14 的「非分類/建立書籤」反向連結。

修正「頁面逗留時間報表」中，在切換為趨勢檢視後，顯示零資料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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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移除無法將流量和商務量度新增至 DataExtracts 和 ExcelClient 中個別欄的內部檢查。

修正「搜尋關鍵字 - 所有報表」上的 DataExtracts，僅傳回包含 5 個以上例項之行項目的問
題。

AppMeasurement & Mobile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H.25.1

強制 URL 編碼下列字元:

~ 
! 
* 
( 
) 
'

如此可解決 ClickMap s_sq Cookie 中儲存未逸出字元的問題。

修正當使用自訂 media.monitor 方法來追蹤媒體關閉事件時，可能無法傳送視訊結束事件的問
題。

If(media.event==”CLOSE”) { 
… 
} 

Flash-Flex AppMeasurement

版本 3.5 包含變數建置的變更，在升級前需要先變更程式碼。請參閱 Flash-Flex AppMeasurement

發行歷史記錄。

其他平台的 AppMeasurement

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版本歷史記錄，此為下列平台上 AppMeasurement 之版本歷史記錄的後
續內容:

JavaScript

iOS

Android

Flash-Flex

Windows Phone、XBOX、Sliverlight 和 .NET

BlackBerry

Java

PHP

Symbian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f=c_release_notes_flash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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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Discover 3.0 維護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啟用 list var 功能。

修正就算已從專案刪除自訂日期範圍 (使用垃圾桶圖示)，選取的日期範圍仍在日曆中維持
選取狀態的問題。

Social 1.0 維護發行

Social 維護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使用 AND 運算元時，Social 無法蒐集多位元組詞語的問題。

修正「促銷活動」報表子關連無法正常運作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介面的次要本土化問題。

修正在存取「關鍵字管理器」時會顯示 PHP 警告的問題。

如需 Social 最新文件，請參閱 Social 使用指南。

點按流資料饋送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最新資訊，請參閱點按流資料饋送說明。

網站服務

網站服務維護發行 (09/13/12) 包括數個內部修正以及下列增強功能:

新增社交和視訊商務量度至報告 API。

如需深入瞭解網站服務，請前往 developer.omniture.com。

AudienceResearch 2.6

AudienceResearch 2.6 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發佈商現在可以註冊由工具建立 (而非 DPS) 的自訂數位雜誌。

設定數位雜誌期號的銷售日期時，現在會顯示讀者累積期間的結束日前給發佈商。

廣告商現在可以在詳細報表層級互相比較兩個屬性。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sc/implement/index.html?f=list_var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ocial/index.html#Home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whitepapers/clickstream/index.html?f=c_new_features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documentation/sitecatalyst-reporting/c-reporting-api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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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發行中沒有任何更新。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此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控制面板無法顯示個別報表的問題。

修正不含促銷活動之帳戶的「管理」中，會出現成本資料的問題。

修正「產品列表廣告」(PLA) 資料被分類為「無」的問題 (即使尚未匯入至 SearchCenter 的
促銷活動亦同)。

修正即使同步促銷活動後，點按前資料仍被分類為「無」的問題。

修正「庫存管理」變更失敗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Test&Target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最新 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 維護發行

此 Genesis 3 維護發行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改進後端的 API 通訊。

建立從夥伴 API 對請求 (SOAP)、檢查 (SOAP) 和取得 (REST) 分類的 API 調用。

更新 Searchmetrics 整合的支援國家/地區。

修正「新增變數」快顯功能表中的文字，提供更好記的顯示名稱。

新增 DFA 整合的 Nagios 警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enesis 說明。

Insight 5.5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9.2

修正和增強功能

您現在可以在業務規則推送為現時時，自動現時推送橫幅廣告。

修正父級巢狀 Facet 中的搜尋計數不準確的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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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在編輯業務規則、推送為現時，接著進行完整現時索引後，業務規則在「測試」或
「現時」中停止運作的問題。

現在已整併業務規則觸發條件，以便降低規則數目。

請參閱業務規則選項。

修正編輯過的業務規則在推送為現時後，規則中斷約 10 秒的問題。

修正如果您在現時製作索引操作期間推送業務規則為現時，則當製作索引操作結束後，編
輯過的業務規則變成無法作用的問題。

您現在可以重設「編輯預搜尋規則」頁面上的「至排名」欄位。

請參閱編輯預搜尋規則。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2 維護發行

此 Survey 維護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新功能:

複製調查: 您現在可以將一個報表套裝的調查複製至另一個報表套裝。

情緒分析: 調查現在可對自然語言留言 (段落或單行文字) 執行情緒分析。

新調查啟動類型: 您現在可在頁面條件符合指定的時間量時啟動調查，而不管發生了多少頁
面載入。

Survey 維護發行 (09/1312/) 包含下列修正:

修正以電子郵件傳送「SPSS 的原始匯出」報表失敗的問題。

如需 Survey 最新文件，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Copyright © 2018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r_Business_Rule_Builder_option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t_Editing_a_pre-search_rule.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adobe%20survey.html#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_note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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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 (MR) 資訊。

2012 年 10 月 18 日

Marketing Cloud 分析參考說明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 Mobile

Discover 3.1

Social 2.1

DataWarehouse

點按流資料饋送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網站服務
AudienceResearch 2.7

AudienceManager 3.6 維護發行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Genesis 3.1

Insight 5.5

Search&Promote 8.9.2

Survey 3.4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Publish

Marketing Cloud 分析參考說明

我們發行的分析參考是供 Marketing Cloud 分析使用者和管理員使用的內容資源。包含主題:

管理控制台說明

資料蒐集和變數

報表說明

量度說明

外掛程式

詞語

此參考會定期更新，且預計發展為主要資源。請經常造訪，並提供意見回饋。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referen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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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10/18/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

功能 說明

SiteCatalyst 中的目
前的資料報表

SiteCatalyst 現在提供「目前的資料」報表，可供您查看最新的報表資
料，並降低延遲時間。1 分鐘內就會在「目前的資料」報表上顯示流量
資料，而轉換資料則會在 20 分鐘內顯示。

請參閱目前的資料。

現有報表套裝的不
區分大小寫流量變
數。

您現在可以在現有的報表套裝上，設定流量變數為忽略大小寫。此功能
可讓您將大小寫不同的相同詞語，混合報告為單一行項目，以減少基
數。此項變更套用至 SiteCatalyst、Discover 和 DataWarehouse 的資料。

至於每個報表套裝，則可忽略所有流量變數的大小寫，或是僅忽略特定
變數的大小寫。這可由 ClientCare 設定。

對 SAINT 的影響

如果您使用 SAINT 來分類大小寫混合的報表套裝歷史資料，則建議您目
前不要忽略流量變數的大小寫。如果忽略流量變數的大小寫，可能會讓
您無法編輯區分大小寫之歷史資料的分類。未來版本將規劃加入編輯這
些歷史資料之分類的能力。

對 DataWarehouse 的影響

以前，DataWarehouse 會忽略頁面、頻道、伺服器、自訂連結、下載連
結和退出連結的大小寫。自 2012 年 10 月 18 日以後，除非特別設定為
忽略大小寫，否則 DataWarehouse 流量變數會區分大小寫以便符合
SiteCatalyst。這可能會影響到您在 2012 年 10 月 18 日以後所看到的
DataWarehouse 報表。

如果您設定為忽略流量變數的大小寫，則會忽略 DataWarehouse 報表中
所有日期範圍的大小寫。例如，如果您在 10 月中啟用不區分流量變數的
大小寫，接著為 9 月份產生 DataWarehouse 報表，則此報表中也會忽略
大小寫。

修正

CSV 報表現在是 ISO 8601 相容格式。您可在「管理員 > 公司 > 使用偏好」中將 CSV 報表回
復為舊格式。

修正 CSV 格式「上一頁」和「下一頁」報表的顯示不正確的問題。

如果下載控制面板所花費的時間過長，現在會顯示訊息，讓您選擇以電子郵件寄送控制面
板。

現在支援以多字元分隔字元來指定階層 (例如 "||")。

iPod Touch 現在在「裝置類型」報表上分類為「媒體播放器」裝置。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reference/index.html?f=reports_current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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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頁面」選項已從「管理控制台」的「特定報表套裝的設定值」中移除，因為這些設
定與 SiteCatalyst 15 無關。

修正瀏覽器寬度無法分割的問題。

針對跨越 SiteCatalyst 15 升級日期的那一週，修正趨勢報表上的每週詳細程度總計計算錯誤
的問題。

ClickMap: 修正當頁面包含已移除連結的點按資料時，卻不會顯示「某些連結找不到」訊息
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10/18/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如果下載控制面板所花費的時間過長，現在會顯示訊息，讓您選擇以電子郵件寄送控制面
板。

AppMeasurement & Mobile

現在所有平台的 AppMeasurement 庫 (JavaScript 除外) 都由 Developer Connection 託管。最新的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庫和您已儲存的代碼封存檔仍可從「管理員 > 代碼管理器」中使用。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H25.2

新增在 JavaScript 版本報表中多報告一個版本號碼的支援。以前此版本只顯示 2 個字元 (如
1.8)，現在支援 3 個字元版本號碼 (如 1.8.5)。

修正「標記管理器」中的「相依代碼」區塊無法傳送重複值的問題。

其他平台的 AppMeasurement

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版本歷史記錄，此為下列平台上 AppMeasurement 之版本歷史記錄的後
續內容:

JavaScript

iOS

Android

Flash-Flex

Windows Phone、XBOX、Sliverlight 和 .NET

BlackBerry

Java

PHP

Symbian

Discover 3.1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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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3.1 提供更靈活的交叉存取分析以及報告升級，以加快分析。此版本包含下列增強功能:

功能 說明

增強計算量度和比較 Discover 3.1 引入區段比較和計算量度增強功能。您可以結
合區段和量度，據以建立您自己的公式。建立比較有兩個
方法:

比較報表表格中的欄

1. 在欄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建立計算量
度」。

2. 編輯所產生的欄。

3. 將該欄儲存為新的計算量度。

建立計算量度比較

1. 在「量度」工具窗格中，按一下「更多動作」。

2. 按一下「計算量度產生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中的 Discover 新功能。

欄寬 (像素) 您可以指定一或多欄的寬度。

在表格中的欄標題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欄
寬」。

如果啟用「適合螢幕大小」，則會停用此選項。

工具窗格標籤 工具窗格現在合併標籤功能，可讓您開啟、關閉、排列和
調整工具窗格的大小。這種彈性可以創造更多空間，供您
顯示最常使用的內容。

Discover 會在您瀏覽工具窗格時建立標籤；您也可以將標
籤拖曳至工具窗格內，建立新檢視。當您退出 Discover

時，系統會儲存最後一個工具窗格。

計劃報表 透過改良後的 Excel 字元和數字格式、資料視覺化以及多
位元組字元支援，供您流暢的匯出報表。

視窗功能表 Discover 3.1 新增「視窗」功能表，供您顯示及隱藏工具窗
格。

「視窗 > 預設檢視」可將您的工具窗格重設回預設檢視。

修正

Discover 現在可匯出為 .xlsx，而非 .xls 格式。此項改進修正了影響國際字元的問題，以及
在 Excel 中儲存和編輯計劃報表的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sc/index.html?f=c_what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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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在套用「調整欄至符合螢幕大小」設定後，Discover 無法在退出時儲存欄寬的問
題。。

修正「區段篩選產生器」中，收入型維度的運算子錯誤的問題。

修正計劃報表針對錯誤的週定期傳送報表的問題。

修正在「流失報表」中儲存專案時發生的問題。

修正以電子郵件傳送之「流失報表」所顯示圖形被截斷的問題。

修正當查核點名稱重複時，在「流失報表」中插入查核點的位置可能錯誤的問題。

如需累計發行說明，請參閱發行說明 - Discover。

Social 2.1

Social 2.1 發行包含下列新功能和增強功能:

功能 說明

Twitter 調整 Adobe Social 可將您 Twitter 帳戶的推文、回應和回推都擷取出來，
讓您在同一個應用程式中加以調整。

縮短內嵌連結 對於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帖子，如果您加入內嵌連結，文
字方塊底下會出現一個「追蹤」按鈕。按一下「追蹤」按鈕即可自動
縮短連結，並啟用連結追蹤。

變更帖子的文字方向 對於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帖子，您可以按一下「文字方
向」圖示，變更文字的方向。按此圖示可在從左至右文字和從右至左
文字之間切換。

新增基本元素 Social 提供下列新的基本元素:

色票: 新增「色票」元素，用以設定整個應用程式畫面的背景顏色，
或僅設定部分畫面的背景顏色。

浮動切換元件: 新增元素至所有應用程式畫面，包含可以顯示混合影
像或 YouTube 連結的浮動切換。

浮動切換選定項目檢視: 新增元素至所有應用程式畫面，用以顯示浮
動切換中選定影像或 YouTube 視訊的較大檢視。

新增競賽元素 「應用程式產生器」提供許多新的競賽元素。

限制競賽投票 您可以限制一項競賽中，每個使用者可以提交的投票數。

應用程式按讚節點 定義應用程式的按讚節點。

Social 2.1 發行包含下列修正和增強功能: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sc/index.html?f=c_release_notes_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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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修正當使用者設定「社會化報告」時，會出現警告訊息，宣稱將刪除分類的問題。現在只
有當使用者變更詞語的 eVar 時，才會出現此訊息。

報告

「社交概述控制面板」中的競爭者清單先依照主要競爭者、按讚計數排序，再依字母順序
排序。

所有登入的使用者都能在「報表套裝」選擇器中查看報表套裝清單，而非僅限於管理使用
者。

修正有些現有的促銷活動無法顯示在「社交概述控制面板」之「促銷活動」帶狀圖中的問
題。

修正已下載 CSV 報表中的問題 (有些空白的逐字翻譯、潛在讀者列示為 -1 或 1，且僅下載
99 行)。

修正追蹤代碼以外的其他促銷活動資料都無法顯示在 Social 報表中的問題。

競賽元素

修正「項目說明」元素僅接受 5 個單字的問題。

修正「項目說明」元素無法實施大小限制的問題。如果無法將完整說明顯示給使用者，則
會出現捲軸。

修正當浮動切換是依最多得票數排序時，「項目搜尋」功能無法正確搜尋的問題。

修正無法追蹤競賽元素的「按讚」統計的問題。

修正浮動切換分頁無法正確運作以傳遞第四個畫面的問題。

修正競賽項目在浮動切換中出現不只一次的問題。

修正浮動切換無法顯示所有項目的問題。

修正依得票數排序並依優勝者篩選時，浮動切換無法正常運作的問題。

修正競賽管理器無法與超過一個鏈結競賽正確運作的問題。

修正當使用者檢視過圖庫並離開後，接著又返回圖庫時，會提交多次投票的問題。

表單元素

您現在可以設定「電子郵件」元素的錯誤訊息。

加強表單欄位，讓使用者無法藉由輸入空格而略過必要欄位。

基本元素

修正格式化控制項無法與抽獎活動的「規則連結」元素正確運作的問題。

如需 Social 最新文件，請參閱 Social 使用指南。

DataWarehouse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ocial/index.html#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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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arehouse 維護發行 (10/18/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改善 DataWarehouse 中的「瀏覽器類型」報告，讓它更符合 SiteCatalyst。不常見的瀏覽器
將回報為「其他」，而偵測不到瀏覽器時則回報為空白字串 (null)。

修正 DataWarehouse 和 SiteCatalyst 之間，關於區分大小寫和流量變數的不一致處。除非將
流量變數設定為忽略大小寫 (請參閱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否則 DataWarehouse 現在
會將下列變數視為區分大小寫: 頁面、頻道、伺服器、自訂連結、下載連結、退出連結。

如需累計發行說明，請參閱 DataWarehouse 發行說明。

點按流資料饋送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最新資訊，請參閱點按流資料饋送說明。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10/18/12) 包含下列修正:

將說明格式從已傳送的 HTML 安裝說明變更為標準瀏覽器格式。此項變更可以讓 Adobe 視
需要更新介於發行之間的說明內容。

新增「每小時」詳細程度至「自訂連結」報表。

更新「外部促銷活動」報表，以正確顯示「點進次數」量度標籤。

如需累計發行說明，請參閱 ReportBuilder 說明。

網站服務

網站服務維護發行 (10/18/12) 包括數個內部修正以及下列增強功能:

現在可以編輯文章和論壇帖子上的回覆意見。

新增 Genesis 3.1 API。

新增驗證選項至報表佇列方法，用以預先驗證報表請求，以免含有錯誤的報表被置入佇
列。

cPage 元素和 cVisits、cVisitors、cEntries、cExits 量度已過時。請更新報表，分別改為使用
頁面、造訪、訪客、登入點和退出點。

新增 Survey.GetSurveyDe�nition API 來擷取調查的詳細資訊。

如需深入瞭解網站服務，請前往 developer.omniture.com。

AudienceResearch 2.7

AudienceResearch 2.7 發行 (10/18/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reference/index.html?f=data_warehouse_rn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whitepapers/clickstream/index.html?f=c_new_featur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f=release_notes_arb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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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容類型分類屬性。

回填數位出版和行動應用的資料。

針對多期期刊的內部和外部報表。

針對單一期刊的內部和外部報表。

預先填入雜誌期刊的銷售日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AudienceManager 3.6 維護發行

AudienceManager 3.6 維護發行 (10/18/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演算法模型: 這個新功能可讓您透過自動化資料分析，探索並鎖定新的獨特對象。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AudienceManager 使用指南」中的「模型」章節。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此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10/18/12) 包含下列一般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管理」畫面無法顯示資料，並出現「此報表中反映的資料目前還不完整」訊息的問
題。

修正當排序資料時，會顯示進階篩選器設定以外之結果的問題。

修正進階篩選器無法傳回預期資料的問題。

修正書籤的滾動日期無法正常運作的問題。

修正控制面板無法顯示報表的問題。

修正「事件歷史記錄」報表無法顯示所有適用資料的問題。

修正「自然到付費關鍵詞」報表顯示的項目數不正確的問題。

修正將資料分類為「無」的問題。

修正「帳戶」層級和「促銷活動」層級報表的資料不一致的問題。

修正批量匯入/匯出程序在促銷活動名稱前加上引擎名稱的問題。

修正當匯出多個廣告群組並結合用於報告時，造成量度不一致的問題。其數目不符合由各
別匯出每個廣告群組所取得的數目。

修正「管理」中無法顯示關鍵字自訂群組指派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無法移除著陸頁面測試的問題。

修正「自動化促銷活動開發」功能略過「忽略重複內容」選項的問題，此問題會讓使用者
無法處理後續的 FTP 檔案。

修正無法評估和處理競標規則的問題。

修正「管理」中顯示重複文字廣告的問題。

此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包含下帳戶特定的修正:

f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demdex/index.html?f=c_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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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Bing

修正 SearchCenter 無法連線至 Bing 主機的問題。

Yahoo Japan

修正「自動化促銷活動開發」功能無法與 Yahoo Japan 正確運作的問題。

修正 Yahoo Japan 帳戶的資料擷取失敗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Test&Target

此 Test&Target 發行包含下列變更:

功能 說明

可重複使用的群體 群體可讓您鎖定符合非常明確之標準的訪客，
以進行促銷活動。只要是 Test&Target 中可以
使用定位的地方，都能使用群體。定位促銷活
動時，您可以從「群體」清單選取可重複使用
的群體，也可以建立促銷活動專屬的群體，然
後加以定位。

改進日期選擇 為促銷活動選取日期範圍的方法已改進，現在
提供新的日期選擇介面。

用於報告的預設主機群組 您可以選取用於報告的預設主機群組。

新增 HTML 選件 API 新增 API，供您建立、取得和列出 HTML 選
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Developer

Connection。

改進 Geotargeting 介面 如果您的網站啟用 Geotargeting，現在選取地
理目標時，不再需要依賴 CSV 檔案。

更新可用的社交目標 已更新可用的社交目標，反映目前趨勢。例
如，已新增 Pinterest 做為目標。

如需最新 資訊，請參閱 Test&Target 新功能。

Genesis 3.1

Genesis 3.1 發行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可在「開發中心」增加、編輯或刪除處理規則的功能。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Release%20Notes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documentation/test-target/r-test-and-target-api-sample-code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index.html#Release%20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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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必須獲得認證，才能建立和編輯處理規則。

使用精靈映射變數時，現在可以指定保留變數名稱，而不用將變數重新命名為映射後 (好
記) 名稱。

修正如果按一下「更多動作 > 編輯 SiteCatalyst 中的版面」則作業結束，需重新登入的問
題。

在「開發中心」中，新增了增加新產品時可以指定功能表名稱的功能。

修正「開發中心」中，當您編輯新產品時，在報表標籤中按一下「前往沙盤」會出現錯誤
的問題。

在產品整合的「建立技術支援操作」頁面中，新增電子郵件驗證。

修正「Atlas DMT」整合無法顯示「步驟 2」的問題。

如需累計發行說明，請參閱 Genesis 新功能。

Insight 5.5

如需最新的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Search&Promote 8.9.2

本發行無 8.9.2 的更新。

如需最新的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Survey 3.4

Survey 3.4 發行包含下列新功能:

功能 說明

啟用問題通知 啟用調查問題或回應的通知。您可以選取要觸發通知的問題及其
回答。當符合條件時，您可以傳送電子郵件訊息或調用
Javascript 函數。

調查定義 API 調查定義 API 可讓您以程式設計方式擷取特定調查的定義。

Survey 3.4 發行包含下列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計劃調查中的日期改變的問題。

修正當使用者按一下擱置中調查的「啟用編輯」時，無法暫停調查的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Recommendations 2.1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home/index.html#kb-processing-rules-authorization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index.html?f=c_whatsnew_genesi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home/index.html#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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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Recommendations 新功能。

Scene7

如需 Scene7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Publish

如需最新的 Publish 發行資訊，請參閱 Publish 發行說明。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Copyright © 2018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 of this document signifies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of Use and Online Privacy Policy.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following Netratings patents: 
5,675,510, 5,796,952, 6,115,680, 6,108,637, 6,138,155, 6,643,696, and 6,763,386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_note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publish/publish_whatsnew.pdf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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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Cloud 發行說明

瞭解 Marketing Cloud™ 中的最新發行和維護發行資訊。

2012 年 11 月 8 日

Marketing Cloud

文件變更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ocial 2.1 維護發行
AppMeasurement & Mobile

Discover 3.1 維護發行

Genesis 3.1 維護發行
DataWarehouse

點按流資料饋送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網站服務 API

AudienceResearch 2.8

Search&Promote 8.9.3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Insight 5.5

Recommendations 2.10

Scene7

SearchCenter 4.4 維護發行

Survey 3.4 維護發行
Test&Target 3.1

Marketing Cloud

Digital Marketing Suite 現在改名為 Marketing Cloud。請造訪 Adobe 的 Marketing Cloud 頁面，瞭解詳情。

文件變更

我們發行的分析參考是供 Marketing Cloud 分析使用者和管理員使用的內容資源。包含主題:

管理控制台說明

資料蒐集和變數

報表說明

量度說明

外掛程式

詞語

https://www.adobe.com/solutions/digital-marketing.html?promoid=JOLIT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feren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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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參考會定期更新，且預計發展為主要資源。請經常造訪，並提供意見回饋。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5.4 維護發行 (11/08/2012) 包含下列改進功能:

功能 說明

TagManager 所有 SiteCatalyst 客戶自 11/01/2012 開始都會收到 TagManager 的存取權。
TagManager 是 Adobe Marketing Cloud 產品的標準部署方法。

請參閱 TagManager。

修正

修正在「行動裝置」報表中檢視獨特訪客時，選取不同頁面時會造成資料重複的問題。

(僅限 Adobe Social 客戶) 修正在包含「社交」量度的報表中，某些 SiteCatalyst 量度無法顯示在「新
增量度」視窗中的問題。

修正當趨勢「每次瀏覽逗留時間」報表跨越 SiteCatalyst 15 升級日期時，報表中的總計計算錯誤的
問題。

修正趨勢報表中有自訂的報告時段時，開始或結束時間會變成部分天、週或月 (根據所選的詳細程
度) 的問題。跨越 SiteCatalyst 15 升級日期時，這些時段就會顯示錯誤。

修正在八月維護發行後，報表套裝首次使用「頁面名稱」工具時，此工具無法運作的問題。

新增行項目「1680 x 1050」、「1366 x 768」和「1920 x 1080」至「螢幕解析度」報表。

修正在某些情況下，會造成趨勢「分類階層」報表逾時的問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SiteCatalyst 14.9 維護發行 (11/08/2012) 包含下列改進功能:

新增行項目「1680 x 1050」、「1366 x 768」和「1920 x 1080」至「螢幕解析度」報表。

Social 2.1 維護發行

Social 維護發行 (11/15/12) 包含下列新功能和增強功能:

功能 說明

儲存 Twitter 調整中的搜
尋

現在使用 Social 中的 Twitter 調整功能時，可以儲存並快速載入搜尋。

篩選 Twitter 調整中調整
狀態的饋送

根據狀態 (已讀取、未讀取、加上標籤、已回覆等)，顯示或移除饋送中的
推文。

Twitter 調整中的升級工
作流程

指派推文給組織中的個人，以便後續追蹤及解決問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sc/implement/index.html?f=tag_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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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擷取 Twitter 調整中的直
接訊息

針對您有適當權限的 Twitter 帳戶，推送該帳戶中的直接訊息至 Social。

Social 維護發行 (11/08/12) 包含下列新功能和增強功能:

功能 說明

Facebook 定位 Adobe Social 可讓您使用人口統計定位來發佈 Facebook 內容。

追蹤代碼自訂 您可以使用自己的首碼和可選日期來自訂追蹤代碼 (例如
「mycampaign_20121018_1234」)。

黑名單術語 新增一個黑名單術語清單，這些術語不允許做為單一初始術語。

使用者、群組和權限同步 改進 Adobe Marketing Cloud 和 Adobe Social 之間的使用者、群組和權限同
步。啟用後，此功能會同步資訊，您不再需要在兩個地方建立和編輯使用
者及群組 (「管理控制台」和 Social)。

Twitter 影像發佈 Adobe Social 可讓您發佈影像至 Twitter。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ocial 的新功能。

修正

修正當發行 Facebook 資料流應用程式時，造成縮圖遺失的問題。

修正在 Facebook 帖子上顯示兩個「分享」連結的問題。

修正造成 bit.ly 連結遺失促銷活動參數的問題。

修正所有可用量度都無法顯示在報表的「量度選擇器」中的問題。

AppMeasurement & Mobile

現在所有平台的 AppMeasurement 庫 (JavaScript 除外) 都由 Developer Connection 託管。最新的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庫和您已儲存的代碼封存檔仍可從「管理員 > 代碼管理器」中使用。

JavaScript AppMeasurement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其他平台的 AppMeasurement

請參閱 AppMeasurement 版本歷史記錄，此為下列平台上 AppMeasurement 之版本歷史記錄的後續內容:

JavaScript

iOS

Android

Flash-Flex

Windows Phone、XBOX、Sliverlight 和 .NET

BlackBerry

Java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ocial/index.html#Release_Notes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appmeasurement/relea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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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Symbian

Discover 3.1維護發行

Discover 3.1 維護發行 (11/08/2012) 包含下列改進功能:

修正區段和量度中，按一下「另存新檔」會覆蓋原始項目，而不是另存為新複本的問題。

以前使用「每日」精細度建立表格時，不會計入「表格產生器」中日期範圍的第一天。

修正在區段中使用「反向連結類型」時，地區設定從日文還原回英文的問題。

修正「流失報表」中無法顯示趨勢線的問題。在日曆中選取「月」時會發生這個問題。

修正「圖表選項」的問題。如果水平拖曳「工具」面板且大小調整過大，「圖表選項」面板會無法
顯示。

請參閱 Discover 的新功能。

Genesis 3.1 維護發行

Genesis 3.1 (11/08/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精靈: 修正停用 ExactTarget 整合時會發生錯誤的事件映射問題。

開發中心: 修正「開發中心」中可以在可選 eVar 或 prop 上建立分類的問題。新增警告，用以指出發
生此問題。

開發中心: 修正分類問題，當選取「數值」或「數值 2」做為子分類時，選擇項目會回復為「 文

字」。

開發中心: 修正預覽頁面時發生的找不到頁面錯誤。

開發中心: 修正複製產品時，分類和計算量度被移除的問題。

開發中心: 修正編輯產品時，如果超過一個產品資訊欄位包含非 ASCII 字元時，會發生錯誤的問題。

如需 Genesis 最新發行資訊，請參閱 Genesis 的新功能。

DataWarehouse

DataWarehouse 維護發行 (11/08/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 JavaScript 劃分的問題。以前，此劃分的維度值是數值。現在，維度值的啟用和停用方式與
SiteCatalyst 中的方式相同。

如需累計發行說明，請參閱 DataWarehouse 發行說明。

點按流資料饋送

本維護發行中無更新。

如需最新資訊，請參閱 點按流資料饋送說明。

ReportBuilder 4.3 維護發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dsc/index.html?f=c_whatsnew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genesis/index.html?f=c_whatsnew_genesi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reference/index.html?f=data_warehouse_rn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whitepapers/clickstream/index.html?f=c_new_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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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Builder 4.3 (11/08/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修正在計劃活頁簿時，造成資料遺失的日期問題。

改進量度映射，確保某些計算量度可用於 ReportBuilder。

新增使用自訂日期建立請求時的有效性檢查。如果您的自訂日期無效，ReportBuilder 會發出無效日
期警告。

新增請求掃描，確保計劃請求的有效性。

如需累計發行說明，請參閱 ReportBuilder 發行說明。

網站服務 API

網站服務維護發行 (11/08/20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增下列參數至由 Report.GetReport 傳回的 Report.ReportResponse 資料類型。

waitSeconds - 報告在佇列中等候多久才被執行 (單位為秒)。此處的值高表示一家公司有大量報表請
求。

runSeconds - 此報表進行處理和傳回資料花了多少時間 (單位為秒)。此處的值高表示報表很複雜或日
期範圍很大。

新增 ReportSuite.getNavigationMenu 和 ReportSuite.saveNavigationMenu 至管理 API。

如需深入瞭解網站服務 API，請前往 developer.omniture.com。

AudienceResearch 2.8

AudienceResearch 2.8 可讓發佈商自行報告其數位出版品和行動應用的人口統計資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udienceResearch。

Search&Promote 8.9.3

Adobe Search&Promote 8.9.3 ( 2012 年 11 月 1 日發行) 包含下列新功能、增強功能和修正:

新功能和增強功
能

說明

Facet 軌 新增「Facet 軌」選項，協助控制 Facet 系列和 Facet 名稱的排序 (依據計數、字母
順序)。

請參閱關於 Facet 軌。

巢狀 Facet 新增支援巢狀 Facet 的其他排序方法。

請參閱關於 Facet 軌。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arb/index.html?f=release_notes_arb
http://developer.omniture.com/
http://audience.omniture.com/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c_about_facet_rail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c_about_facet_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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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和增強功
能

說明

附註欄位 新增多行「附註」欄位至「新增排名量度」對話方塊及「編輯排名量度」對話方
塊，用於排名規則和規則群組定義。

排名規則附註會顯示在「定義排名規則」頁面上。規則群組附註則在編輯定義時顯
示。

請參閱關於排名規則。

業務規則 改進著陸頁面支援，使用新的「移除所有結果」選項，移除業務規則中的免費結
果。

將此新選項搭配其他業務規則動作使用，可建立「罐裝著陸頁面」。也就是說，您
想要以獨家業務規則動作建立頁面內容，且需要捨棄搜尋的「免費」結果。

請參閱新增業務規則或編輯業務規則。

橫幅廣告和業務
規則

新增支援選項，可讓您在參考橫幅廣告的業務規則是即時推送時，有條件退出即時
推送該橫幅廣告。

修正

有「階段」索引時，業務規則的運作方法不一致。

自動排名規則現在套用至罐裝著陸頁面。

請參閱排名規則選項。

promosearch.cgi 未傳回促銷。

請參閱關於搜尋。

推送參考許多橫幅廣告的規則有時候會失敗。

請參閱關於橫幅廣告。

現在停用「您的意思是」搜尋查詢快取。

請參閱關於您的意思是。

如需最新 Search&Promote 文件，請參閱 Search&Promote 文件首頁。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此 AudienceManager 維護發行 (11/08/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DIL API: 新增 GA.init，這是一種模組，可讓您從某些 Google Analytics 函數呼叫傳送資料至
AudienceManager。請參閱 DIL 模組。

Auditude 資料整合: 使用此整合路徑，傳送 AudienceManager 區段資料至 Auditude。請參閱
AudienceManager - Auditude 資料整合指南。

Insight 5.5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c_About_Ranking_Rul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t_Adding_a_new_business_rule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t_Editing_a_business_rule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r_Ranking_Rule_option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c_About_Search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c_About_Banner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f=c_About_Did_You_Mean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np/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demdex/index.html?f=c_dil_mod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en_US/demdex/whitepapers/aud/index.html?f=c_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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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最新 Insight 發行說明和文件，請參閱 Insight 產品文件。

Recommendations 2.10

如需最新的 Recommendations 文件，請參閱 ecommendations 的新功能。

Scene7

如需最新的 Scene7 發行資訊，請參閱 Scene7 Publishing System 發行說明。

SearchCenter 4.4 維護發行

此 SearchCenter 維護發行 (11/08/12) 包含下列一般修正和增強功能:

修正套用進階篩選時，「管理」無法正確載入的問題。

修正使用者無法使用批量匯出功能來匯出關鍵字的「首頁最低競價」的問題。

修正促銷活動副本功能建立四個重複促銷活動的問題。

增強「進階篩選」功能，現在搜尋兩個數值之間的範圍時，可以接受負數 (例如 -3 和 1)。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earchCenter 使用指南。

Survey 3.4 維護發行

Survey 維護發行 (11/08/12) 包含下列新功能:

功能 說明

情緒分析 您可選擇停用報表套裝的情緒分析。如需詳細資訊，請連絡您的
Adobe 帳戶管理員。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vey 使用指南。

Test&Target 3.1

此 Test&Target 發行 (11/08/12) 包含下列增強功能和修正:

功能 說明

可重複使用的群體 群體可讓您鎖定符合非常明確之標準的訪客，以
進行促銷活動。只要是 Test&Target 中可以使用定
位的地方，都能使用群體。定位促銷活動時，您
可以從「群體」清單選取可重複使用的群體，也
可以建立促銷活動專屬的群體，然後加以定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群體。

改進日期選擇 新的日曆型日期和時間選擇器，讓您在促銷活動
建立過程中，更輕鬆計劃不同的促銷活動。請參
閱促銷活動開始和結束日期。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insight/insight_release_notes.pdf?cb=540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rec/#Release%20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7/release_notes/index.html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cm/index.html#Release_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survey/index.html#Release_Note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About_Segments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Campaign_Start_and_End_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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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用於報告的預設主機群組 您現在可以將實際生產主機分組至其新的主機群
組，不用再依附於預設的「生產」主機群組，如
此可提供更有效率的報告。請參閱設定報告的預
設主機。

新增 HTML 選件 API 新增 API，供您建立、取得和列出 HTML 選件。請
參閱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documentation/t

target/r-test-and-target-api-sample-code。

改進 Geotargeting 介面 如果您的網站啟用 Geotargeting，現在可以從智慧
搜尋下拉式功能表方塊和選擇程序中選取您的
Geotargeting 規則，不需再使用離線 CSV 檔案。請
參閱依據地理位置定位。

更新可用的社交目標 已更新可用的社交目標，反映目前趨勢。例如，
已新增 Pinterest 做為目標。請參閱瞭解定位介
面。

改進促銷活動建立 API 驗證 透過此項改良的促銷活動建立 API 驗證，錯誤訊息
更加清楚明瞭。

已更新 Test&Target 1:1，現在包含下列功能:

功能 說明

提案和模型群組層級的回應加權 對於每個提案和模型群組，行銷人員可以標記提
案的「價值」。系統會根據此加權，更常顯示較
有價值的項目。

單一步驟即可最佳化 行銷人員可以選擇用於最佳化模型的促銷活動成
功量度，同時繼續追蹤成功量度以外的訪客行
為，以便用於報告。行銷人員可以根據符合所提
供內容的動作來最佳化模型，也能透過促銷活動
轉換而清楚瞭解最終投資回報率。此功能同時套
用至: 1:1 促銷活動和最佳化促銷活動。

重要: 此頁面上的內容可能會隨著每個月的發行而有所改變。請定期造訪以取得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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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Set_the_Default_Host_for_Reporting
https://developer.omniture.com/zh_TW/documentation/test-target/r-test-and-target-api-sample-code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Target_Based_on_Geography
http://microsite.omniture.com/t2/help/zh_TW/tnt/help/#Understanding_the_Targeting_Interface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terms_of_use_tw
http://www.adobe.com/go/marketingcloud_privac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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