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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8/11 社群行銷與內容行銷--課程報導 

本次邀請到知名網路廣告代理與活動操作公司:生洋網路公司數位媒體行銷經理林晏廷 Zac 分享目

前最夯的社群行銷與內容行銷。Zac 相當年輕，曾在 Udn 買東西操作過電商平台，之後在生洋公司

更專注在社群與內容的操作與電商的結合。 

 
上圖：生洋網路公司 Zac 

 

一、希望藉由 Facebook 達成什麼目的？ 

在台灣要操作社群與內容行銷，目前仍以 Facebook 為主軸。一開始 Zac 提到操作之前仍要思考，

要達成的目的是什麼？品牌推廣、收集名單、舉辦活動、市場測試、流量導入、商品銷售、會員經

營、客服平台等…。不同目的，就有不用的內容和操作。然後要思考要和誰對話，目標群是誰？上

述的方向都清楚之後，才能做主題規劃，同時針對內容制訂 Cue 表，依 Cue 表產製內容、執行宣傳、

追蹤成效、修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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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粉絲團、內容很重要 

粉絲團的貼文形式有：單/多圖片貼文、連結貼文、影片貼文、相片輪播貼文、讚廣告、右側貼文、

APP 推廣貼文、全景貼文等…各式媒材，不用形式有不同用途。如果有操作之後發覺成效好的貼文，

就可以再加碼搭配廣告的投放，讓成效更加倍放大。而貼文的內容：可以純商品資訊、心情貼文、

搞笑圖文、活動貼文或時事議題等…。像最新火紅的寶可夢，台北市立動物園粉絲團就有結合這時

事議題，操作了一則成效非常好的粉絲團內容。 

 

上圖：台北市立動物園粉絲團 

  

三、全職小編很重要、擅用線上工具增成效 

至於在粉絲團經營與內容行銷的操作上，Zac 建議人員配置上能夠有一個全職的小編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而且最好具備下面特質的人比較適合擔任小編職務：包括了…議題發想、擅於溝通、社群重

度、熱愛品牌、快速學習、擅於整合、個性鮮明、樂在其中等的能力與特質為佳…。同時也分享了

一些好用的小工具，包括了 Google Alert、Google 短網址、短網址+可查流量、Facebook 社群外掛

元件、Google Analytics 等工具。 

  

四、如何有效擴散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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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這幾年來，因為持續在演算法與顯示邏輯上進行調整，所以粉絲團操作的觸及率及成效，

一年不如一年。畢竟網友的眼球有限，不能給他們太多的資訊量，這是一個事實。因此在曝光上，

除了多說服粉絲「接收通知」與「搶先看」，還可以利用網路名人的人氣、活動貼文、搞笑貼文、

社群外掛元件等方式，再搭配廣告投放，讓訊息能有效擴散出去。 

 

上圖：How Dose Facebook Choose. What To Show In News Feed? 

  

本次的課程演講非常精彩，敬請期待下次的課程囉~ 

 

上圖：上課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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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社群經營實戰活動報導 

這次的社群實戰課程，非常難得邀請到鮮乳坊行銷長劉容君 Rose 分享。Rose 對 FB 社群有很豐

富的經驗。鮮乳坊成立的宗旨在能作為消費者和酪農的橋樑，協助小農成立自有品牌，推動公

平交易。 

   

上圖: 鮮乳坊行銷長劉容君 Rose 

 創辦人獸醫師阿嘉希望為產業盡份心力，提供新的產銷模式，讓酪農們有新的通路，由群眾募

資平台集資 600 萬元開始，目前成立約 2年，已取得很大的迴響，更是農畜電商的優良範例。 

  

Rose 分享到社群經營，首先要確認目標，是為了導購、傳遞理念、建立品牌形象等，確認後才

能規畫內容與素材。素材是很重要的，要如何製作出符合粉絲與目標顧客想看的內容，需要仔

細的構思，在經營 FB 之前就要預備許關於基本意境、產品的基本照片素材。而形象影片，也可

在 FB 中有很好的效果。一般來說，instergram 比較適合建立品牌形象，FB 比較適合社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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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上課情形 

  一個粉絲團的團隊基本上包括「企畫」、「美編」、「客服」 

要建立鐵粉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誠實地把粉絲當朋友，如 Rose 要求自己除非特別情形，每一個

互動都是個別化的文字，讓粉絲感受到親切，而且要在 5分鐘內回覆。 

 一般粉絲團內容，有幾個參考 

1. 生活資訊分享 

讓粉絲們感受到現場感，如 po 過鮮乳送貨的工作情形，互動情況不錯。 

2.產業知識資訊分享 

鮮乳坊有與營養師配合，針對鮮乳的營養知識與粉絲們互動 

3.活動舉辦 

如舉辦盲飲活動，買市面上各種不同的鮮乳現場試喝，並上傳活動照片。 

4.一般問候發文 

讓粉絲感到親切 

5.即時資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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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不同素材運用 

7.轉單促銷 

這是重要的目的，但不能太過頻繁，造成粉絲不願看，也會影響粉絲團的分數。 

有好的內容才有好的互動機會，並要搭配 FB 廣告來操作。如鮮乳坊的主要客群是女性，因此大

部份廣告會投放給女性。並隨時測試廣告效果來控制預算，並要重視數據報告，才能有效掌握

粉絲團社群。 

另外粉絲團經營也很重視影片，如鮮乳坊就委外拍攝了形象影片，可搭配在不同的貼文中使用，

影片的重點就是短而精，一般來說 30 秒最好。 

感謝美麗大方的 Rose 精彩的分享，期待未來協會的課程囉~ 

產業大事紀 

商黃金交叉！行動商務已成為銷售主流 

數位時代 2016. 10.12 

行動購物成東南亞主流，台灣佔比最高 

Criteo 指出，隨著越來越多消費者使用 PC、行動裝置或兩者兼用來進行線上購物，行動裝置的

交易率已超越了 PC 傳統網購的交易率。 

在所有零售業者之中，透過行動裝置進行的交易較去年成長 19％。其中以東南亞地區來說，2016

上半年，東南亞主要零售業者的行動銷售量，比去年同期成長了 37％，現在已經佔電子商務交

易總量的 54％。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台灣行動網購量已經達到電子商務交易總量的 60％，是亞洲地區行動購物

佔比最高國家。 

Criteo 報告指出，在行動購物中，以智慧型手機為主的消費者越來越多，智慧型手機首次在全

球幾個主要市場中成為行動交易的大宗，尤其是亞太區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東南亞地區。 

在日本、台灣、韓國、東南亞，80％以上的行動交易都在智慧型手機，而非平板電腦上進行，

相較於美國、英國的 30％行動交易都透過平板電腦進行，顯示出智慧型手機購物在亞太區的採

用率更高。其中，在印尼，有 83％ 以上的行動交易都是透過智慧型手機進行，無論比例、成

長速度都在東南亞國家居冠。 

行動 App 轉換率是網頁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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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 App 也在這次的調查佔有重要地位。報告指出，行動 App 的成交率比其他線上購物環境更

高，且帶來的訂單價值更多。 

Criteo 指出，2016 年第二季，開發設計精良的行動 App 的零售業者，交易量從 2015 年的 47％，

提升至 54％；行動 App 成交率也較其他線上購物環境更高，且轉換率是行動網頁的三倍。 

另外，行動 App 的訂單價值首度超越 PC 和行動網頁，透過 App 進行交易的金額平均為 127 美

元，而 PC 網購為 100 美元，行動網頁則為 91 美元。 

亞太區執行董事總經理張憶芬便表示，亞太區的行動商務的發展潛力持續成長中，當零售業者

持續投資行動購物平台的同時，行動購物正在超越透過個人電腦（PC）的交易比例，讓行動商

務來到關鍵引爆點。 

她建議，零售業者必須再向前邁進，創造出真正的無縫行動服務及跨裝置體驗，在數位購物的

流程中吸引更多的使用者進行交易。 

 

創業家兄弟月底上櫃 

經濟日報 記者彭慧明／台北報導　 WhatsApp 

國內第一家垂直型電商創業家兄弟（8477）將在 10 月底上櫃，近期辦理上櫃前現金增資，以每

股約 70 元現增 230 萬股，上櫃股本將達到約 1.9 億元。 

創業家兄弟目前有五個垂直電商網站，涵蓋生活用品、食品宅配、生鮮購買、3C 產品與折扣商

品。該公司掌握到開學採購、秋節大閘蟹季的商機，9月營收達 2.36 億元，月增 2.2%、年增

14.31%；今年前三季營收 23.1 億元，年增 36.2%；上半年每股純益 1.83 元。 

董事長郭書齊表示，今年以來營收維持三成的成長率，第 4季進入傳統零售旺季，對於維持成

長有信心。 

他指出，除五個垂直電商，也關注其他電商產品拓展成垂直電商的可行性，期望政府在部分商

品上可以考慮解禁，例如酒類、部分醫藥商品。他強調，未來二年將積極增加營收，2019 年會

考慮進軍海外市場。 

創業家兄弟是台灣第一家以垂直型電商股票上櫃的公司，有別於其他電商 B2C 網站強調數百萬

種商品，創業家兄弟將產品項目限制在 5,000 至 6,000 項，銷售精選市場商品。 

銷售前注重產品的價格競爭力、品質保證，銷售後加強售後意見評比，以判定廠商的品質，目

前不重複消費者超過 316 萬人次，回購率達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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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媒體電商趨勢論壇 

在內容為王、創新視界的現在，想要發揮你的品牌影響力，全媒體整合電子商務，才是體現商

業價值的趨勢。2016 全媒體電商趨勢論壇，帶您了解兩岸電商市場將如何運用全媒體整合服

務，再造藍海新商機。 

主題 主題大綱 與談人 

看傳統媒體玩出電商新花樣 
 

udn 從媒體跨足電商，在台灣的網購

市場中的機會點為何？ 
如何結合媒體和電商的利基，長期地

經營用戶？ 

聯合線上 
李彥甫 總經理 
  
 

兩岸娛樂發展電商新生態 
 

好看娛樂從台灣娛樂市場的角度發

展電商，這之中的商機何在？ 
以及大陸影業在電商市場的發展與

現況。 

好看娛樂  
王貞妮 副總經理 
         

社群主導消費型態，內容提供

者與電商的新航海時代來臨 
 

社群時代來臨，東森新聞台如何轉化

電視製作的技術與能量，能夠與社

群、網路平台接軌？ 
內容提供者如何與電商共同打造社

群藍海？ 
面對直播、影音的新媒體海嘯來襲，

又如何製作符合社群體驗的高內容

力作品？ 

東森新聞  
沈建宏 社群新聞總監

           

報名網址: http://www.accupass.com/go/omni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