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淵閣工作室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ehappytw 
官方網站 http://www.e-happy.com.tw

前言
智慧型手機的流行，讓原來已經熱到不行的 Facebook，就越來越深入到所有人的生活

中。社群的力量真的很強大，它的魅力在匯集人與人之間的交集，其中就衍生出很多讓

人意想不到的活動與需求。

申請 Facebook 粉絲專頁其實一點都不難，但是有許多朋友在申請完畢之後，都會忍不

住問：「那接下來呢？」我們週遭有太多的人對於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很有興趣，但

是在實際操作時就發生了許多問題，更別說是要再深入經營。尤其是 Facebook 的環境

常常在更改，讓許多使用者感到無助，應用上就十分頭大！

所以在本書發想的初期，編輯們在討論後訂下了一個原則：我們希望在操作方式與觀念

養成上，可以使用最簡單而詳細的說明，解答許多人對於 Facebook 的疑問。所以在編

寫的過程中我們不跳過任何可以探究的細節，讓您由基礎建立、進階管理、社群外掛、

網站結合、雲端整合、打卡應用、推廣行銷、資安維護全面領略 Facebook 的操作方式

與技巧，並收集大量來自實務現場的應用心得，提供對應的解決方案，讓您能夠最經濟

的投資，獲得最大的效果。

每個小地方與小動作，都可能為粉絲專頁的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我們希望能提供的不

僅是一本能放在身邊時時查詢的使用手冊，而更是能帶您進一步活用靈感、揮灑創意的

必備工具書。希望編輯群的努力，能讓您在面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操作與經營時能

更得心應手，不再人云亦云、徬徨不知所措。

preface
facebook超人氣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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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的粉絲專頁中，Facebook 允許管理者對於重要的貼文設定置頂的功能，讓粉絲一

進入專頁時就能看到這則訊息。

設定的方法很簡單，請先移動到要設定的貼文區塊，接著選按右上角的  編輯鈕，選

按下拉式選單的 置頂。完成後在該貼文區塊右上角會顯示一個黃色的標籤，整個貼文

會馬上移到動態時報的最上方。

     

如果要移除置頂的設定也很簡單，請選按置頂貼文右上角的  編輯鈕，選按下拉式選

單的 取消置頂 即可。

QUESTION 022

將重點貼文置頂

置頂貼文設定的注意事項

要 注 意

❶  置頂貼文只會停留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頂部 7 天。在超過時間後貼文將會回到粉絲專頁動
態時報上當時發佈的日期。

❷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一次只能有一個置頂貼文。當您選擇一個新的動態為置頂貼文，它將
會取代原來的置頂貼文，並會將原先的貼文移回它在動態時報上所發表的日期。

小美人魚戳了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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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讓貼文在規定的時間後才顯示，可以使用排程貼文的功能。設定的方式很

簡單，只要在貼文時按左下角  鈕設定一個未來的時間，即可完成排程貼文。

          

在排定的時間未到前，在專頁上是不會顯示這則貼文。您可以由管理員介面中選按右

上角功能表的 編輯專頁 \ 查閱動態記錄 即可查閱所有排程貼文，並可以利用貼文右上

角的  鈕進行設定。

如果想要修改貼文發佈的時間，可以按該貼文右上方的  鈕，選取 更改張貼時間 ... 
進行設定。若是要馬上發佈，請選取 現在發佈 ...。若要刪除貼文，請選取 取消張貼。

      

QUESTION 023

設定排程貼文

可以補貼過去時間的貼文嗎？

小 技 巧

如果在貼文時，您選擇過去的日期或時間進行發佈，該則貼文會立即出現在您粉絲專頁動態時

報上時間軸的適當位置，所有的時間都和您目前所在的時區一致。

達爾文說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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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害怕錯失粉絲給您的每一則訊息，就快點跟著下述方法操作：

01  請進入 Facebook 粉絲專頁，接著選按 管理員介面 右上角功能表的 編輯專頁 \ 通
知設定。

02  依所需要的通知項目進行核選，其中最重要的是「電子郵件通知」與「站內訊息
通知」，最後按 儲存 鈕即可。

     

如此一來只要有新訊息，除了在 Facebook 頁面上會顯示通知，同時也會寄一封電子郵

件給您， 就不用再怕漏失訊息了。

QUESTION 043

管理者是否可以用訊息直接聯絡粉絲？

QUESTION 044

管理者如何在第一時間知道有新的訊息？

訊息的功能其實很像電子郵件，感覺上十分好用，除了保密性佳，能給粉絲專屬客服

的感覺，又不會干擾粉絲團的運作。如果還能利用訊息來進行對於所有粉絲的訊息聯

絡，甚至派發電子報，不就太棒了嗎？

但是很抱歉，粉絲專頁的管理者是無法用訊息直接聯絡粉絲的，除非該粉絲曾經使用

訊息的功能聯絡，管理者才能在訊息的窗格中用回覆的方式進行聯絡的動作。而且訊

息的功能也沒有群發的功能，所以如果要通知聯絡過的粉絲訊息，就必須一一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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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粉絲專頁是可以刪除的，但還是有 14 天的猶豫期可以重新恢復，在時限之

後將被要求確認是否要永久刪除這個專頁。但是請注意，刪除是一個永久的動作。

01  請進入 Facebook 粉絲專頁，選按 管理員介面 右上角功能表的 編輯專頁 \ 更新公

開資訊。

02  在 權限管理 設定頁面中，捲動到最下方選按 刪除專頁 旁的文字連結即可完成刪

除粉絲專頁的動作。

如果因為要調整內容或其他原因要暫停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顯示，設定方式如下：

01  請進入 Facebook 粉絲專頁，選按 管理員介面 右上角功能表的 編輯專頁 \ 更新公

開資訊。

02  在 權限管理 設定頁面中，核選 粉絲專頁能見度：「未公開的粉絲專頁」後按 儲

存 鈕即可暫停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顯示。

     

QUESTION 046

刪除 Facebook 粉絲專頁

QUESTION 045

暫停粉絲專頁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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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95

使用 Dropbox 分享檔案

認識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檔案分享

很多人好像都有個印象：Facebook 不是已經提供分享檔案的功能嗎，為什麼還要特別

介紹呢？其實目前僅針對 社團 才有該項服務，而粉絲專頁裡面還沒有喔！

所以如何做到類似社團的方式，可以在粉絲專頁提供大家下載檔案的服務，這項重要

的功能一定要手刀學起來唷！

使用 Dropbox 在粉絲專頁上分享檔案

目前 Facebook 已經和 Dropbox 合作，讓大家可以在 社團 裡面分享自己在 Dropbox 

的檔案，不僅支援中文，而且還可以超過單一檔案 25MB 的限制。

cc  Dropbox 官網 (www.dropbox.com)

可惜這項德政還沒落實到 粉絲專頁，所以我們仍建議使用 Dropbox 來做分享，除了是

雲端分享、操作簡單，如果日後該項服務開放，Dropbox 肯定是 Facebook 粉絲專頁

欲合作的第一首選，這樣就不用再重新學習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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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最後，請回到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 近況更新 裡面貼上剛剛複製的檔案分享網
址，然後按下 留言 鈕，即可完成檔案分享。

     

01  請先登入 Dropbox，然後再進入 Public 資料夾 (如果要分享其他資料夾裡面的
檔案，就必須再設定相關權限，這樣會比較複雜，因此建議使用預設公開分享的 

Public 資料夾)，接著再上傳想要分享的檔案 (可以使用右上方的 上傳 鈕，或是直

接拖曳檔案到畫面的方式)。

     

02  對欲分享的檔案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 複製公開連結 功能，然後再點選 複製到剪
貼簿 鈕，即可將檔案分享網址複製完成。

     

縮短連結長度：如果擔心網址落落長會不美觀
又不好記，可以藉此來縮短分享網址的長度。

關閉縮圖：如果不希望顯示縮圖或是網址訊
息，可以按一下關閉鈕，保持畫面的簡潔。

本例要示範分享的 Word 檔案：大豆咖啡館-行
事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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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02

在粉絲專頁分享 YouTube 的影片

什麼是 YouTube？

YouTube 成立於 2005 年 2 月，旋即於 2006 年 11 月被 Google 收購。它提供使用者一

個免費的線上影片發佈平台，方便大家彼此聯繫、交流資訊、激發創意靈感。到目前

為止，已經吸引超過數十億人探索、觀看及分享原創影片。

cc YouTube 官網 (www.youtube.com)

使用 YouTube 雲端平台在粉絲專頁上分享影片

這裡將要介紹如何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裡面，分享 YouTube 影音平台裡面的檔案。

01  請先登入 YouTube 服務，按 上傳 鈕，然後選取或是拖曳想要分享的檔案。等到

檔案上傳完成之後，再填寫該檔的各項描述項目，其中的 隱私權設定 應設為 公

開，再點選該影片網址的文字連結。

     

cc 本例要示範分享的影片檔案 大豆咖啡館-影片.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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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接著會出現該影片的預覽畫面，如果試播後沒有問題，請先點選影片下方的 分享 
功能，再點選 分享這部影片 功能，然後全選該檔的連結網址，對其按一下滑鼠右

鍵，選擇 複製 功能。

03  最後，請回到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 近況更新 裡面貼上剛剛複製的檔案分享網
址，然後按下 留言 鈕，即可完成影片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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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06

讓粉絲專頁結合 Flickr 相簿

在 Facebook 上使用照片來搭配發文，根據統計效果是比一般的文字還好！如果使用的

是 Facebook 上所提供的相片功能，雖然沒有空間與流量的上限，但是上傳時必須一張

一張來，若要整理為相簿又很麻煩。是否可以將自己已經上傳到其他網路相簿上的內

容整理到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中呢？

安裝「Flickr Tab」應用程式

Flickr 是著名的網路相簿網站，許多喜歡攝影的朋友們都很習慣利用 Flickr 來儲存、整

理，甚至分享發表自己的作品，目前還提供 1TB 免費空間，真的是太棒了！這裡介紹

使用 Flickr Tab 應用程式，能在簡單的操作下將 Flickr 中的相簿作品化為 Facebook 粉

絲專頁上的自製頁面。

01  請在 Facebook 頁面上方的搜尋欄輸入關鍵字：「Flickr Tab」，請選擇選項後即
會前往安裝畫面。(https://apps.facebook.com/flickr-tab/)

02  Flickr  Tab 應用程式的安裝過程不難，但有些冗長，請先按 Install Application 鈕
再按 前往應用程式 鈕，進入 Flickr  Tab 應用程式專頁後，請按 新增 Flickr Tab 鈕
將 Flickr Tab 安裝到您的粉絲專頁中。

     

03  回到粉絲專頁後開啟檢視與應用程式區，果然看到 Flickr Tab 應用程式的縮圖已經
加入在最後一個位置。請選按這個頁籤，進入 Flickr Tab 的專頁之中，目前並沒有
任何照片等內容，請按 Administrator Panel 鈕進入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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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並檢視「Flickr Tab」應用程式

在 Flickr Tab 的管理頁面中，允許使用您在 Flickr 的帳號、註冊的電子郵件或是相片集

的編號來設定要顯示的照片內容。如果您使用的是 Flickr 的帳號或是註冊的電子郵件，

在這個專頁上會顯示在 Flickr 上您設定公開分享的照片。我們比較建議您在 Flickr 上將

要顯示的照片設定為一個相片集，再將這個相片集的編號填入到這個管理欄位中，顯

示的照片內容較容易控制。

01  進入 Flickr Tab 的管理頁面，在第一個欄位中填入您在 Flickr 的帳號、註冊的電子
郵件或是相片集的編號來設定要顯示的照片內容。我們回到 Flickr 中設定好要顯

示的相片集，在瀏覽時複製網址後方的編號，這就是相片集的編號。

     

02  回到 Facebook 裡 Flickr Tab 的管理頁面上，請將剛複製 Flickr 相片集的編號貼到
第一個欄位上。Flickr Tab 提供了四種顯示模式：Square (矩形配置，直橫混合)、

Thumbnail (縮圖模式，棋盤擺置)、Small (小圖模式，較縮圖大)、Normal (大圖

模式，圖片直排)，選擇後按 Save settings 鈕即完成設定。

     

完成設定後回到 Flickr Tab 的專頁頁面，就可以馬上看到剛剛設定的相片集內容，對於

有大量照片內容要使用整理的粉絲專頁來說，實在是太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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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08

粉絲專頁、地標，打卡不再傻傻分不清楚！

當有人在 Facebook 進行打卡而去新增新地點，或是在個人資料中輸入居住地、城市、

家鄉等等任何與地點有關的資訊，這些項目都會自動變成「粉絲專頁」，而這些地點

資訊就是「地標」，也可以稱作「地標頁」或是「地標專頁」，所以「地標」也是一

種「粉絲專頁」。

另外，「地標」還提供「打卡」的功能，並且會顯示地圖位置，而依據不同類別，圖

示造型也不相同，能夠被編輯的資訊項目也不一樣。

     

cc 地標就是一種粉絲專頁，只是多了「打卡」功能，依據類別的不同，其內容與造型也會有所差異。

還有，在 Facebook 登載自己的畢業學校或是工作公司的資訊，這些項目也會自動變成

「粉絲專頁」。

     

cc 在個人的關於資訊 (About)，所記錄的每個項目都將自動變成有專屬網址的粉絲專頁 (P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