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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距離上次在 2014 年的全新改版，目前 Facebook 粉絲專頁又累積了許多小變動，很多讀者也常來
信反映第二版書中的操作已經稍有不同，尤其很多應用程式都停止支援。所以，我們趕在 2016 年
初，推出全新第三版，經過全面性的整理與反覆測試，把最新、最正確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操作
與設定，不藏私地收錄集冊，希望各位小編在面對種種新問題時都能迎刃而解。

近年來，各種通訊 APP 軟體跨足行銷面，以及社群平台的盛行 (Line@ 生活圈、WeChat 企業號、
Google 我的商家)，為什麼還要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其實原因很多，Facebook 仍是現今全
球擁有最多會員人數的社群網站，而在國內更是遙遙領先其他同類型網站；再者，目前除了廣告購

買，其餘服務都是免費無上限的貼文與傳訊；最後，還可以直接置入十足商業性的行銷活動，讓小

資店家與大型企業都可以不分規模，公平又自由地在網路上宣傳自家商品。申請 Facebook 粉絲專
頁很簡單，也容易讓人誤解：是不是只要申請了粉絲專頁就等於幫自家企業連結了網路社群人潮，

從此可以高枕無憂，迎接爆量的粉絲們上線來按讚、分享互動或打卡。其實不然，開通帳號只是第

一步，之後的經營才是試煉的開始，而且看似單純的管理介面，往往在實際操作就會發生許多問

題，更遑論要再設定更進階的環節。

本書保持 Q&A 方式的撰寫方式，再次對於基礎建立、進階管理、雲端整合、社群外掛與網站結合、
應用程式、打卡設定、推廣行銷與廣告購買、資安維護、經營心法⋯等，完全站在專頁經營者或是

小編的立場來出發，全面領略 Facebook 的操作方式與技巧，並收集大量實務現場的應用心得，提
供對應的解決方案，讓您能夠以最經濟的投資，獲得最大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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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能帶您進一步活用靈感、揮灑創意的必備工具書。希望透過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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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以出版當時最新的畫面與功能進行說明，若您在閱讀時發現有了一些不同，根據經驗這些相

關的選項應該都還在，只是位置有了些改變，再麻煩費心尋找對應一下。我們也會在粉絲專頁、公

司網站與部落格發佈相關的說明，歡迎大家多多交流！

preface
facebook超人氣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官方網站：http://www.dearken.com　服務信箱：service@dearken.com 
粉絲專頁：迪兒肯的電子商務艙 https://www.facebook.com/dearke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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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借過、社團讓開：「粉絲專頁」來了

粉絲專頁封面相片與大頭貼照的尺寸示意圖

封面照片與大頭照片是重疊顯示，在設計時可以一起考量，加上不同的創意能讓人對

您的粉絲專頁加深印象，提高加入的意願。以下是 Facebook 對於粉絲專頁封面照片與

大頭貼照的尺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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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封面相片尺寸說明

在電腦的粉絲專頁畫面上顯示的寬為 851 像素、高為 315 像素，在智慧型手機上則寬

為 640 像素、高為 360 像素。建議寬至少應為 399 像素、高為 150 像素，載入速度最

快的設定為寬 851 像素、高 315 像素，且大小小於 100 KB 的 sRGB JPG 檔案。

大頭貼照的尺寸說明

在電腦的粉絲專頁畫面上顯示為 160x160 像素，在智慧型手機上是 140x140 像素，所

使用的相片至少應為 180x180 像素，Facebook 將會自動裁切為正方形以符合使用。在

電腦上，大頭貼照位於封面相片左側 16 像素、頂部 176 像素的位置。

無論是封面相片或是大頭貼照，如果要讓粉絲專頁載入速度達到最快，圖片須為小於 

100 KB 的 JPG 檔案，若想獲得較高品質結果可以使用 PNG 檔案。

QUESTION 008

粉絲專頁封面照片與大頭貼照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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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借過、社團讓開：「粉絲專頁」來了

QUESTION 022

舉辦粉絲專頁活動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為粉絲舉辦相關活動，是很受歡迎的功能。活動的舉辦除了可

以透過 Facebook 進行通知、收集出席名單、溝通留言的動作之外，若是有購票或報名

頁面甚至還能連往相關頁面，相當實用。

Facebook 活動舉辦的方法

01  請進入 Facebook 粉絲專頁，在右側欄位下方留言區域選按 活動、里程碑，更多 
後，再選按 活動 連結。

0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填入活動的 活動名稱、地點 (系統會自動在地圖上標示)、開

始 及 結束 時間、共同主辦人、購票網址、說明，最後再按下 發佈 鈕，即可完成

活動的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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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借過、社團讓開：「粉絲專頁」來了

如果您希望讓貼文在指定的時間顯示，可以使用排程貼文的功能。設定的方式很簡

單，只要按貼文欄 發佈 鈕旁的向下鈕再選按 排程，在 貼文排程 視窗中設定發佈日期

與結束日期，最後按 排程 鈕。在動態消息即會顯示一則排程貼文的通知，按 查看貼文 

連結可以看到詳細內容。

    

在排定的時間未到前，在專頁上不會顯示這則貼文。您可以選按專頁上方的 發佈工具 

後再選按 排定貼文 項目，即可查閱所有排程貼文。

如果想要編輯貼文，可以在選取貼文項目後按上方 操作 鈕，使用下拉式功能表中的 發

佈 直接發佈貼文；選取 重新排程 可以重設排程時間；選取 刪除 可以刪除貼文。

QUESTION 027

設定排程貼文



038

facebook
超人氣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QUESTION 033

認識粉絲專頁的管理員介面

在具有管理員身份的粉絲專頁中，除了可以看到一般粉絲專頁以時間軸的方式來顯示

的動態消息外，在上方還會顯示 管理員功能 區域的四個頁籤，即使當頁面捲動到下方

時，該區域仍會維持在頁面的最上方，方便管理者點選所需功能。

 █ 粉絲專頁：回到粉絲專頁的首頁。

 █ 訊息：管理者可以使用全新界面的訊息頁與留言的粉絲互動。

 █ 通知：管理者可以檢視專頁各項通知內容，這些訊息除了會列示管理者做了什麼動

作之外，也會顯示粉絲在專頁上的互動內容。包含了按讚、留言、分享及其他等事

項，對於管理者來說是很重要的資訊。

 █ 發佈工具：管理者可以進行貼文、影片等重要訊息的發佈。管理者能條列檢視已發

佈貼文的觸及人數、按讚及留言人數，也能批次進行管理的工作。除此之外，還能

檢視並管理排定貼文、草稿及即將到期貼文的狀況。影片的貼文也能在這裡進行管

理，除了能上傳影片及批次進行編輯，在表列中能檢視影片瀏覽的狀況。

 █ 設定：在這個頁面中，可以檢視編輯專頁相關資訊，以及編輯專頁的設定，相當的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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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39

粉絲在專頁上的留言會顯示在哪些位置？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預設可以讓粉絲留言進行互動，但如果粉絲留言太踴躍會不會造

成整個粉絲專頁的版面大亂呢？其實在粉絲專頁中您不用擔心會有其他人的留言影響

了正文的顯示，因為預設狀況下，粉絲留言都會歸納到左方的 訪客貼文 區塊中，如此

一來即使是不安好心的路人甲有不當言論時，都能集中在一個區塊裡處理，不會破壞

粉絲專頁的氣氛。

    

QUESTION 040

回覆及管理粉絲的留言

Facebook 粉絲專頁管理員能對於粉絲在專頁上發言的內容進行管理，設定方式如下：

01  管理員可以在 訪客發文 區域中看到這則留言，請按 留言 後就直接在留言下方的

欄位輸入回覆內容，完成後按下 Enter 鍵即可送出留言。

02  針對發言不當的留言，管理者可以選按右上角的  鈕後選取 刪除，即可完成刪
除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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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55

粉絲專頁預設的應用程式有哪些？

認識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應用程式

雖然 Facebook 粉絲專頁已經提供了不少實用的功能，但相信有許多人總會想，可不可

以在粉絲專頁中加入一些自製的頁面，提供自訂的內容呢？這個就是 Facebook 粉絲專

頁迷人的地方，因為它可以藉由應用程式來擴充功能，甚至加入自製的頁面。

檢視 Facebook 粉絲專頁裡安裝的應用程式

當您申請完粉絲專頁後，Facebook 就會視專頁的特性預先加入了幾個應用程式。如果

要設定或在應用程式中新增內容，請依下述步驟操作：

01  請進入 Facebook 粉絲專頁，接著選按 管理員介面 的 設定 頁籤 \ 應用程式 選項。

02  可以看到目前已經安裝的應用程式是應用程式的安裝狀態。

這個頁面與 Windows 系統中控制台裡的 移除與安裝應用程式 是一樣的，只要是應用

程式都可以在這裡管理應用程式的安裝、移除與設定。

其實有許多應用程式服務是內建的，如相片、影片、活動等，這些應用程式不需要安

裝，而且都已經啟動，可以在應用程式頁籤看到連結。目前只有 網誌 還需要安裝才能

顯示在應用程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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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73

使用 OneDrive 分享 Office 文件檔案

什麼是 OneDrive？

這是微軟公司提供的雲端服務，初期以 Windows Live Folders 為名，並提供 25GB 的

免費用量，之後更名成 SkyDrive，最後正名為 OneDrive。雖然從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之後新註冊使用者的免費空間將縮減到 5GB，仍可透過推薦親友來增加免費用量。

cc Microsoft OneDrive (www.onedrive.com)

使用 OneDrive 雲端硬碟在粉絲專頁上分享檔案

既然有免費而且空間更大的網路空間，那就更不能閒置了，這裡將要介紹如何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裡面，分享放在 OneDrive 雲端硬碟裡面的檔案！

01  請先登入 OneDrive 服務，選按 上傳 / 檔案 (不同瀏覽器的顯示狀態會有差異)，挑
選想要分享的檔案之後，按下 開啟舊檔 鈕，進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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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80

在網頁的內容裡加上按讚鈕

Facebook 的流行帶起了按讚分享的風潮，您希望在自己網站重要的內容上加個按讚的

按鈕，讓瀏覽者可以快速的將網站的資訊分享在他們自己的塗鴉牆上嗎？建議您可以

安裝 Facebook 的 Like Butoon 社群外掛，就可以為您的網站內容加上分享的通道。

Like Button 設定表單說明

請由「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plugins/like-button/」進入設定畫

面。在頁面中可以看到設定的表單，在表單右方即是預覽結果的地方。

1. URL to Like：要加入按讚鈕的網址，預設會使用目前所在頁面的網址。

2. Width：外掛程式的寬度 (僅限標準版面 )。

3. Layout：外掛顯示的版面，預設為 standard。

4. Action Type：按鈕按下時的動作，預設是 like。

5. Show Friend's Faces：核選後會在按鈕下方顯示已經按讚的朋友頭像。

6. include Share Button：核選後會在按鈕後加入 Share 分享鈕。

還有許多進階的設定方式可以參考以下的說明，修改產生的程式碼參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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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頭換面不求人：活用粉絲專頁應用程式

QUESTION 098

在粉絲專頁加上搜尋引擎

說到 Facebook 最弱的功能，我想許多人馬上會想到：「搜尋」。想要由自己的動態時

報找過去的資料就已經很難了，更不用說參加的社團或是粉絲專頁。即使找到了，資

料也不齊全，速度又慢，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安裝「QSearch」應用程式

這裡介紹使用 QSearch 應用程式，除了能夠在自己的動態時報，還能針對參加的社

團、粉絲專頁用關鍵字在狀態、連結、照片、影音甚至打卡中搜尋，而且結果的呈現

速度流暢，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工具啊！

01  請在 Facebook 頁面上方搜尋欄輸入關鍵字：「QSearch (App)」，選擇選項後即
會前往安裝畫面 (或直接輸入網址：https://apps.facebook.com/fbqsearch/)。

     

02  進入應用程式中心頁面後，會介紹 QSearch 這個應用程式，可以先切換成繁體中
文語系，再於 QSearch 的頁面裡按 Login With Facebook 鈕。

03  接著會要求進行授權的動作，請按 確定 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