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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超人氣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記得從本書第一版開始，就已經充分感受到 Facebook 時常更新介面與改變功能的開發熱忱，因此
每次出版半年後都會陸續接到不少讀者們的反應，提到書上的操作畫面好像已有不同，或是設定步

驟出現差異，所以今年再度推出全新第四版，希望能把目前最嶄新、最正確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
功能，轉化成步步到位的 SOP，讓眾家小編們面對疑難雜症時可以氣定神閒地按圖索驥，不再擔心
會胃食道逆流了！

現在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儼然已經變成一種全民運動，舉凡：創業開店、學校招生、揪團
辦活動、集會結社、選舉造勢、明星宣傳、宮廟進香、秘辛爆料、網紅直播⋯幾乎都可以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來吸引大家的眼球，爭取更多的社群受眾。

雖然其他的社群平台與通訊軟體，也可以張貼文章與照片給所有朋友，不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仍
是位居龍頭，不易撼動，主要的原因很多：其一是「會員眾多」，目前擁有的活躍人數，已經超過

全世界第一大國；其二是「免費服務」，除了少數廣告須收費，其他所有服務都幾乎免費；再者是

「不斷創新」，現在功能已經是包山包海、琳瑯滿目，卻仍不滿足，近期還加入商品買賣與線上直

播，未來更計畫把衛星送上太空，改善上網品質。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並非一朝一夕即可立竿見影，成立之後才是試煉的開始，每天不僅要燒
腦發文、設計活動，也要引起粉絲興趣才會來按讚、打卡、分享與追蹤，更要面對網友們千奇百怪

的發問，所以小編們的養成與教育真的不能等！

本書維持 Q&A 的問答方式，對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基礎建置、管理設定、社群外掛、開設商
店、社團加入、應用程式、廣告購買、洞察大數據、經營心法⋯等，完全從專頁經營者的視角出

發，不藏私地透過大量的實務經驗傾囊傳授，希望讓我們曾經遭遇過的難題不會再困擾讀者們，減

少重蹈覆轍的時光浪擲，邁向康莊的按讚人生。

本書是以出版當時最新的畫面與功能進行說明，如果您在閱讀時發現了些許不同，根據以往經驗，

這些相關選項應該都仍存在，只是位置有了改變，再麻煩費心尋找對應看看。我們也會在自家的粉

絲專頁、公司網站與部落格發佈相關說明，歡迎大家多多互動、踴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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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37 

如何使用粉絲專頁上的活動紀錄？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管理動作千頭萬緒，確實很難記得自己或是粉絲在什麼時候做過

哪些動作，除了可以使用 訊息 及 通知 頁籤來查詢之外，還可以透過 活動紀錄 功能，

看到所有分類過的操作動作，並且鉅細靡遺地以時間排序來進行紀錄。

01 請進入 Facebook 粉絲專頁，接著選按 管理員介面 的 設定 頁籤 \ 活動紀錄 選項。

02 在活動紀錄的頁面中，左方會顯示所有紀錄的分類，右方會顯示目前分類中的紀
錄內容。其中紀錄的內容，會依發生的時間，由最新到最舊的順序進行展示，您

可以依照這個規則進行查詢。

    

活動紀錄的查詢相當重要，尤其有一些操作是在執行完畢後，即無法由粉絲專頁上找

到它所在的位置。

例如在管理粉絲頁貼文時，隱藏和刪除貼文後，就無法再找到這些內容，您必須使用

活動紀錄的查詢，才能找到這則貼文，再進行相關的處理。又例如發表在專頁上的垃

圾訊息經過檢舉和移除後，就再也無法找到了。如果有特殊的狀況要恢復時，就必須

使用這個功能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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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38 

設定粉絲專頁的通知

在管理 Facebook 粉絲專頁時如何即時得知有粉絲留言貼文，或是有粉絲要聯絡 ... 等

動作呢？您可以在粉絲專頁中設定通知，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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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在 通知 項目中，可以看到四個主要選項，包含了 在 Facebook 上、訊息、電子信
箱 與 簡訊，請依您所需要的通知項目進行核選。

Facebook 除了可以在頁面上通知訊息外，還能透過電子郵件，行動裝置上的推播通

知，甚至利用簡訊進行通知，讓您不漏接任何 Facebook 的動態。

當然過多的訊息通知也會讓人感到不悅，您也能在本頁中設定哪些資訊才要通知，並

且設定通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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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39 

如何新增、設定及移除粉絲專頁的管理員？

Facebook 粉絲專頁可以允許多人共同管理，請進入 Facebook 粉絲專頁，接著選按 管

理員介面 的 設定 頁籤 \ 粉絲專頁角色 選項，即可看到目前粉絲專頁中管理員的狀況：

新增管理員的方式

01 如果要為申請的粉絲專頁新增一個管理員，請將要新增管理員的姓名或電子郵件
輸入在下方的欄位中，接著按 編輯 鈕，在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管理員的角色，再

按下 新增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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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79 

在網頁內嵌 Facebook 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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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在頁面中可以看到設定的表單，在表單下方即是預覽結果的地方，貼文的網址 請

填入 Facebook 貼文的網址，設定完表單後選按表單下的 取得代碼 鈕，即會顯示加入

程式碼，其中第一區是 Facebook 社交外掛的 Javascript SDK，第二個區域中是嵌入

貼文的程式碼。請開啟網頁原始碼，分別將二區程式碼貼到要顯示的位置。

  

完成後請儲存檔案，你可以看到原來頁面顯示了嵌入的貼文，嵌入的內容除了貼文本

身，還會包括以下的留言及回應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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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開「讚」：讓粉絲專頁加開社群外掛

Facebook 的留言社交外掛程式是為了讓 Facebook 的使用者能快速為設定的頁面加入

自己的評論。也因為這個特性，許多人就將這個功能化為網站的專屬留言版，設定上不

僅方便，功能也非常實用喔！

留言設定表單說明

由「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plugins/comments」進入設定畫面。在頁

面中可以看到設定的表單，在表單下方即是預覽結果的地方，詳細說明如下：

1. 回應的網址：要加入留言的頁面網址。

2. 寬度：設定留言區域的寬度，除了能設定固定寬度之外，也能使用百分比的方式以

比例顯示寬度。

3. 貼文數量：頁面顯示的留言數。

留言加入的方法

設定完表單後選按表單下的 取得代碼 鈕，即會顯示加入程式碼，其中第一個區域是

Facebook 社交外掛的 JavaScript SDK，第二個區域中是嵌入留言的程式碼。請開啟網

頁原始碼，分別將二區程式碼貼到要顯示的位置。 

QUESTION 083 

用 Facebook 留言快速架設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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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87 

什麼是粉絲專頁的商店專區？

Facebook的粉絲專頁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用來建立專屬品牌，匯集粉絲人氣，進而創

造收益利潤的地方。如果在社群經營的過程中，能夠直接把網路商店結合進來，向專

頁的粉絲或經過瀏覽的人們推銷自家優良的產品，是不是就更有加乘的效果呢？

認識 Facebook商店專區

Facebook粉絲專頁的 商店專區 就是這個讓人無法忽視的重要拼圖，管理者可以將要

展示和販售的產品新增到商店專區的頁面中，使用者只要選按一旁的 商店 連結即可進

入進行瀏覽，甚至聯絡與購買。商店專區 最適合想要觸及 Facebook 顧客的商家、零

售與電子商務廣告主使用。最棒的是所有粉絲專頁的管理者都可以免費使用商店專區，

Facebook不會收取任何營收利潤。

Facebook商店專區的須知事項
 █ 在 Facebook商店專區必須遵守 Facebook內容守則，包含禁止使用的內容、受限的

內容、圖文的限制等。詳情請參考：「https://www.facebook.com/policies/ads/」。

 █ 在Facebook商店專區販售產品必須遵守Facebook商務產品商家協議。詳情請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commerce_product_merchant_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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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店不求人：粉絲專頁就是我的網路商店

Facebook商店專區的功能

Facebook商店專區會根據所在的地理位置提供不同的功能，在美國以外地區的粉絲專

頁可能提供的商店專區功能如下：

 █ 新增產品和產品資訊：在 Facebook商店專區中，管理者不需要事先上傳產品目錄

即可上架產品進行展示與販售，而且沒有數量限制。

    

 █ 策劃和自訂商店的產品庫存：管理者可以依據產品特性，規劃為不同的商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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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96 

如何在商店專區設定不同規格的相同商品？

許多商品常會以不同的規格進行販售，例如相同款式的衣服但擁有不同的顏色，或是

不同的尺寸。在 Facebook商店專區中，上架商品時可以利用選項為產品加入不同規

格，更可依此設定不同的售價。設定的步驟如下：

01 在商店專區新增產品時，按下方的 編輯選項。

02 在對話視窗中開啟 新增選項。

03 首先請利用下拉式功能表來選取可設定的選項。

   

04 選好選項後，接下來要在後方輸入
不同的選項值。每輸入一個選項值

就按 Enter鍵完成編輯，下方的表格
即會顯示該選項的詳細內容來設定

庫存及價格，最後按 套用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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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098 

為什麼要為粉絲專頁建立社團？

許多剛接觸 Facebook的經營者常會面臨這些問題：Facebook粉絲專頁和社團的差別

在哪？我該為產品或品牌成立粉絲專頁還是社團比較好？嚴格來說，Facebook粉絲專

頁和社團都是在經營社群，但是其本質與運作模式就有許多不同，也因此造成在社群

經營程度與方向的不同。

Facebook社團在經營上的特色

Facebook社團與粉絲專頁在運作上有以下不同的特色：

 █ 社團隱私的設定：建立 Facebook社團時，有 3 種隱私設定可供選擇： 公開、不公

開和私密。

 █ 限制加入的成員：無論成員是申請加入或是由其他成員推薦，可以設定必須由管理

員來新增或批准。

 █ 貼文共享的方式：預設是所有成員都能貼文，且所有成員都會收到通知。但管理員

可以限制貼文或是設定貼文必須經由審核批準。

您會發現這些特色都是將社群的經營加上了「限制」，乍看之下或許會感到疑惑，但是

因為這些限制，讓成員在加入時不是按個讚就完成申請能更加珍惜，貼文更是要言之

有物，而且所有動作可能要經由審核。如此一來，就能讓整個社群匯集志同道合的粉

絲，也能提供針對性的服務，甚至分享交流更能引起共鳴的話題。

由粉絲專頁建立社團的不同

過去我們僅能使用個人身份來建立社團，現在 Facebook能將社團連結到你的粉絲專

頁，其優點有：

 █ 由粉絲專頁建立社團後，藉由連結就能直接進入，方便用戶尋找。

 █ 社團可以藉由隱私的設定提供獨立空間，讓粉絲盡情對話交流。

 █ 管理者可以粉絲專頁或個人的身分在連結的社團中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