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stagram 簡稱 IG，是時下年輕人最愛用的社群平

台。想要看時尚潮流、美食、旅遊、名牌、明星、網

紅...等美照，就一定不能錯過 Instagram。

用 Instagram 視覺創意
打造新潮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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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用 Instagram 視覺創意打造新潮流 1-21

"Instagram 名牌" 是屬於你個人的 "名字標籤 (nametag)"，可
利用名牌為你快速新增粉絲。

9 
Instagram 名牌

顯示個人名牌

跟三五好友們或是粉絲聚會時，只要秀出你的 
Instagram 名牌，讓他們掃描，即可快速追蹤你
的帳號。

於  畫面點選\  \  名牌，會顯示個人的名
牌，名牌的樣式有三種，分別是 表情符號、自拍 
及 顏色，點選畫面上方的文字框即可切換。

 X 表情符號：中間會顯示你的用戶名稱，背景圖
會舖滿表情符號，點一下背景後可指定不同的

表情符號。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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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開始經營你的 Instagram 2-5

增加小圖示

相片說明中加上能表現喜怒哀樂的可愛貼圖，讓貼文更活潑有趣。

增加 hashtag

相片說明中加入 hashtag，能把相關的貼文串聯在一起，讓更多人看到。

在輸入說明時，將行

動裝置鍵盤切換到表

情符號 (依各家行動裝
置操作有所不同 )，再
點選合適的符號貼圖

加入。

如果要加入 hashtag，
可 以 在 關 鍵 字 前 加

上「 #」，於下方清
單 中 ， 點 選 合 適 的 
hashtag。

(詳細說明與用法可參
考 Part03)

一則吸引人的貼文，除了好看的相片，還可以利用說明文字、

可愛貼圖與 hashtag  (主題標籤) 讓貼文被更多人看到。
15 

吸睛的貼文與 hashtag (#)

2

1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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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針對按讚或留言、特定朋友和帳號貼文、直播和 IGTV...等項目
選擇是否要收到通知，如此一來就不會錯過任何喜歡的動態。

27 
設定推播通知

3

2
1

2

1

01  於  畫面點選 
 \  設定。

02  點選  通知，畫面中點選要開啟或關閉的通知項目，以 貼文、限時
動態和留言 為例，點選後可設定 讚、有你在內的相片...等相關通知項
目。(如果想暫停全部項目，可於 通知 畫面點選 全部暫停 右側由  
呈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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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人氣與曝光度翻倍的 Instagram 貼文 3-7

好的 hashtag，可以提高你在社群平台或品牌行銷上的曝光機
會，讓別人更容易看到你！

35 
善用 hashtag，增加貼文曝光度

如果希望自己的 Instagram 可以被更多人看見，選擇一個合適、有效、符
合流行趨勢的 hashtag 就很重要！以下整理 6 種 hashtag 使用訣竅：

品牌或廣告標語

將品牌名稱或活動口號做為 Ins tagram 
行銷的 hashtag，讓粉絲可以導向品牌、
相關話題或看到更多相關相片，不僅可

以加深他們對品牌的印象，更可強化活

動曝光度。

像是品牌名稱 #coke、#s ta rbucks；
Nike 的經典口號 #justdoit。

簡短有力

長串的 hashtag 反而不易被人搜尋，如
果你希望增加貼文能見度，使用簡短、

明確、貼近時事的 hashtag 才能讓粉絲
更容易分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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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人氣與曝光度翻倍的 Instagram 貼文 3-15

到底要加入哪些 hashtag？除了參考前面二個推薦的 tips，還可
以透過以下搜尋或貼文方式，了解大家最愛的關注焦點！

38 
利用搜尋、貼文掌握熱門 hashtag

搜尋 hashtag

於   畫面點選  搜尋 
輸入關鍵字，接著點

選 標籤 後，除了可以
從結果清單看到相關的 
hashtag 及貼文數，藉
此作為你選用的參考依

據；也可以選擇一些大

家常用的 hashtag 加入
貼文中。

2

1

5

3

4

在貼文中搜尋  hashtag

在貼文中輸入 hashtag 時，可以從結果清單看到
相關的 hashtag 及貼文數，你可以參考這些數
據，選擇有效的 hashta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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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限時動態玩出創意新商機 4-7

限時動態的相片或影片，可以利用貼文的方式加強分享的深度

與廣度，吸引更多人駐足瀏覽。

48 
將限時動態分享到貼文

2

3

開啟已上傳的限時動態，點選  更多 \ 以貼文分享，縮放顯示的相片比例
後，點選 下一步。

之後套用濾鏡、加上相片說明和地標後點選 分享 完成貼文。

1

限時動態可以指定分享給目前你追蹤中的朋友，並傳送到你們

彼此的訊息聊天室中。

49 
將限時動態分享給朋友

2

5

開啟已上傳的限時動態，點選  更多 \ 傳送給，核選要分享的朋友與輸入
內容後，點選 傳送。

4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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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將貼圖、文字或 hashtag 釘選在影片中的特定位置，當影片中
的物體移動時，貼圖、文字或 hashtag 就會跟著移動。

62 
貼圖、文字、標籤隨影片畫面移動

01  指定影片後，進入限時動態編輯畫面，點選  加入貼圖並調整大小
後，點住貼圖 (於畫面下方出現 釘選 功能)。接著拖曳時間軸到貼圖
要出現的時間點，再拖曳貼圖到要釘選的對象上，點選 釘選。

3

1

2 4

5

02  這時貼圖會被釘住，隨著影片播放跟著釘選對象移動 (釘選對象移動
速度不可太快，否則釘選的貼圖或其他物件無法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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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Instagram 上傳的限時動態，可以同步到 Facebook 限時動
態，讓內容同時出現在二個不同的社群。

86 
IG 限時動態同時分享到 FB

01  於  畫面點選  \  設定，再點選  隱私設定和帳號安全 \ 限時
動態控制項。

4

5

31

2

02  點選 將限時動態分享到 Facebook 由  呈  狀為允許分享 (若
尚未連結到 Facebook 帳號會要求先登入才能允許分享)。待進入限
時動態編輯畫面，會出現 ，點選 限時動態 後內容會同時發佈到  
Instagram 與 Facebook 的限時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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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票選活動貼圖

在限時動態中以活動問答與粉絲互動，從回覆選項了解目標客群的想法

善用限時動態的互動功能吸引粉絲的注意力，是你一定要掌握

的行銷方式！

92 
問答式行銷的限時動態

02  紛絲可參與投票
並查看即時結果 
(非粉絲僅能投
票)。你在瀏覽票
選活動時可向上

滑動，查看各選

項的得票數，以

及每位用戶的投

票狀況。

01  進入限時動態編輯畫面中，點選  \ 票選活動，輸入票選活動問
題，再輸入二個答案，最後點選 完成，再上傳至 限時動態。

1 5
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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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7  邁向成功的商業品牌行銷術 7-13

表情符號滑桿貼圖

寫下你的問題，用戶可以滑動你所指定的表情符號來回覆問題。

01  進入限時動態編輯畫面中，點選  \ 表情符號滑桿，點選上方彩色
圓形可以變更不同顏色背景，再輸入活動問題與指定表情符號，最

後點選 完成，再上傳至 限時動態。

1 6

4
5

2

02  活動過程中，用
戶能拖曳滑桿回

覆問題，而你在

瀏覽活動時可向

上滑動，查看大

家對這個活動的

參與程度。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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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關於 Instagram 洞察報告

轉換為商業帳號後，即可擁有 洞察
報告  這項免費服務。切換至商業
帳號後即會開始累積數據，就能從

洞察報告畫面提供多種與用戶互動

的相關數據，剛開始資訊量尚嫌不

足，約一個月後累積了足夠的數據

就會分析的更精準。

Instagram 洞察報告包含商業帳號的動態、貼文及受眾有關的
衡量指標，可以利用這些數據觸及目標客群帶動實際效益。

99 
掌握洞察報告大數據，推動商機

互動次數

觸及人數

探索 熱門地點 
時段

粉絲年齡 
性別

曝光次數

 X 設計貼文內容或線上活動

 洞察報告 針對貼文與限時動態，能依其互動次數、分享次數、按讚次
數、留言數量...等數據排序並查看，了解哪些貼文表現得特別好，之後
設計貼文內容或線上活動時，透過分析數據思考自己的定位、粉絲喜

好，決定調整方向，也讓你在鎖定廣告受眾時更有依據！

 X 鎖定目標客群

 洞察報告 提供粉絲性別、年齡、地點、熱門瀏覽時段...等資訊，對後
續行銷來說特別有幫助，可以推測哪些時段發文有比較好的參與率。此

外，跨國品牌的社群操作也需考量主要粉絲所在國別與時區，規劃出最

好的行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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