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限時動態的內容可以直接轉成貼文再次分享，加強該則訊息的

廣度，吸引更多人駐足瀏覽。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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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縮放顯示的相片
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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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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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內容後再點選 傳送 (Android 系統需先輸入內容，再於要分享的朋友右
側點選 傳送。)。

4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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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時動態中利用自拍產生貼圖，將多張相片組合在一起，產

生影像重疊的創意效果。

60 
將自拍變貼圖

01  進入限時動態編輯畫面，加入相片、影
片後，點選  \ 自拍照 自動切換到前置
鏡頭 (Android 系統的圖示為 )。

02  點選圓框背景可更換色彩；下方表情圖案左右拖曳，可為自拍照套
用動態效果。確定拍攝內容後，點選下方  完成拍攝 (若點選  
會開啟計時器倒數拍攝)，點選  可加入自拍照；點選  可重新拍
攝；點選  可儲存自拍貼圖 (Android 系統目前只能點選自拍相片
變更外框樣式)。

1

1

03  產生的自拍貼圖一樣可以拖曳移動位置，
或左右旋轉角度、內外縮放調整顯示比

例，當然也可以重覆相同操作，產生多個

自拍照，為限時動態畫面增添趣味。

2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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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限時動態玩出創意新商機 4-35

店家只要是商業帳號，可以在限時動態上加上 點餐 貼圖，讓用
戶點選，並連結到店家合作的外送平台網址訂餐。

76 
店家接單新服務，一鍵導引外送平台

01  進入限時動態編輯畫面，加入商品相片、影片後，點選  \ 點餐，
接著點選合作的外送平台。

一般想在限時動態上加上外部連結，粉絲需超過一萬人，目前 點餐 貼圖並
無此人數限制，只要是商業帳號 (相關內容可參考 P7-19)，店家可以透過外
送平台增加訂單，用戶則是可以直接訂餐。

02  輸入店家外送平台的連結網址 (需透過瀏覽器複製網址)，點按二次 
完成，最後再點選下方 限時動態 傳送。當用戶或粉絲看到限時動
態中的 點餐 貼圖，點選可前往指定的外送連結 (若手機中有安裝外
送平台 App 則會開啟 App 首頁，若無則會以瀏覽器開啟店家平台
頁面)，也可以轉貼到自己的限時動態分享。

3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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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5  直播視訊與探索 IGTV 5-13

IGTV 頻道較適合呈現直式影片，所以建議影片最好以直式拍
攝，或是將橫式影片調整為直式後再上傳。

86 
上傳影片至 IGTV 並分享至 IG

01  於 IGTV  畫面右上角點選 ，點住  即可開始錄影，或是於畫
面左下角點選縮圖開啟圖庫影片。

02  點選欲上傳的影片 (不足一分鐘的影片會呈淡色無法點選)，接著於
畫面下方點選欲套用的 濾鏡 或 修剪 影片長度 (Android 系統無此
功能)，再設定封面圖像，完成後於畫面右上角點選 下一步。

2

1 3

03  輸入影片說明文字，最後於畫面下方點選 
分享 即可將影片上傳至 IGTV 並分享至 
Instagram。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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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6  Instagram 與 Facebook 跨社群最強集客力 6-3

其他分享方式

iOS 系統還可點選 
 \ 分享至...，再

指定分享平台。

(有些帳號未支援
此功能)

小提示

前面有提到 Instagram 在貼文的同時也能分享到 Facebook，
但若想分享舊貼文到 Facebook，則需使用以下方式。

89 
IG 舊貼文分享到 FB

於  畫面點選想要分享到 Facebook 的貼文，點選貼文右上角 ，再點

選 分享 (或 發佈到其他應用程式...)，Facebook 右側出現帳號名稱並呈 
 狀，點選 分享。

1

2

3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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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6  Instagram 與 Facebook 跨社群最強集客力 6-11

IG 個人帳號可以連結到個人 Facebook，若想與個人管理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同步分享，需透過 帳號管理中心 設定。

93 
IG 貼文、限動同時分享到 FB 粉專

想要將 Instagram 貼文或限時動態，同步分享到 Facebook 粉絲專頁，必
須先透過 帳號管理中心，將 Instagram 個人帳號，與有管理粉絲專頁的 
Facebook 帳號連結。

如果 Instagram 目前已連結的 Facebook 帳號，想要更改為管理粉絲專頁
的 Facebook 帳號時，需參考 P6-4，取消原來 Facebook 帳號連結，再依
照如下方式變更。

01  於   畫面點選   \   設定  \  帳號  \  分享到其他應用程式  \
Facebook，由於 Instagram 會自動抓取手機內 Facebook App 之
前登入的帳號，點選 變更 (若 Facebook 帳號正確直接點選 繼續)。

3
52

1

02  重新連結到有管理粉絲專頁的 Facebook 
帳號後，點選 繼續。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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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7  邁向成功的商業品牌行銷術 7-5

建立活動、留言真誠回覆、貼文文案以粉絲角度出發...等，這
些貼心的舉動不僅能讓粉絲感到被重視，也會提高其回流率。

95 
想要粉絲爆量的關鍵守則

了解粉絲需求

直接問問題是最簡單

的粉絲互動方式，建

立良好的關係，鼓勵

粉絲分享他們的感受

與體驗。熱情的粉絲

們不但會提供商品建

議，也會回饋他們喜

歡的商品類型。

另外也可以轉貼粉絲

們 hashtag (#) 你的商
品或標註店家帳號的貼文，讓粉絲一同參與店家的各項互動；也可透過相

片、影片或直播上傳一些幕後工作情況，展示採購、製作過程、小編試穿

試用...等，加強商品印象，瞬間抓住粉絲目光。

制定客服標準

每個店家都會有一至多位的小編協同回覆線上問題，舉凡商品規格、使用

方式、訂價、退換貨、活動折扣...等都是最常見的粉絲提問，若店家沒有
即時回答或答覆會令粉絲覺得不被重視，也會影響粉絲對店家的整體觀

感。因此制定一套完善的客服標準不僅能提升顧客滿意度，對小編們來說

也有個依循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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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粉絲標註朋友

透過活動讓粉絲主動留言、標註 (@) 朋友，像
是標註二位好友即可抽獎或送贈品，或利用想與

好友分享的心態，當你的商品有足夠的吸引力、

夠新奇有趣，粉絲就會想讓朋友也看看這則貼

文，最快的方式是標註 (@) 朋友。

被標註的朋友會收到通知，如此一來可拉攏更多

人瀏覽貼文、追蹤你、與你聯繫交流，進而帶動

業績成長。 

回饋粉絲的動作 (留言、按讚、追蹤)

除了貼文、舉辦活動，針對平日貼文有留言的粉絲即時回應，讓粉絲感覺

被重視。如果想吸引更多粉絲，也可試著由店家主動接觸，可先搜尋與自

家品牌、商品名稱相關的 hashtag (#)，開啟其貼文後按讚或追蹤貼文用
戶，引起對方注意。

定期發文，滿足粉絲期待

一定要每天發文嗎？其實只要能夠

以粉絲角度去思考貼文文案，妥善

安排內容，定期發文再搭配流行趨

勢、年節與特別節日時刻發文，利

用即時性增加粉絲黏著度，不必每

天發文，也能擁有一群長期關注你

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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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7  邁向成功的商業品牌行銷術 7-7

"互動" 是社群行銷的重點，舉辦有獎活動連絡店家與用戶間的
感情，也能養成用戶習慣性的關注店家貼文。

96 
舉辦活動提升客群回流率

加入 # 與 @ 吸引粉絲與更多用戶

新商品上市、年節、特別節日前...等，都是店家舉辦活動的好時機，只要
用戶看到貼文時追蹤店家、幫貼文按讚、標註 (@) 朋友，可以進行活動
抽獎。對店家來說，成本低又可以開發潛在用戶獲得更多粉絲；對用戶來

說，可以獲得店家用心準備的獎品，這樣雙贏的策略可以多多舉辦。

貼文中，依活動主題加入幾個較多人關注的 hashtag (#)，只要用戶追縱該 
hashtag (#)，你的活動貼文就有機會被看到，也可以提升活動貼文的曝光
度。活動結束後別忘了公佈抽獎結果，讓粉絲更期待下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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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貼圖提醒活動時限

限時、限量是刺激購買的飢餓行銷手法，在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中加入倒
數貼圖，是一種讓粉絲們覺得時間有限要趕快參與活動的心理戰術。

01  於  畫面點選  \ 限時動態，選擇原有的或立即拍下一張合適的
相片，再點選  \ 倒數。

1

2

1

2

02  點選彩色圓形可以變更不同背景顏色，再點選 倒數主題 輸入活動
標題文字。(畫面下方有小字提醒，若你設定為 "不公開" 帳號，可
決定用戶是否可開啟提醒並分享這個限時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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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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問答式行銷的限時動態

02  活動過程中，
用戶可參與投

票並看到即時

結果。而瀏覽

自己建立的票

選活動時可向

上滑動，點選 
 查看各選項

的得票數，以

及每位投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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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指定上傳至 限時動態。

1 5

3

4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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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Instagram 洞察報告

Instagram 專業帳號，可擁有 洞察
報告 這項免費服務。從切換至專業
帳號開始累積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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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會更為

精準。

Instagram 洞察報告包含專業帳號的動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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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掌握洞察報告大數據，優化經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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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數據了解粉絲喜好與屬性，調整

店家定位方向，才能針對廣告受眾投入精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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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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7  邁向成功的商業品牌行銷術 7-29

觸及與互動人數洞察報告

依過去 7 天、14 天或 30 天內已觸及的帳號總數、內容互動次數、粉絲人
數...等數據整理，方便瞭解粉絲整體趨勢以及粉絲對貼文、限時動態的反
應，可以點按各個衡量指標，查看詳細的資料解析。

01  於  畫面點選 洞察報告，進入報告主畫面。點選右上角的 ，可

查看每個指標的定義 (點選上方畫面可回到報告主畫面)。點選左上
角的  ，可選擇查看 7 天、14 天或 30 天的洞察報告。

02  總覽 區塊包含 已觸及的用戶人數 與 內容互動次數：

• 點選 已觸及的用戶人數，已觸及的帳號數量 為指定時間範圍
內，不重複的 IG 用戶瀏覽你的 IG 帳號、貼文、限時動態、直播
視訊...等內容的總次數。

1

4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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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和非粉絲、內容類型 二個區塊，為指定時間範圍內，依粉絲
和非粉絲統計貼文、限時動態、直播視訊及 IGTV 觸及人數。

熱門貼文、熱門限時動態、熱門直播視訊、熱門 IGTV 影片 四個區
塊，為指定時間範圍內發布的貼文、限時動態、直播視訊、IGTV 
影片項目，依據觸及人數排序，點選右側  可以查看更多。

瀏覽次數 區塊，為指定時間範圍內，貼文、限時動態、直播視
訊、IGTV 影片被瀏覽的次數。

個人檔案動態 區塊，為指定時間範圍內，用戶對你的個人檔案和
網站、通話、規劃路線、寄送電子郵件...等資訊點按的次數。

• 點選 內容互動次數，可以查看貼文、
限時動態、直播視訊及 IGTV 互動次數
詳細資料，包括按讚數、留言數、儲

存、回覆、分享...等動作。了解用戶對
內容參與、喜愛的程度，也可以看出是

否確實掌握了與用戶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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