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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Facebook 已是目前全球第一大社群網站，在台灣地區使用 Facebook 人數已

超過了一千萬名，Facebook 已是台灣地區民眾使用程度最高的社群網站。企業

看上高人氣的 Facebook 社群網站分眾特性明顯及互動性高的特質，把 Facebook

中的粉絲專頁（Pages）推行社群行銷的重要管道；而消費者亦把 Facebook 當作

是動員集結發聲的便利場域。因此本研究主要分為企業與消費者兩個層面探討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如何制定行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了解企業與消費者

建立的互動關係，而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如何面對企業執行行銷策略，又是否能

發揮集結動員的消費者力量。 

    論文架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份（第二章）探討企業如何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及制定行銷策略

與消費者互動。第二部分（第三章）為研究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互動策

略，以及企業與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建立的長期互動關係類型。第三部份（第四

章）探討消費者在Facebook粉絲專頁與企業互動的經驗及如何集體動員消費者，

分析消費者在 Facebook 平台上如何發揮影響力動員為自己的消費者權益發聲。 

    研究主要發現： 

一、歸納整理一套較為完整的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策略：（一）了解粉絲專頁目標

消費者、（二）市場區隔及定位─打造粉絲專頁個性、（三）4C 行銷組合─消費

者導向、（四）互動行銷策略原則：1. 激發正面口碑、2. 加強訊息力、3. 提供

誘因、4. 多層次互動、（五）建立長期關係。 

二、粉絲專頁社群行銷中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關係為推動者與合作者，粉絲專頁

的經營運作須與消費者合作、讓消費者參與，並與消費者產生關係連結。 

三、Facebook 是現在在台灣最適合進行消費者集結發聲的平台，消費者動員意

識已經抬頭。 

關鍵字： Facebook、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策略、互動關係、消費者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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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book is currently the world's largest social media website; Facebook’ users 

are more than ten million in Taiwan. Facebook is the people in Taiwan use the highest 

degree of social media website. The enterprise take Facebook social media site 

features of the segmented characteristic and the interaction of high qualities, the 

Facebook pages becom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pipeline; 

Consumers take Facebook as a field to mobilize and build up voice.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of enterprise and consumers to explore the Facebook 

pages: 1. How do enterprise to develop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interact with 

consumers,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and 

consumers. 2. How do Consumers to fac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the enterprise, and whether they can elaborate a mobilization of consumer power in 

the Facebook page. 

The thesis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chapter 2) analyzed how do enterprises to run a Facebook page and 

to develop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interact with consumers. The second part (chapter 3) 

analyzed the enterprise’s Facebook pages interactive strategies, and how to develop 

long-term interaction types. The third part (chapter 4) explored the consumers’ 

interactive experience with enterprise in the Facebook pages, and how do consumers 

to mobilize consumers on the Facebook platform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to voice for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have three points: 

1. Summarized a completed Facebook pages social media marketing strategy 

strategies: (1) to understand the target consumer, (2)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positioning - to create Facebook pages personality, (3) 4C marketing mix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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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oriented, (4) the principle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strategies: a. to stimulate 

positive word of mouth, b. to strengthen message, c. to provide inducement d. to 

develop multi-level interaction, (5) to establish long-term relationship. 

2. In social media marketing,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type between enterprise 

and consumers is facilitator and partners.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Facebook pages, 

enterprise should let consumers participate in, and link with consumers. 

3. Facebook is now the most suitable platform for consumers to build up voice in 

Taiwan, and Consumers’ mobilized conscious have established.  

 

Keyword: Facebook, Facebook pages, Social media marketing strateg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Consumer mobilization.  

 

 

 

 

 

 

 

 

 

 

 

 

 

 



v 
 

目錄 

誌謝...............................................................................................................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v 

表目錄................................................................................................................................vii 

圖目錄...............................................................................................................................vii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背景動機..........................................................................................................1 

   第二節 問題目的與研究問題.....................................................................................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7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說明..................................................................................15 

第二章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17 

   第一節 社群行銷........................................................................................................17 

   第二節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策略......................................................................19 

   第三節 台灣地區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行銷策略...................................23 

   第四節 小結.................................................................................................................54 

第三章 企業與消費者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中互動關係.........................................57 

   第一節 互動性............................................................................................................57 

   第二節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與消費者互動關係......................................59 

   第三節 台灣地區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與消費者之互動關係..................66 

   第四節 小結.................................................................................................................82 

第四章 Facebook粉絲專頁消費者動員.......................................................................83 

   第一節 社群時代消費者動員及賦權......................................................................83 

   第二節 社群力量─企業權力下放..........................................................................87 

   第三節 台灣消費者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上展現的消費者動員.......................89 

   第四節 小結..............................................................................................................102 

第五章 結論....................................................................................................................103 

第一節 研究發現......................................................................................................103 

第二節 研究限制......................................................................................................112 

第三節 研究建議......................................................................................................113 

 

參考書目...........................................................................................................................115 

 

附錄....................................................................................................................120 

   附錄一 第二章 社群行銷訪談大綱..............................................................120 



vi 
 

附錄二 第三章 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互動關係訪談大綱（企業）.........121 

附錄二 第三章 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互動關係訪談大綱（消費者）.....122 

   附錄四 第四章 消費民主訪談大綱......................................................123 

   附錄五 企業端 Payeasy 深度訪談逐字稿......................................................124 

   附錄六 企業端 全新牛爾 NARUKO 深度訪談逐字稿..................................134 

   附錄七 企業端 樂天台灣市場 深度訪談逐字稿...........................................143 

附錄八 企業端 蘋果日報 深度訪談逐字稿...................................................152 

附錄九 消費者端 林湘屏 深度訪談逐字稿...................................................160 

附錄十 消費者端 黃鈺棻 深度訪談逐字稿...................................................167 

附錄十一 消費者端 廖郁琳 深度訪談逐字稿...............................................172 

附錄十二 消費者端 郭濡賢 深度訪談逐字稿...............................................182 

 

 

 

 

 

 

 

 

 

 

 

 

 

 

 

 

 

 

 

 

 

 

 

 

 

 



vii 
 

表目錄 

 

表 1-3-1  網路觀察目標對象粉絲專頁介紹表格.....................................................10 

表 1-3-2  企業端受訪者基本資料表.........................................................................13 

表 1-3-3  消費者端受訪者基本資料表.....................................................................14 

表 2-3-1  全新牛爾 NARUKO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25 

表 2-3-2  樂天市場台灣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28 

表 2-3-3  PayEasy@Pink Power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30 

表 2-3-4  7-ELEVEN 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32 

表 2-3-5  博客來 books.com.tw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34 

表 2-3-6  KKBOX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35 

表 2-3-7  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37 

表 4-1-1  消費者權力表格.........................................................................................85 

表4-3-1  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中產製消費者訊息表格...........................90 

表 4-3-2  樂天市場台灣粉絲專頁中產製消費者訊息表格.....................................90 

表 4-3-3  PayEasy@Pink Power粉絲專頁中產製消費者訊息表格........................91 

表 4-3-4  7-ELEVEN 粉絲專頁中產製消費者訊息表格.........................................92 

表 4-3-5  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專頁中產製消費者訊息表格........................92 

表 4-3-6  KKBOX粉絲專頁中產製消費者訊息表格..............................................93 

表 4-3-7  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中產製消費者訊息表格.............................................94 

表 4-3-8  Facebook 消費者動員活動表格...............................................................99 

 

 

 

 

 

 



viii 
 

圖目錄 

 

圖 1-4-1 研究流程.......................................................................................................15 

圖 3-3-1 統一星巴克咖啡同好會粉絲專頁虛實結合互動模式...............................71 

圖 3-3-2 壹電視 Next TV粉絲專頁連結互動模式..................................................71 

圖 3-3-3 索尼影業粉絲專頁多媒體呈現互動模式...................................................72 

圖 3-3-4  Burt’s Bees Taiwan粉絲專頁創造話題互動模式.....................................72 

圖 3-3-5  Office TW粉絲專頁教學、專家意見互動模式.........................................73 

圖 3-3-6  Mister Dount統一多拿滋官方粉絲團粉絲專頁資訊提供互動模式.......73 

圖 3-3-7  KKBOX粉絲專頁娛樂互動模式..............................................................74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背景動機 

網路新興科技與技術不斷日新月異快速的發展擴張，讓網路使用行為也不斷

改變，網路使用者利用網路新興平台科技不受限於任何時間地點分享傳遞資訊，

而近年來興起的網站平台─社群網站更是讓網路使用者可以在其中即時互動對

話，網路使用者開始集結在社群網站中進行社交互動。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公司於 2011 年 3 月 38 日公佈台灣地區 2011 年各類別網站排名，依網友之平均

使用時間為排名依據，發現網友在各不同網站類別的使用時間發現，平均每位造

訪社群網站的網友花費在社群網站的時間為 508 分鐘，約是 8.5 小時；在入口網

站則是花費 389 分鐘，約 6.5 小時，整整相差 2 小時之多。網友在社群網站的時

間佔據了整體上網時間的 31.5%；入口網站則是 25.1%（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

司，2011）。由此研究數據可見台灣地區的使用者已經開始依賴使用社群網站進

行線上的社交互動，對於社群網站的使用程度相當高。 

    在社群網站中集結而成的社群，打破時空的障礙及實體的規模，每一個人都

可以歸屬於一個開放給任何人參加的社群，不管他們的地理位置，大多依使用者

的共同興趣或是經歷所組成，所組成的社群文化自成一格、分眾明確，像是在

Facebook 平台上搜尋社群，會發現社群都聚焦於主題之上，像是房地產到自助

旅行，也有公司員工組成的社群或專業性社群。Hagle 與 Armstrong（1998／朱

道凱譯）認為線上社群會是網路上最富競爭力的商業活動，因為線上社群可讓會

員擁有更完善資訊，進行商業活動，亦有助於廠商降低搜尋消費者的成本、提高

消費者的購買傾向，提昇企業目標行銷的能力。 

    企業廠商看中社群網站分眾特性明顯及互動性高的特質，將行銷觸角伸入了

社群網站，其中最為熱門的就屬 Facebook 社群網站，全世界最大的 Facebook 社

群網站使用者已突破 5.75 億，幾乎佔了全世界 20 億網路使用人口的 3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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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每天登入（數位時代，2011）；在台灣方面，Facebook 社群網站成為台灣網

路使用者經常使用接觸的社群網站平台，台灣加入 Facebook 會員人數，至 2012

年一月為止，台灣的會員人數已經有 11,521,580 人（checkfacebook, 2012），會員

人數已經直逼台灣總人口的二分之一；台灣網路使用者使用社群網站情形，以

Facebook 使用時間最長，在使用者停留時間最長的社群平台方面，Facebook 穩

居第一名，使用者每月平均停留 7.9 小時，7 月份到達率 90%；第二名無名小

站，到達率雖然仍有 80%，但使用者停留時間平均每月只有  1.4 小時，跟 

Facebook 簡直天差地別（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11）；而在粉絲專頁（Pages）

部分，Facebook 網站上有超過 300 萬個活躍頁面（Pages），且超過 150 萬家企業

在上面設置活躍頁面，每天有超過 2000 萬名用戶成為頁面粉絲，總計有超過 53

億名粉絲因此而生（數位時代，2010）。如此龐大的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人

數吸引企業經營管理 Facebook 網路社群，並將 Facebook 社群網站視為溝通的平

台，可以精準傳播訊息傳達給目標受眾。   

    使用者參與網路虛擬社群，在網站上主動搜尋資訊並與他人交流互動，其參

與網路虛擬社群的動機與使用行為，將會影響商業活動溝通策略的擬定，根據

Facebook 網路社群集結的共同特性，企業可以輕易聚焦在主題社群，進行社群

分眾行銷。根據 Reevoo 數據發現，社群活動效益佳，可增加三分之一（34%）

的流量，其中包括誘人的促銷內容、搜尋引擎優化和產品評論內容等（動腦，

2011）。 

  而正如 Facebook 首席執行官 Mark Zuckerberg 所說：「我們要將 Facebook 打

造成一個人人可以提供應用程式的作業系統。」這個作業系統不是通過管理個人

資訊來控制桌面，而是通過人與人的資訊分享，以及一系列為人與人之間資訊交

流服務的應用軟體所構成的。可以發現在 Facebook 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是

建立線上關係的基礎，因此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中與消費者的互動將會是企業

廠商制定行銷策略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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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中，粉絲專頁（Pages）已成為現今企業在 Facebook

推行社群行銷的重要管道，根據 BloggerAds（2010）對 Facebook 使用者進行調

查，72.1%的 Facebook 用戶已有加入社團或粉絲專頁，44%的用戶加入了一至兩

個社團或粉絲專頁，值得留意的是有高達 38.6%的用戶加入了三至五個社團或粉

絲專頁。顯示 Facebook 用戶已會主動選擇加入喜好的品牌社群，並不會排斥接

收到來自企業的訊息。且根據 UM Wave 5 的調查結果顯示，網友加入 Facebook 粉

絲專頁原因，84%是為了取得產品最新訊息，有 62%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這個品牌的

支持以及美國 eMarketer 今年 6 月發佈 Performics 在去年 10 月與今年 4 月執行關

於使用者對品牌使用 Facebook 為交流平台的態度與觀點，發現有 4 成的消費者

對「Facebook 是一個很好的可以得到公司與產品相關資訊的管道」這句話感到

認同（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10）。也就是說企業運用粉絲專頁進行社群

行銷是具有前瞻性，企業在 Facebook 上建立粉絲專頁集結共同喜好品牌的消費

者，在其中透過互動溝通，可以為企業帶來潛在的績效。 

    而拜網路及通訊發達所賜，消費者不斷透過各種溝通平台交換產品資訊、分

享使用心得，尤其是由於各類部落格及社群網站的興起，網路使用者已能掌握網

路訊息傳遞的主控權，消費者找尋資訊的方式已不再大量依靠網路主流媒體所提

供的內容，而是經由與其它網友的討論分享過程取得更值得信賴的資訊，現在消

費者擁有了更多的選擇及更多的資訊來源，不再被企業資訊壟斷，根據李啟誠、

李羽喬（2010）所做的研究指出，愈來愈多的顧客經由網路尋求他人對某些產品

的使用經驗，藉此降低購買風險和不確定性，網路口碑對消費者購物行為之影響

與日俱增。在 Web 2.0 時代著重的是雙向互動，其重要精神在於網友的參與，而

Facebook 社群平台的機制功能具有高度開放互動串聯性給予消費者一個方便討

論分享資訊的園地，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中因為共同興趣或是經歷聚集而成的

消費者社群也會因為線上的交流及互動集結而成一股消費者眾力力量，讓消費者

不但不再需要依賴企業單向宣傳資訊，還可以站出來為自己的權益發聲，像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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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站出來成立「拒買統一 711」或是「再忙也要跟你靠杯咖啡 - 抗聯漲。聯合

拒買粉絲團」等社團或粉絲專頁，號召其他消費者加入，帶動更多消費者一起聲

援，讓企業看到消費者發揮集體集結動員力量。 

    總結以上本研究將有興趣探討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如何制定行銷策

略跟消費者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達到傳播行銷目標的目的，而消費者如何利用

Facebook 平台提供的功能及應用程式與企業對話，再經由長期交流互動與其他

網友一起團結而成消費者集體的動員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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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目的 

    本研究主要分為企業與消費者兩個層面探討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如

何制定社群行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了解企業與消費者建立的互動關係，而消費

者在粉絲專頁中如何面對企業執行行銷策略，又是否能發揮集結動員的消費者力

量。探討行銷人員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間的互動，如何在其中與消

費者建立關係，了解其互動及建立關係的過程後，找出企業的社群網站行銷策略

中維持互動關係的主要關鍵因素為何，並深入了解建立互動關係的意義；另一方

面也要了解加入 Facebook粉絲專頁的消費者在其中能否藉由在 Facebook平台長

期交流互動，培養在粉絲專頁中與企業的互動過程中集結而成的消費者動員力量，

而能比其他傳統平台發揮更多的消費者權力，去參與影響企業在 Facebook 中制

定的行銷策略或是活動，與企業進行較為深入的互動，應用較為多元的方式跟企

業進行互動，發揮消費者社群集體的動員力量。 

    本研究將分為兩個層面探討，第一個層面是企業面，由探討企業在社群網站

中所運用的行銷策略出發，探討企業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中所運用的行銷策略，

研究其行銷人員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中的消費者之間的互動，如何在其

中與消費者建立關係，同時第二層面從消費者的視角來看，在社群中因為共同經

歷或是興趣動員集結而成的集體消費者如何利用社群力量與企業進行更高層次

的互動，並發揮社群影響力？ 

    綜合言之，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所使用的

社群行銷策略，了解在 Facebook 社群行銷中企業與消費者互動關係的意義，以

及消費者如何在 Facebook 集結消費者集體動員力量去發揮消費者社群集體的權

力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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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瞭解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之策略，以及其特殊意義，並理解其對當代

企業與消費者關係之影響為何？ 

（二） 探索在 Facebook 上企業如何與消費者互動，其互動關係之意義為何？ 

（三） 透過企業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經營行銷策略與消費者的互動關係進行探

討，了解集體消費者的社群力量如何與企業進行互動，並產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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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網路民族誌及觀察法、深度訪談法、文獻分析法三種研究方法

試圖探索出研究結果，利用深度訪談法和網路民族誌及觀察法深度了解企業及消

費者兩層面對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策略、互動關係及消費者集結動員

分析的經驗與意見，再輔以文獻分析法探討相關的文獻進行分析。以下是使用的

研究方法介紹： 

（一）網路民族誌及觀察法 

    Kozinets（1997）提出網路民族誌（Netnography），他說明網路民族誌是一

種研究人員進入網路場域進行調查的研究方法，結合網際網路虛擬的特點與民族

誌研究特定文化中人們的生活風格、價值觀及行為規範。而黃俊英（2005）認為

觀察法（observation）是對人們、事物及發生的事件進行觀測。本研究將先採用

網路民族誌研究法輔以觀察法，實際在 Facebook 網路平台觀察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社群行銷策略操作，研究其中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去發掘他們如何

進行互動的過程中建立關係，而消費者在企業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是否能應

用 Facebook 平台的應用程式與企業進行較多元化的互動，進而聚集粉絲專頁中

的消費者一起影響企業行銷策略的制定，發揮集體消費者權力。陳志萍（2008）

認為理論上而言，網路民族誌研究法強調研究員必須親身體會網民的經驗與情緒

反應，但網路研究員要適時要求自我抽離線上的情緒，重新回歸到學術觀點，以

便探索更深入的議題。黃俊英（2005）也認為觀察法中自然、直接、不干擾的觀

察，這種不讓被觀察的對象知道正在進行觀察的觀察法稱為不干擾的觀察

（unobtrusive observation），被觀察者不知道他的行為正在被觀察中，因此可以

使受測者誤差降到最小。因此研究者將會親身加入觀察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之

中，成為粉絲專頁的一員，但不介入企業與消費者互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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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法 

    經由本研究研究問題為中心，設計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來與被訪談者做互動

對談，Cooper（2009）認為運用專家訪談法（experience survey）進行人員訪談

時，應找出他們對研究主題中重要議題或觀點的意見，並探索該主題內的重要知

識，訪談內容應盡量保持彈性，以便找出隱匿的各種訊息。研究採取的是「半結

構式訪談」之深度訪談法，由研究者列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問題作為訪談的發展

與方向，在問題的排序及型式具有相當彈性，藉由開放但是有控制的訪談方式，

獲得更深入有價值的訊息內容，以瞭解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層面與消費

者層面的意見。在訪談過程中依據受訪者的受訪反應，調整訪談的題目順序，但

以不偏離研究架構與訪談大綱為主要原則下，使資料的蒐集更有彈性。 

    本研究主要採用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分企業面及消費者面兩個層面進行訪

談，在企業部分選定在 Facebook 網路社群平台上設有粉絲專頁的台灣實體或網

路企業，以企業實際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上操作社群網站行銷策略的經驗探討，

了解目前企業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的主要社群行銷策略為何，行銷人員如何進

入社群網站執行行銷策略，在其中如何與消費者進行互動。再來是消費者部分選

定在 Facebook 上有加入粉絲專頁，按讚加入粉絲專頁及會在粉絲專頁上與企業

互動的消費者，了解消費者在其中與企業互動的實際經驗，是否能應用 Facebook

平台所提供的應用程式，獲得比其他社群網站更多的權力去參與廠商在 Facebook

中制定的行銷策略或是活動，與企業進行較為深入的互動，動員集體的消費者力

量，擴張消費者權力。 

 

（三）文獻分析法 

    文獻資料分析法做為本研究的輔助，蒐集有關探討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

行銷、企業與消費者互動關係及消費民主等相關著作、論述等文獻資料，葉至誠、

葉立誠（2011）認為文獻分析法是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鑑定、並綜括證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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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文獻分析法能將原始研究蒐集的資料，做

新方向的分析。藉整合各專家、學者論述及政府文獻等文獻資料，建構本研究之

主體與思想架構。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研究設計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網路觀察，直接進入欲觀察的粉絲

專頁上先進行網路觀察，實際觀察在 Facebook 平台上台灣實體或網路企業創立

的粉絲專頁，觀察的粉絲專頁標準是台灣實體或網路企業實際上有進行商業營業

行為，在 Facebook 上創立粉絲專頁的企業品牌。初步觀察企業在 Facebook 如何

經營粉絲專頁，探討企業使用哪些行銷策略來達到傳播行銷目標，歸納出行銷人

員在目前的粉絲專頁中如何吸引消費者與企業互動，並讓消費者在互動的過程中

接收到行銷目標的資訊，與消費者建立長期且穩定的關係。在消費者層面觀察了

解消費者實際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與企業的互動經驗，在 Facebook 的平台上

是否能夠真正的與企業進行雙向對話，並且能夠動員粉絲專頁中的消費者一起為

自身的消費者權力發聲。 

    企業網路觀察研究對象挑選的標準以持續在粉絲專頁中發文、會回應消費者

的問題及會舉辦活動，且粉絲數超過十萬名的企業粉絲專頁，以上訂定標準是確

保企業有持續經營粉絲專頁，且經營粉絲專頁已累積一定人氣，較有空間可以發

揮社群行銷策略，試圖了解企業如何透過這三種 Facebook 平台基本互動方式與

消費者互動，再利用企業本身發想的社群行銷策略加深與消費者的互動關係。經

由以上標準確立網路觀察粉絲專頁的選擇對象標準，再綜合《數位時代》第三屆

舉辦百強粉絲團的百強粉絲團排名及實體企業/品牌最受專家青睞排名的結果進

行研究對象的選擇。《數位時代》是台灣第一本鎖定數位新經濟的科技財經雜誌，

致力於探索網路新經濟、尋找數位時代新典範、發現數位時代成功新規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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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舉辦了第三屆 Facebook 熱門粉絲團評選活動，以網友投票數、專家總分

及粉絲數量，得出最終 100 強榜單。本研究欲研究粉絲專頁的類型為實體或網路

企業/品牌，排除前 50 名中百強粉絲團中非本研究欲研究的名人及個人發起分享

的粉絲專頁類型一共有 37 個，剩餘 13 個為本研究欲研究目標對象，再加上另外

票選的實體或網路企業/品牌最受專家青睞排名的參考因素，最終本研究選定網

路觀察粉絲專頁目標對象群為 1. 全新牛爾 NARUKO、2. 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3. PayEasy@Pink Power、4. 蘋果日報、5. 7-ELEVEN、6. KKBOX、

7. 博客來 books.com.tw。主要網路觀察粉絲專頁的時間為 2011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1 日，主要觀察的面向為：1.內容面：商品訊息、活動及有趣圖影片、時

事及資訊分享、2.連結互動面：回覆、公司官方及私底下訊息露出、3.策略面：

使用的社群行銷策略。以下整理網路觀察目標對象粉絲專頁： 

表 1-3-1：網路觀察目標對象粉絲專頁介紹表格 

觀察粉絲專頁名稱 特色 

1. 全新牛爾

NARUKO 

選擇觀察因素當選《數位時代》第三屆舉辦百強粉絲團

中，實體企業/品牌最受青睞第五名，擁有十四萬名粉

絲，每日提供美妝保養及搭配相關知識，粉絲提問會詳

細回應，定期舉辦活動與粉絲互動，提供獎品回饋粉絲。

全新牛爾 NARUKO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特色為一美妝

類型粉絲專頁，提供美妝產品資訊及美妝保養資訊，同

時操作經營品牌、商品及牛爾老師三方面的資訊，牛爾

老師有時會親自發文與消費者互動，再加上虛擬小幫手

KOKO 醬詳答問題及發佈訊息，運用議題或是資訊分享

包裝訊息，發文時以朋友分享的親和態度，與消費者保

持高度互動性。 

2. 樂天市場台灣

（Rakuten lchiba 

Taiwan） 

選擇觀察因素當選《數位時代》第三屆舉辦百強粉絲團

中，實體企業/品牌最受青睞第二名，並擠進百強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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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名，擁有二十六萬名粉絲，天天提供網站中熱賣產

品資訊。樂天市場台灣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特色為一拍

賣網站類型粉絲專頁，提供拍賣網站中的產品資訊，常

以搭配促銷策略優惠訊息吸引消費者目光，將商品資訊

加上話題行銷的方式增加與消費者的互動。 

3. PayEasy@Pink 

Power 

選擇觀察因素當選《數位時代》第三屆舉辦百強粉絲團

中，實體企業/品牌最受青睞第六名，擁有十一萬名粉

絲，提供美妝保健產品訊息。PayEasy@Pink Power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色為一線上購物網站類型粉絲專

頁，以美妝保健資訊分享為發文原則，提供消費者美妝

保健相關資訊知識，商品資訊會引用部落格撰文進行口

碑行銷，也會搭配固定天天張貼買一送一商品優惠促銷

資訊，小編亦會以擬人化親切語氣與消費者互動。 

4. 蘋果日報 選擇觀察因素當選《數位時代》第三屆舉辦百強粉絲團

中，百強粉絲團中第四十一名，粉絲數高達三十二萬名。

蘋果日報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色為一新聞媒體類型粉

絲專頁，即時張貼蘋果日報新聞，發佈新聞的類型多是

以貼近讀者切身的新聞，或是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以

讀者取向，搭配小編人性化的旁白，如同朋友聊天一般，

與消費者即時互動。 

5. 7-ELEVEN 選擇觀察因素為當選《數位時代》第三屆舉辦百強粉絲

團中，百強粉絲團中第一名，亦當選為實體企業/品牌最

受青睞第一名，蟬聯三屆《數位時代》舉辦百強粉絲團

第一、粉絲數高達一百一十萬名。7-ELEVEN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色為一商品通路類型粉絲專頁，提供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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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便利的商品資訊，而 7-ELEVEN 粉絲專頁一直被認為

是經營最成功的粉絲專頁，坐擁全台灣最多的粉絲專頁

粉絲數，也被數位時代連三屆評為百強粉絲團第一名，

天天定期張貼商品資訊，及優惠促銷資訊，在 7-ELEVEN

粉絲專頁上會看到小編以擬人化的友善語氣問候消費

者，採取放任粉絲討論的方式。 

6. KKBOX 選擇觀察因素當選《數位時代》第三屆舉辦百強粉絲團

中，百強粉絲團中第十八名，粉絲數二十六萬名。

KKBOX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色為一線上音樂商城服務

類型粉絲專頁，以藝人動態做出吸引點吸引消費者互

動，以演藝圈話題做為議題行銷進行互動，小編以朋友

之姿與消費者對話互動。 

7. 博客來

books.com.tw 

選擇觀察因素當選《數位時代》第三屆舉辦百強粉絲團

中，百強粉絲團中第二十三名，粉絲數十六萬名。博客

來 Facebook 粉絲專頁特色為一線上電子商務平台類型

粉絲專頁，提供博客來平台產品資訊，輔以優惠促銷資

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部份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對象分為企業端及消費者端，企業端訪談對象

部分本研究經過邀訪網路觀察粉絲專頁的企業意願，僅有四家願意接受深度訪談，

其他三家企業因為怕涉及社群行銷商業機密部分或是人力不足無法撥出多餘公

務時間接受訪談等等因素婉拒，由以上網路觀察對象中願意接受訪談的企業確立

了四個粉絲專頁做為企業端深度訪談的研究目標，願意接受進行深度訪談的目標

對象為以下四個粉絲專頁：1. 全新牛爾 NARUKO、2. 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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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hiba Taiwan）、3.  PayEasy@Pink Power、4. 蘋果日報。而消費者端訪談對象部

份則以有按讚個別加入以上四個粉絲專頁，以及會在粉絲專頁中與企業進行互動

的消費者，選擇的標準為雖然選定觀察的粉絲專頁標準為十萬名粉絲以上，但其

實其中許多消費者只是按讚加入並不會在粉絲專頁上表態互動，因此研究者在粉

絲專頁中立意選擇至少一周會上粉絲專頁互動發言或按讚一次的消費者做為深

度訪談的消費者，訪談對象為：1. 全新牛爾 NARUKO─女：廖郁琳、2. 樂天台

灣市場─女：林湘屏、3. PayEasy@Pink Power─女：黃鈺棻、4. 蘋果日報─男：

郭濡賢，目的在於確保消費者有在粉絲專頁上實際互動經驗可以做分享討論。 

    本研究將會針對以上四個粉絲專頁的企業端及消費者端分別進行訪談，企業

端為粉絲專頁控管人員，消費者端則為按讚加入企業粉絲專頁，會在粉絲專頁與

企業互動的粉絲。深度訪談的內容方向分為企業端及消費者端兩個層面，企業方

面主要訪談的面向：1.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目標、2.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

行銷策略、3. Facebook 粉絲專頁增加互動策略、4.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關係；

消費者方面主要訪談的面向：1. Facebook 粉絲專頁實際互動經驗、2.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企業對話互動、3. Facebook 粉絲專頁消費者集結動員。 

    本研究針對挑選的四個粉絲專頁依照企業端及消費者端兩個部份尋找深度

訪談對象，共有九位深度訪談對象，在雙方時間與地點都可以克服下，受訪者皆

願意接受面對面訪談，紀錄工具為錄音筆，所有的訪談紀錄均已聽打謄為逐字稿，

保存為文字記錄文件。以下為受訪者資料： 

表 1-3-2：企業端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姓名 職稱 受訪者編號 

林淑惠 PayEasy@Pink Power 公共事務部專案副理 A 

宋文端 全新牛爾 NARUKO 品牌行銷總監 B 

陸心寧 全新牛爾 NARUKO 網路行銷企劃 C 

劉芃菲 樂天市場台灣編成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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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匿名 蘋果日報  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3-3：消費者端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姓名 職稱 受訪企業對象目標 受訪者編號 

廖郁琳 研究生 全新牛爾 NARUKO F 

黃鈺棻 待業中 PayEasy@Pink Power  G 

郭濡賢 公關公司職員 蘋果日報 H 

林湘屏 家庭主婦 樂天市場台灣 I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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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說明 

一、研究流程 

     先界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試圖研究社群行銷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企業

之行銷策略、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關係，以及消費者如何集結動員集體消費者

的力量發揮消費者權力，並且配合文獻回顧與探討，來建立設計本研究之研究

設計。經由網路觀察及深度訪談企業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人員及加入粉絲專

頁的消費者，探討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與消費者實際互動情形及背後行銷

意義，而後做出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下圖所示： 

 

 

 

 

 

 

 

 

 

 

 

 

 

 

 

圖 1-4-1：研究流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建立研究主題及目的 

提出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及回顧 

研究設計 

研究場域分析 

訪談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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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章節說明 

    第一章緒論，本章旨在說明 Facebook 社群網站在台灣地區的發展與現況，

釐清本研究針對 Facebook 社群網站中探討企業與消費者兩個層面的行銷策略、

互動關係及消費者集結動員分析的動機及目的。本研究打破傳統章節限制，以研

究主題區分做為本研究章節主題，依主題將文獻探討及研究分析統合撰寫為一章，

試圖完整描繪統整分析出研究主題的整體樣貌。研究主題依照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目的分別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

互動關係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消費者動員，試圖了解社群行銷中在 Facebook 粉

絲專頁企業之行銷策略、企業與消費者建立的長期互動關係，以及消費者如何集

結動員集體消費者的力量發揮消費者權力。 

    第二章主題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以社群行銷的特質與策略為理

論文獻基礎，利用深度訪談法和網路民族誌及觀察法探討台灣地區實體或網路企

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行銷策略，分析企業層面如何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

及制定行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 

    第三章主題為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互動關係，以互動性及

社群行銷互動關係類型─信任、忠誠及控制做為理論文獻基礎，利用深度訪談法

和網路民族誌及觀察法探討台灣地區實體或網路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互

動策略、企業與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建立的長期關係，分析企業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如何增進與消費者的互動，而在其中兩者如何培養長久互動關係類型。 

    第四章主題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消費者動員，以消費者動員及賦權為理論

基礎，利用深度訪談法和網路民族誌及觀察法探討台灣地區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企業互動的經驗及如何集體動員消費者，分析消費者在 Facebook 平

台上如何發揮影響力動員為自己的消費者權益發聲。 

    第五章為結論，針對資料分析中的研究發現做綜觀的描述及反思，提出本研

究的研究建議及限制，以及後續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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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Facebook粉絲專頁社群行銷 

    本章藉由整理歸納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的特質及特殊意義，探究了解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企業如何制定行銷策略，如何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進行

行銷，與網友建立穩定互動且持續的關係，進而達到行銷的目的。 

 

第一節 社群行銷 

一、社群行銷的定義 

    O’Reilly（2005）提出 WEB2.0 的概念，指出下一個世代的網路定義是「互

動」，社群會在線上被建立，其關係也會產生。社群中的成員在社群中互相分享

及創造資訊，線上社群的建立會產生影響力。 

    而Borges（2009）也提出WEB2.0的定義分成三個種類：（一）分享內容（Shared 

content）：定義是人們與其他人分享資訊，社交媒體其中一個最動態的屬性是每

一個人都可以分享給每一個人。（二）出版內容（Published content）：是社群網

絡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出版內容，像是 Blog、Youtube、Flicker。（三）社交網絡服

務（Social networking）：聚集在線上社群中的人們分享興趣及活動或把自己的興

趣及活動分享給其他人，大部份的社交網絡服務是網路形式，提供多樣的功能供

人們在線上互動，像是 Facebook 社群網站。藉由 WEB2. 0 的力量，企業在社群

網站上進行行銷的可行性大大增加，網路社群媒體允許社群媒體行銷人員以創意

的方式直接面對消費者，在 WEB2.0 社群媒體中，消費者成為組織的共同創意

者。 

    Kanamori & Kimura（2003）提出社群行銷（social media marketing）定義是

公司積極善用網路社群與客戶溝通，以行銷活動建立客戶與公司之間長期良好的

關係。社群行銷不單純片面提供公司一方的訊息，它意味著一種機制，建立公司

與消費者友好的關係以此連結公司的品牌。在這一點上，社群行銷明顯不同於過

去各種行銷溝通管道，是一種使用網際網路中社群媒體相關應用，打造品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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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曝光度、達到品牌溝通的行銷方式。 

二、社群行銷的影響力 

    Kanamori & Kimura（2003）提出社群行銷的過程，認為在社群成員作出購

買決定的過程中，社群能藉由以下三方式產生影響力。 

（一）口碑行銷 

    社群行銷非常像口碑行銷，口碑行銷產生於以下情況：1. 消費者的第一次

經驗。2. 牽涉複雜的情況。3. 調用重大決策風險。4. 在這些結果之上，相似於”

謠言”的架構。 

（二）根據實際經驗進行一對一建議 

    社群間存在高度不願意透露姓名、匿名的成員，正因為如此，它的信譽言論

難以確定。而網路社群的言論基於實際使用經驗基礎上，很可能產生更高度信任。

在許多網路社群過程往往遵循自我揭露→提問→接受的答案相對應的情況。這意

味著社群網站是可輕鬆實現一種一對一建議的環境。 

（三）感同身受的關係 

    網路社群在品牌行銷領域亦具有重要功能。品牌展示符合自己的個人特點，

很容易就能跟品牌產生共鳴，品牌與個人便有感同身受的連結。當公司的行銷企

劃活動被視為有用，便能在社群和參與者之間產生共鳴。而公司的行銷企劃若被

社群認為是有害的，將會讓成員快速產生反感，甚至會造成徹頭徹尾的對立。 

    以上可以看出社群行銷並不是直接的銷售產品給消費者，線上社群是建立在

透明的誠實溝通上，具有告知、教育、鼓舞及娛樂意義，重點是將銷售內容內化

到社群內容的價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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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策略 

一、Facebook 粉絲專頁（Pages） 

    Facebook 在 2004 年 2 月由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創立，此社群網站原本

主要用於註冊網友聯繫同班同學，同校校友。至今 Facebook 已經成為社群網站

之首，Facebook 的使用者已突破 5.75 億，幾乎佔了全世界 20 億網路使用人口的

30%（數位時代，2011），在過去要想實現在擁有龐大用戶群的網站上推出企業

相關的應用程式對於企業來說成本巨大，很多企業甚至不得不通過收購社群網站

來達到目的，而在 Facebook 平台上，企業可以直接開創「粉絲專頁」，通過應用

程式直接和數以千萬計的網路用戶線上進行互動。Facebook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

幫助用戶實現在線社交，用戶註冊 Facebook 是因為他們希望通過 Facebook 建立

新的社交網絡或加强現有聯繫。社交網絡不僅是這些應用程式設計的目標之一，

也是其實現市場行銷的擴張基礎。 

    在 Facebook 上的「粉絲專頁」（Pages）是最適合用來做商業工具的功能，

根據 Facebook 自身定義：是為組織、企業、名人及樂隊而設，用於向選擇連結

他們的用戶公開廣播大量官方資訊。專頁與個人檔案類似，能夠為專頁加上各種

應用程式，協助實體與觀眾進行溝通及互動，更可透過朋友推薦、動態消息、

Facebook 活動等吸納新觀眾（Facebook, 2011）。根據 Dholakia & Durham（2010）

指出 Facebook 粉絲專頁是有效的行銷工具，德州休士頓 Rice 大學的教授 Utpal 

Dholakia 做粉絲專頁的研究欲了解當公司在 Facebook 上建立了粉絲專頁，並與

粉絲溝通互動促銷後，對銷售或事業本身產生了多大的影響。發現 Facebook 粉

絲專頁提供了在社群行銷上既有效又低價的方法。而粉絲專頁可能最適合操作的

就是常用 Facebook 的那些顧客。而台灣知名網路行銷知識工作者孫傳雄（2009）

也指出粉絲專頁是一個公開性的頁面，它不只擁有塗鴉牆功能而已，更包括了相

片、影片、網誌、轉貼連結、活動以及討論區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支持 Facebook 

API 的開發。企業可以委任程式設計人員，開發更多客製化的行銷活動程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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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活動的參與感、互動性以及獨特性。同時，它更具備了網路整合行銷的效果，

企業可以在一個行銷目標之下，規劃出不同的社群功能來面對不同的客群。 

    由上述可以發現 Facebook粉絲專頁的確在經營及宣傳企業 Facebook上自身

品牌、產品或服務確實是有效的，而粉絲專頁的多媒體功能及高度客製化相當適

合與消費者進行多層次互動，讓消費者有實際參與到社群運作的感覺，加強消費

者對企業的認同。 

     

二、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策略 

（一）行銷策略（Marketing Strategy） 

    Kotler & Armstrong（1997／張逸民譯）提出行銷策略是事業單位希望達成

其行銷計畫的一套行銷邏輯。行銷策略要能夠指出公司所鎖定的目標市場區隔，

公司要能夠很聰明地找出公司由競爭的觀點最能服務的區隔，然後根據選定的目

標區隔制定行銷策略。 

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來說，它是一個吸引對於某一企業品牌有共同興趣的

消費者集結的平台，當消費者在Facebook平台逛到自己喜歡的企業品牌的頁面，

按下讚便成為此粉絲專頁的一員，也就是加入了一個共同喜好此企業品牌的線上

社群，因此企業在針對 Facebook 社群網站進行社群行銷時將能非常容易瞄準目

標消費群，再利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提供的精準行銷數據分析，便能較為準確

的歸納出目標消費者的共同特性及喜好，在制定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策略時

就能針對目標消費群需求的方向執行，在與粉絲專頁中實際進行互動時也較能掌

握消費者的習性。 

由於社群是高度互動的場域，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進行社群行銷，

只是單向的宣傳產品是得不到行銷效果的，因此企業在粉絲專頁中所使用的行銷

組合必須要以消費者導向為主，Lauterborn（1990）提出 4C 的行銷觀念，4C 分

別是：消費者（Consumer）、成本（Cost）、便利（Convenience）、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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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企業要了解分析消費者的需求，再關注消費者滿足需求願意

付出多少錢，依照消費者習性定價。企業還必須考慮在交易過程中如何給顧客方

便，企業要深入瞭解不同的消費者有哪些不同的購買方式和偏好，把便利原則貫

穿於行銷活動的過程，最後與消費者經由互動、溝通等方式，將企業內外行銷不

斷進行整合，把顧客和企業雙方的利益無形地整合在一起。 

NTT Media Scope（2005／丁小艾譯）則提出社群的四個運用策略： 

1. 監督策略：監督現有社群，與社群沒有直接關係。 

2. 結盟策略：與現有社群結盟，發展口碑社群行銷、合作行銷和資料蒐集等。 

3. 公司經營策略：公司建立及經營社群，運用在行銷活動等上。 

4. 網路商務策略：經營社群網站等商務，成為使用者社群、企業和使用者之間

的仲介。 

    企業在 Facebook 建立粉絲專頁進行社群行銷屬於公司經營策略，企業在粉

絲專頁上自己建立及運用消費者社群，集結喜好品牌的消費者成為粉絲專頁的粉

絲，企業如果在粉絲專頁服務的成效不錯，使用者之間會彼此互相支援，對企業

而言也可以降低行銷成本，然而 NTT MediaScope 強調如果對申訴案件處理不當

或企業展現強勢作風，使用者會立刻退出。因此企業在粉絲專頁上回覆消費者的

問題及申訴必須要速度及誠意並重，且傾聽消費者的聲音，當消費者的朋友，而

不是以上對下的姿態對待消費者。 

 

（二）Facebook 粉絲專頁區隔行銷 

網際網路是分眾化的世界，每一個人可以因應個人的喜好或是需求去搜尋想

要接觸的訊息，在社群中更是把分眾化的特色發揮極致。Hagel & Armstrong 

（1998／朱道凱譯）認為人們參與網路社群的基本需求包括興趣、人際關係、交

易以及幻想特性。網路使用者基於個人需求而參與網路社群，藉由興趣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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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交易亦或虛擬角色扮演與想像，在與他人互動下，進而發展出自己的人際

關係網絡。 

Kozinets（1999）提出一個虛擬社群會形成子群中心，會有一群一群明確關

注其相關的利益。他們可以被定義為親密聯繫的團體，他們在社群網站交流是基

於共同的熱情和知識、特定消費活動或相關團體的活動。一般來說，一個虛擬社

群的成員在進入社群時，經由互動獲得線上經驗能夠符合他的需求，他會經過從

一個訪者漸變為內部成員的過程。所以對一個社群行銷人員來說，必須要花很多

時間在社群中進行溝通互動。 

行銷人員可以從中發現一個趨勢是互動的主要方式是真實的訊息交流互換。

隨著試探不同的互動模式能夠適用於適合的虛擬社群，行銷人員可以從事行銷戰

略基礎的分割，能更精確地制定行銷策略。虛擬社群日益增長的影響和範圍，其

中的社群活動細微差別可以讓行銷人員有更多的考慮制定行銷戰略和決策。藉由

電腦中介，區分不同類型網路社群的成員，行銷人員從事這種形式的社群分割，

能使管理人員更好管理整個虛擬社群的關係，將有助於避免不恰當的，不受歡迎

的行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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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地區企業在 Facebook粉絲專頁之行銷策略 

    本節主要以研究台灣地區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策略為主，探討台灣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使用哪些行銷策略來達到傳播行銷目標，歸納出行銷人員在

目前的粉絲專頁中如何吸引消費者與企業互動，並讓消費者在互動的過程中接收

到行銷目標的資訊，進而長期的互動中培養消費者養成長期關注粉絲專頁的習慣，

能夠與消費者建立長期且穩定的關係。 

    了解企業實際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使用那些行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如何

因應 Facebook 平台的特性操作行銷策略，如何刺激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上發表意見與企業進行互動，讓消費者養成長期持續關注企業的 Facebook 粉絲

專頁的習性，研究出在台灣在地化的粉絲專頁行銷策略。本節利用網路觀察及深

度訪談兩個研究方法進行分析，了解企業制定粉絲專頁行銷策略的過程及想法。 

 

一、企業進行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策略個案分析 

    藉由網路觀察及深度訪談研究企業在 Facebook 如何經營粉絲專頁，探討企

業使用哪些行銷策略來達到傳播行銷目標，歸納出行銷人員在目前的粉絲專頁中

如何吸引消費者與企業互動，與消費者建立長期且穩定的關係。研究目標對象粉

絲專頁為（一）全新牛爾 NARUKO、（二）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

（三）PayEasy@Pink Power」、（四）蘋果日報、（五）7-ELEVEN、（六）KKBOX、

（七）博客來 books.com.tw。以下為分項介紹： 

 

1. 全新牛爾 NARUKO 

    牛爾親研品牌NARUKO和ampm的官方臉書粉絲專頁，同時肩負推廣牛爾老

師、品牌及旗下商品的訊息，三管齊下經營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也會

在上面與粉絲分享交流各種保養資訊和美妝心得，透過全新牛爾NARUKO粉絲

專頁吸引到認識牛爾親研品牌NARUKO和ampm的消費者及增加對牛爾老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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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及其商品的認識。在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並不把銷售目的放到粉絲專

頁中，把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定位當成與粉絲情感上溝通的平台，在其

中推廣牛爾老師、品牌及旗下商品的訊息。 

    在介紹產品的時候大多是直接描寫出產品的功能及效用，用粉絲專頁上的虛

擬人物小幫手─KOKO醬的身份告訴大家產品的用途及優惠，但在粉絲專頁上也

不只是全然的商品訊息，還會搭配[beauty tips]資訊及牛爾老師親身分享有趣的圖

片或是觀點，樹立粉絲專頁及牛爾本身美妝保養的專業形象，也同時達到跟粉絲

輕鬆互動的效果。粉絲專頁中也會露出公司官方的訊息像是員工旅遊及牛爾本人

的訊息，展現與粉絲分享私底下訊息的親密感，拉近與粉絲的距離。連結互動方

面，回覆消費者的問題非常積極，由KOKO醬一一回覆每一則留言，針對粉絲提

出的商品、膚質狀況、產品用法或是用後症狀等等問題做詳盡親切的解答，讓粉

絲都能解除疑惑，增加粉絲對粉絲專頁的信任感。在活動方面，全新牛爾

NARUKO粉絲專頁創立了一個「牛爾NARUKO美肌探索地圖」，這是自行開發

的API程式，用一隻小松鼠帶領粉絲進入地圖，了解牛爾NARUKO品牌的歷史及

理念，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將牛爾NARUKO品牌的訊息在遊戲中讓消費者自行領

悟。 

    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使用的社群行銷策略主要使用虛擬角色行銷，

以虛擬角色KOKO醬回覆消費者問題及張貼文章與消費者互動，企圖以擬人化的

策略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讓消費者覺得是在與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交

朋友，在粉絲專頁上可以即時與消費者互動。以及促銷，粉絲專頁中也有定期推

出的優惠活動吸引消費者定期上來粉絲專頁，全新牛爾NARUKO推出[非4不可]

的優惠，即是每星期四就會有優惠活動，增加消費者對粉絲專頁的忠誠度。刺激

消費者上粉絲專頁進行互動。另外還有議題行銷，拋出議題與消費者討論，全新

牛爾NARUKO粉絲專頁會不定時拋出一個議題跟粉絲們進行討論，詢問粉絲對

某事件的看法，以討論議題的方式了解粉絲的想法，也刺激粉絲發表意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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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從價值觀出發尋求與消費者的共鳴。以下整理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

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表2-3-1：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商品資訊  【產品介紹】 

說到濃妝的剋星就屬卸妝油了!但很多人都覺得卸妝油=長痘痘

而對它敬而遠之，KOKO 醬要告訴大家，其實只要乳化完全就

不用太擔心致痘問題唷!  

【森玫瑰】水立方卸妝油為 NARUKO 第一支卸妝油產品，獨特

「高效瞬潔卸妝油系統」擁有「卸妝佳 x 乳化佳 x 不殘留 x 不

刺激 x 不油膩」5 大特性，輕鬆搞定濃妝、髒污，徹底清爽潔淨

~ 

對於"何謂乳化"有疑問的朋友可以參考產品的使用步驟說明，現

在森玫瑰系列也有任選 3 件 79 折的優惠唷~ 

http://www.naruko.com.tw/shop/product/index.php?pid=99502810

更多 

  [新品上市] 

今年冬天牛爾老師為大家帶來了 ampm 極地強效保濕系列，運

用各種生處極地的強韌配方，搭配獨一無二的液晶結構霜體，

幫你告別無感蒸發、終結肌膚保濕漏洞! 

想知道更多系列資訊與牛爾老師的研發心裡話嗎? 快

上:http://www.naruko.com.tw/shop/minisite/extreme/ 

活動  牛爾NARUKO美肌探索地圖 

跟NARUKO小松鼠一起探索牛爾NARUKO美肌探索地圖，探索

牛爾老師親研品牌NARUKO的品牌故事與特色。 

有趣圖影

片、時事及

資訊分享 

  [beauty tips] 

DIY冬季美手/腳配方: 

1.） 混合3杯牛奶、2杯水和4杯燕麥，煮至燕麥軟化。 

2.） 容器內，慢慢加入燕麥和溫水，再加入2湯匙蜂蜜攪勻。浸

泡手或腳15-20分鐘。 

燕麥片是天然的去角質和消炎劑，能緩解乾燥，恢復天然水分。

蜂蜜是具抗菌性能的天然抗氧化劑，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

質、氨基酸、抗氧化劑。一星期泡兩次。 

 患難見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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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論  Gucci越來越重視童裝市場，先前請了Jennifer Lopez和她的

雙胞胎為品牌代言人，最近又在紐約第五大道上開了個專賣

店。1450平方英尺的精品店從3800美元的粉紅蛇皮夾克到235美

元的男孩牛仔褲都有。 

你對名牌童裝的看法是? 

公司官方及

私底下訊息

露出 

 早安呀～～～這個時間應該大部分人還在睡吧？為什麼

KOKO醬這麼早起！？ 

其實呢，牛爾老師要帶著KOKO醬和NARUKO團隊的大家，去

員工旅行！！！ 

所以KOKO醬要先跟大家說，這幾天大家的問題很抱歉沒辦法即

時回覆，得麻煩大家等到24號了......若是當地住處飯店網路順

暢，也會盡量上來和大家分享的！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別忘了也要好好放鬆自己唷！ 

 大家快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喔!! 

牛爾老師榮獲「最受歡迎亞洲藝術家獎」!! 

定期優惠活

動訊息 

 [非4不可] 

KOKO醬最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魯冰花系列的霜和眼部產

品什麼時候出啦~~  

現在KOKO醬要大聲的跟期待已久的你們說，【魯冰花】凍齡青

春霜和【魯冰花】凍齡青春眼周晚安凍膜已經上市了唷!! 

不用再擔心嚴寒秋冬霸凌你的肌膚，跟著NARUKO一起輕鬆度

過美麗水嫩的秋冬季唷! 

 【優惠快報】 

限時24hrs～推薦給疲憊黯沉的乾燥肌！！ 

ampm【全日醒膚加濕化妝水】2入正貨加送$850元【ampm 24H

完美速效組】 

．促銷價格：299元 

．開賣時間：11/27（日）11:00~11/28（一）11:00 

．搶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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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3185779 

資料來源：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http://www.facebook.com/naruko.tw 

 

2. 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 

    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粉絲專頁提供日台時尚與流行男女

服飾配件、美食、名牌精品、特價 3C 等商品訊息與不定期優惠折扣，將樂天市

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粉絲專頁當作跟粉絲的一個互動平台，透過一

種話題的方式去做傳播，用話題行銷的方式去加強大家對樂天市場品牌的印象。 

    以話題帶出商品訊息是樂天市場台灣粉絲專頁的特色，在介紹商品訊息時會

加上目前當紅的話題吸引粉絲的注意，像是熱映中的偶像劇及即將來臨的節慶，

以流行的話題貼近粉絲，再加上商品優惠訊息吸引粉絲。不定時的也會看到樂天

市場台灣粉絲專頁設定的虛擬角色─幸運小熊出來與粉絲互動，增加粉絲專頁的

親切感。在粉絲專頁上也會分享一些有趣的圖片及影片或時事，與商品並無直接

關係，希望讓沒有興趣於商品活動的粉絲也可以藉由趣味訊息及時事分享關注粉

絲專頁，另外也有定期的優惠資訊─周一超級點數幸運籤，同樣希望粉絲定期上

粉絲專頁抽獎互動，都是培養粉絲對樂天市場台灣粉絲專頁的黏度。而公司也會

釋放私底下的活動訊息像是集團籃球比賽，把粉絲當成朋友分享給粉絲，拉近與

粉絲的距離。在活動方面，樂天市場台灣粉絲專頁也自行開發了 API 程式─幸運

小熊祈福御守，此活動可以讓粉絲將可愛的小熊祈福御守公布至自己的塗鴉牆，

也可以轉貼分享給自己的朋友，將樂天市場的品牌可見度可以延伸至沒有加入樂

天市場台灣粉絲專頁的消費者，拓展品牌的知名度。在回覆粉絲問題方面，樂天

市場台灣會即時的回應粉絲問題。 

    樂天市場台灣主要使用議題行銷，為消費者說故事的方式，發佈商品資訊時

會以能夠引起消費者興趣的話題包裝起來，商品資訊結合大眾關心的議題刺激消

費者一起互動，連結時下熱門話題、季節性議題及企業自行創造新議題，並不會

平鋪直敘的宣傳產品，減低商品資訊的廣告威脅感，也較能帶動消費者分享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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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朋友的動力。另外還會以優惠抽獎促銷做為吸引消費者的策略，以抽點數或是

商品打折刺激消費者互動或是吸引潛在客戶加入粉絲專頁及告知提醒消費者都

有一定程度的作用。以下整理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粉絲專頁

中產製訊息表格： 

表2-3-2：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商品訊息  小資女孩專用─辦公室超萌小毛毯 

天氣越來越冷，辦公室的冷氣又一直吹到頭 

小編推薦，讓你兼具時尚又保暖的超萌小毛毯 

不囉唆樂天賣場 12/12-13 全館限時滿 600 免運 

熱賣款貓頭鷹懶人毯限時下殺 230 元喔! 

再冷下去，小編恐怕要蓋兩件啦! 

http://buloso.shop.rakuten.tw/?scid=fbrt-buloso111212 

 【BEST*Men 耶誕型男大賞】 

票選一下>>1.英倫質感男 2.簡約時尚男 3.趣味俏皮男  

大家希望男友在聖誕夜以哪種 style 出現呢？ 

在煩惱如何穿搭的朋友，BEST*Men 精選上百款潮流長短 T 

幫你在聖誕夜變身型男，原價一件 290 元，現在任選三件只要 699

元! 

http://best.shop.rakuten.tw/c/102357/?scid=fbrt-best111209 

活動  幸運小熊祈福御守 

將幸運小熊祈福御守送給好朋友 

有趣圖影

片、時事及

資訊分享 

 小編兒時的最佳玩伴－樂高玩具 

這次聖誕節要挑戰用 60 萬塊樂高拼出史上最高玩具聖誕樹 

是說如果以 81pcs 售價 1,099 元來計算的話 

60 萬塊的樂高聖誕樹到底要花多少錢啊！ 

光用想的小編的頭就暈啦！大家趕快來動動腦吧～ 

http://search.rakuten.com.tw/?sm=0&vm=0&st=0&si&sc&k=%E6%A

8%82%E9%AB%98&ek&pf&pt&scid=fbrt-search111212 

 要哭了啦～ 

寵物當家裡可愛的「大介」居然過世了！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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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優惠

資訊 

 憂鬱的星期一又來啦！ 

趕快來抽抽看超級點數幸運籤， 

看看自己今天是不是有好手氣吧！ 

籤王可以簽到1000點唷～ 

有抽到的人趕快來留言一下把好運氣分給大家吧 

http://www.rakuten.com.tw/event/luckykuji/?scid=fbrt-luckykuji11112 

公司官方

及私底下

訊息露出 

 今天是統一集團關係企業的籃球賽，參賽的有楽天市場、統一

超商、博客來、Dusikin、黑貓、多拿滋....共12隊參加！ 

曰本楽天也來了5名球員唷！第一戰就大勝！大家一起來幫楽天加

油! 

資料來源：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RakutenTW 

 

3. PayEasy@Pink Power 

    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提供最多好康、免費、優惠的資訊，提供流

行時尚、美容保養、彩妝、美白、瘦身、美髮、健康保健等訊息，不定期舉辦粉

絲專屬送好禮活動。在 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中的行銷目標就是跟主要

的目標對象群可以做一些比較深度的溝通，成為一個可以真實討論產品的場域，

多一個空間跟 PayEasy 會員做互動溝通，用一個親切的小編的角色來介紹商品及

活動。 

   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的走向是知識訊息分享類型，在介紹商品訊息

方面，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說明商品訊息再

加上優惠訊息吸引粉絲，另一種是引用部落格試用文，以部落客撰寫使用商品的

情形介紹給粉絲，不只推廣，還以實際的試用文直接讓粉絲看到商品試用的效果，

試用文不限於有名氣的部落客，一般素人試用文章也有可能出現在介紹商品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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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在粉絲專頁中有定期的免費的專業諮詢，請來保養專家為粉絲們線上諮詢，

同時也會分享一些美妝健康保養穿搭等資訊。在活動及優惠方面，多以抽獎送贈

品吸引粉絲加入粉絲專頁，且天天都有買一送一的優惠活動，讓粉絲養成天天關

注粉絲專頁，提升粉絲的忠誠度。而粉絲專頁也把粉絲當成朋友一般，向粉絲分

享關於公司私底下的活動，像是上傳公司的下午茶活動照片等。在回覆粉絲問題

方面，只要粉絲提出問題，PayEasy@Pink Power 的小編都會回應，讓粉絲可以

獲得解答。 

    PayEasy@Pink PowerFacebook 粉絲專頁主要使用口碑行銷，介紹產品以轉

貼部落客使用經驗的網誌，促使消費者討論產品和品牌，並且透過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討論、提供客觀意見，引發產品的人氣及買氣。長久經營累積下來

的口碑，讓更多潛在消費者更容易接受產品，贏得消費者正面的評價及產生推薦

行為，達到一呼百應的效果。另外也有天天使用買一送一的促銷策略，希望刺激

消費者天天定期上 PayEasy@Pink Power Facebook 粉絲專頁撿便宜，天天舉辦優

惠買一送一活動，對人氣的聚集很有幫助。以下整理 PayEasy@Pink Power 粉絲

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表 2-3-3：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商品訊息  就算沒有斑點問題，也應該預先防範，建議女孩們都應該像這

位網友一樣在容易長斑的顴骨處使用美白淡斑精華液防範未來的

斑點！ 

[使用心得]momus 傳明酸-密集美白淡斑精華使用分享  

http://beauty.payeasy.com.tw/forum/30/182575 

 【5 星級鮭魚肚條只要 1 元】晚餐時間馬上就要到了，開始煩

惱晚餐要做什麼了嗎？油脂豐富、雪花綿密的鮮凍鮭魚肚條肉，到

11/30 前只要 1 元！退冰後用烤箱烘烤即可食用，下班回家作飯給

家人吃超有效率，和另一半小酌當下酒菜也很不賴喔→ 

http://ppt.cc/klEK 

定期優惠

資訊 

 【年終慶跨品牌 12/8 買一送一】今天買加大版薰衣草美白晚安

凍膜 EX（傳明酸 3%）就送玻尿酸全效保濕精華液！組合原價

$875，今天只賣$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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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今天‧買一送一】台灣和美國合作的知名品牌『你滋美

得』在 PayEasy 開館囉！開幕慶首日榮獲時尚美容網站 Fashion 

Guide 網友評鑑及【美容評鑑大賞】美容補給賞及【特優】商品最

高雙料榮譽的彈力肌凸飲限時買 1 組送 1 組！真的只有今天，絕對

不能不搶→ http://ppt.cc/;thq 

 今天女神又欽點了哪些幸運網友拿正貨呢？快來看看自己有

沒有中獎吧，想參加的朋友也可點連結來許願喔！ 

【女神欽點中獎名單】 

http://beauty.payeasy.com.tw/campaign-extra/content/153026/159990 

有趣圖影

片、時事及

資訊分享 

 【分享】奇怪！都已經寫成這樣了，不是很明顯沒睡了嗎！老

師你怎麼還會發現 XD 

 

 你知道嗎？吃飯的速度決定了你的老化速度！快食就是老化

的第一步，要杜絕老化，第一件事就是放慢你的進食速度，究竟要

如何實行，趕快來讀文章吧！ 

[情報]「老化的機制」與「年輕化的機制」人類是天生不老的！ 

http://beauty.payeasy.com.tw/forum/7/188195 

 有任何皮膚保養的問題，來問藥學權威蔡翠敏教授就對啦！完

全免費的專業諮詢，千萬別錯過唷♥ 

保養專家線上諮詢 http://beauty.payeasy.com.tw/event/2011/09/56565 

公司官方

及私底下

訊息露出 

 {社課直擊}PayEasy校園美妝列車抵達台灣大學 

 1130PayEasy華麗麗閃亮亮下午茶-巧克力噴泉♥  

活動  《小編流血加碼送》只要在11/2 23:59粉絲數破10萬人，就送富

士instax mini 7s 拍立得！還有10組PayEasy明星品. 

 投票就抽PayEasy價值千元福袋！還有agnes b.經典款黑點包。 

資料來源：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yeasy.pink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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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ELEVEN 

    7-ELEVEN 粉絲專頁提供 7-ELEVEN 最新動態，像是 7-WATCH、7-net、

7-mobile 商品資訊、優惠資訊、門市活動、旗下 7-ELEVEN 統一獅球隊資訊、

OPEN 家族活動、最新廣告及獨家花絮播放等等。7-ELEVEN 粉絲專頁用 小編

親切問候的方式傳達訊息，但是互動大多僅於在發文及活動，粉絲們發出的問題

及建議較不見 7-ELEVEN 粉絲專頁進行回覆，7-ELEVEN 粉絲專頁就像是一個

傳播 7-ELEVEN 訊息的資訊平台，互動較少。 

    在介紹商品訊息方面，7-ELEVEN 粉絲專頁會以商品訊息搭配貼近粉絲生活

的問候，也會在粉絲專頁上獨家播放 7-ELEVEN 商品廣告及花絮，讓粉絲可以

先一睹為快。在粉絲專頁中多是介紹商品訊息為主，偶爾分享時事新聞。在活動

方面，活動多是搭配 7-ELEVEN 的產品，號召粉絲集點送贈品，吸引粉絲參加

活動，與粉絲比較有互動到的是上傳與 CITY CAFÉ 的合照並打卡，並有票選照

片活動。 

    7-ELEVEN Facebook 粉絲專頁主要使用促銷策略，定期每星期五會推出周

五好康快報告知粉絲優惠訊息，吸引粉絲定期上粉絲專頁得知優惠訊息，吸引消

費者互動，提升潛在消費者市場，鼓勵消費者增加使用量。7-ELEVEN 粉絲專頁

也會使用虛實結合的策略，在粉絲專頁上舉辦活動，讓消費者在實體的環境中也

能夠進行活動，多元化與消費者進行互動，也加深消費者與企業的連結。以下整

理 7-ELEVEN 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表 2-3-4：7-ELEVEN 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商品訊息  【暖暖的小確幸】享受吧！一個人的暖冬生活～ 

氣溫一天比一天低，冷颼颼的天氣，是不是想要來碗溫暖鍋物或是

來杯熱飲呢? 這個冬天 7-ELEVEN 貼心地準備了暖冬鍋物與茶攤

手搖風冬季限定飲品！ 

 【7-Mobile 教你聰明上網去】 

粉絲們！是不是常常在外想要用筆電收發 Email 卻不知到何處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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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申辦 7-MOBILE 月租型門號，合約期間 2 年內都可免費享有

7-WiFi 無線上網唷！ 

 CITY CAFE_躲雨篇【網路限定 90 秒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MpRD-baqls&feature=channel_vi

deo_title 

定期優惠

資訊 

 周五好康快報→週末還是陰雨綿綿的天氣，提醒粉絲們，別忘

了多注意保暖呦~快來為週末擬定休閒計劃吧～ 

★統一渡假村★本週旅展開打，線上旅展同步展開囉，一泊二食+

下午茶+伴手禮【下殺 3.4 折】一人只要 1,499 元

>>http://www.uni-resort.com.tw/ 

有趣圖影

片、時事及

資訊分享 

 粉絲們和 7-ELEVEN 一起按讚為台灣之光-賽德克巴萊祝賀-拿

下今晚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UVOpHWk7u8 

活動  CITY CAFE 打卡我的咖啡角落：在自己的塗鴉牆上傳與CITY 

CAFÉ合照照片並打卡。 

 全民賓果讚出來：按讚加入7-ELEVEN7-ELEVEN及關係企業

粉絲團，完成越多賓果連線，有越多各項企業抽獎機會。 

資料來源：7-ELEVEN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711open 

 

5. 博客來 books.com.tw 

    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專頁提供博客來電子商務服務平台的相關資訊，

像是書籍、CD、美妝保健、3C 產品、服飾等產品訊息，在粉絲專頁中多是張貼

商品訊息搭配優惠資訊，釋放出的訊息較為官方，偶爾才會結合外在因素像是天

氣或是當紅的議題出現關心粉絲的用句，但整體而言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

專頁就像是博客來的商品資訊平台。 

    在介紹商品資訊部份會有一段介紹文當開場白，用的語氣較為官方商業，有

時會再搭配打折訊息吸引粉絲。另外偶爾也會與粉絲分享一些有趣的圖片及時事。

在活動及優惠方面，舉辦活動多是打折抽獎送贈品為主，再配合 7 號會員日定期

的優惠活動，讓粉絲可以定期上粉絲專頁。在回覆粉絲問題方面，針對粉絲的問

題幾乎都會回答，博客來主要官方網站出問題也會在粉絲專頁中與粉絲道歉及說

明原由，提升粉絲對於博客來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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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來主要使用行銷策略為促銷策略，有 7 號會員日定期的優惠活動以及商

品打折優惠抽獎送贈品等方式吸引消費者進行互動，轉貼官網的優惠資訊，也加

強粉絲專頁與官網的連結，增加官網的流量，鼓勵產品的銷售及購買。以下整理

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表 2-3-5：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商品訊息  要是沒有那些傷心的馬子，男人，永遠都只會是男孩。 

《我可能不會愛你》編劇徐譽庭首本原創小說《馬子們！》：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26340 

 博客來年終慶！12/13 今日限定特價：99 元~ 

Deary 蠟菊賦活潤膚乳 500ml （博客來獨家限定） 

嚴選法國科西嘉島有機蠟菊搭配有機洋甘菊明亮柔潤肌膚，延緩肌

膚老化，再結合金盞花、海藻萃取與荷荷芭油，能高效修護撫紋、

保濕潤澤，並舒緩肌膚。創新乳體高效潤澤，清爽易吸收並散發優

雅香氛。 

定期優惠

資訊 

 早安！ 

今天是 7 號會員日，優惠好康等你拿！  

※買就送：不限金額每人買就送 25 點購物金！  

※全館加價購：消費不限金額，享精選好書 99 元、美食商品 108

元起加價購！  

有趣圖影

片、時事及

資訊分享 

 馴龍高手 2011 聖誕小短篇，好可愛^^ 

PART 2：http://www.youtube.com/watch?v=QJegd7z918o 

 R.I.P.近年飽受胃癌困擾的藝人徐華鳳，今天上午因癌細胞擴

散，導致器官衰竭，病逝於台中榮總醫院，享年 41 歲。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sTOFpN

-nVtg 

活動  好康1+1 Coupon雙倍送 │ 博客來X 7net聯手出擊！怎麼買都

划算！ 

 2011倒數100天～精采100 全館瘋狂%回饋！ 

資料來源：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bookstwFB 

 

6. KKBOX 

    KKBOX 粉絲專頁提供音樂訊息、發片專輯搶先聽和各種歌手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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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絲專頁中以人性化的小編對白與粉絲進行互動，KKBOX 粉絲專頁整體是與

粉絲分享各種音樂結合演藝圈的訊息，粉絲上粉絲專頁不只可以找音樂聽音樂，

還可以得知喜愛的歌手藝人最新消息，消除了粉絲專頁上發文的廣告商業感，讓

粉絲在粉絲專頁上互動比較有親切感。 

    在介紹商品訊息時多是搭配歌手藝人的最新動態，像是剛發的新專輯或是正

在上檔的電影或電視劇，甚至像是以藝人結婚作為議題，再附上藝人在 KKBOX

的專輯聆聽網址。活動方面也多是以抽獎的方式吸引粉絲，以最新發片藝人的專

輯或是熱映中的電視電影原聲帶吸引粉絲參加活動，而有趣的圖片或影片在粉絲

專頁上佔的比例不少，讓粉絲到粉絲專頁上可以輕鬆互動。在粉絲專頁上也會即

時公告藝人要到 KKBOX 播歌的消息，讓喜歡此藝人的粉絲可以按連結直接到

KKBOX 聽藝人播放的歌曲，在此活動進行中，小編也會在粉絲專頁上即時轉播

當下藝人所說的話或是發生的趣事，與粉絲進行互動。在回覆訊息方面，KKBOX

針對粉絲提出的問題或是抱怨都會回應。 

    KKBOX 粉絲專頁主要使用議題行銷，以演藝圈的動態消息帶入音樂商品的

連結，利用藝人的知名度及號召力吸引消費者前往粉絲專頁互動，利用演藝圈的

最新動態附帶連結音樂商品的議題行銷策略讓 KKBOX 粉絲專頁也像是演藝圈

的資訊站，讓消費者定期查閱演藝圈最新消息，以及會帶入連結時下熱門議題或

季節性的話題，以話題凸顯商品價值，提高消費者與企業品牌的黏度。另外配合

藝人發片或是電影上映等活動，也會搭配促銷策略，贈送消費者免費 CD 或原聲

帶，提供誘因讓消費者參與活動，也增加了活動的參與率。以下整理 KKBOX 粉

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表 2-3-6：KKBOX 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商品資訊  跟小 K 一樣發摟『我可能不會愛你』的朋友們，今晚一起期待

大仁＆又青有完美的 ending 吧！QQ 

我可能不會愛你電視原聲帶：http://bit.ly/tWKHDU 

 艾美懷絲最新專輯【Lioness: Hidden Treasures】，除了有她生前

未發行的作品還有不同版本的暢銷單曲！今晚，讓我們一起用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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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她吧！

http://tw.kkbox.com/album/AMpfYpjnQFyBkS0F1Cm50091-index.htm 

活動  12/14（三） 五月天親自帶你一起聽，『第二人生』線上搶聽會！

現在只要留言想要揪你哪些朋友（數量不拘）來和五月天一起聽，

就有機會獲得五月天獨家周邊唷！ 

 揪團按讚成粉絲，抽林俊傑【學不會】簽名單曲！ 

有趣圖影

片、時事

及資訊分

享 

 ♪KK小知識♪ 大家知道intel的創辦人是誰嗎？答案就是Robert 

Noyce！今天是他 84歲的誕辰，因為他的發明，現在大家才能人手

一支智慧型手機唷！ 

 

 禮拜天的早上還沒清醒過來嗎？來顆檸檬吧！XD世界各地寶

寶吃檸檬表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flJOr6m93g&feature=endscreen&

NR=1 

公司官方

及私底下

訊息露出 

 各位觀眾～今天下午3點台灣電音女神謝金燕要來播歌啦!!! 小

K本身超級期待她會播哪些歌，等會3點記得一定要打開KKBOX! 詳

情:http://bit.ly/vfGQcA 

 亂彈阿翔已經開始在myBOX播歌囉，本人是個高科技使用者，

一共有4台電腦呢～太厲害了！（佩服）今天的阿翔播的歌小K超愛

的，快來一起聽唷！http://bit.ly/t46pNd 

資料來源：KKBOX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iKKBOX 

 

7.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主要提供蘋果日報當日的新聞或是即時發生的新聞，再配

上小編對於此則新聞的簡短見解，小編使用的語氣相當平易近人，就像是一般跟

朋友聊天用語，營造粉絲專頁整體親切友善的氛圍。 

    蘋果日報粉絲專頁的發文多是介紹蘋果日報當日的新聞或是即時發生的新

聞，小編會針對新聞內容發表感想，與粉絲互動討論新聞，偶爾也會與粉絲分享

有趣的圖片影片，增加趣味性。在舉辦活動方面有分線上及實體兩方式，為了衝

粉絲數及回饋粉絲，在線上舉辦抽 IPHONE 4S 的活動，在實體的活動則是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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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當一日小編，體驗一天當蘋果日報粉絲團編輯，深入了解蘋果日報粉絲專頁

如何運作，與粉絲深度互動。而公司私底下的活動也會與粉絲分享，就像是跟朋

友分享自己的動態一樣，貼近粉絲。在回覆粉絲問題方面，蘋果日報會回應粉絲，

並第一時間做修正，另外因為大家看新聞的角度不同，因此有時候會產生粉絲對

小編言論不滿的情形，小編也會第一時間發文與粉絲道歉並說明小編立場，讓粉

絲們理解小編，挽回粉絲對粉絲專頁的信任感。 

    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主要使用與消費者對話的方式張貼新聞，藉由拋出話題讓

消費者表達意見，並增加互動，拉近消費者與蘋果日報品牌間的距離，也凸顯蘋

果日報以讀者為取向的定位，尋求與消費者的共鳴。活動方面多使用促銷策略，

祭出抽獎贈品吸引消費者參加，進行衝粉絲數及回饋粉絲。也會使用虛實結合策

略，邀請消費者進行一日小編活動，實際體驗蘋果日報粉絲團的運作，加強連結

消費者與企業品牌的關係，雖然能參加的名額有限，但此做法也十分展現蘋果日

報粉絲專頁與消費者分享的誠意。以下整理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表 2-3-7：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中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商品資訊  小盆油很獨立值得嘉許，但是別讓父母這麼擔心好嗎 

兄妹蹺家欲環島 父母允諾周末遊義大 

http://tw.nextmedia.com/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11214/100902 

 富婆請不起台勞嗎？ 

身價 10 億富婆藍心湄 被爆疑違法僱外勞 

http://tw.nextmedia.com/realtimenews/article/entertainment/20111214/1

00880/1 

活動  蘋果日報粉絲團衝30萬抽4S 

 一日小編 

有趣圖影

片、時事

及資訊分

享 

 粉絲分享的這個四格漫畫也很精采 

 

 2012總統大選3強辯論現在開始了!有興趣的朋友開電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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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官方

及私底下

訊息露出 

 Happy Birthday！！我們偉大的女神靚編生日啦！！願她永遠美

麗幸福，天天過好日，一直健康快樂！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NextMedia.TW 

 

二、綜合分析 

（一）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分析 

    根據 Kanamori & Kimura（2003）提出社群行銷（social media marketing）定

義是公司積極善用網路社群與客戶溝通，以行銷活動建立客戶與公司之間長期良

好的關係。也就是說在社群網站中進行行銷，已經不像過往的行銷模式一樣，只

是一味的將企業的產品訊息漫天鋪地的在各個媒體管道中宣傳，不去理會消費者

接收過後的想法及感受，現在企業在 Facebook 成立粉絲專頁進行社群行銷，在

其中集結喜愛自家品牌的消費者，企業需要與消費者交流互動，瞭解消費者真正

對品牌的想法及感受，才能有效制定最能引起消費者興趣的行銷策略達到行銷目

的，且比過往只是單向宣傳來得有效確實，也能夠因應消費者對行銷策略的反應

及時進行修正。 

    而就粉絲專頁個案觀察的結果看來，目前台灣實體或網路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進行社群行銷，企業幾乎是把粉絲專頁當成接近消費者、與消費者溝

通及聯絡感情的平台，藉由在粉絲專頁發文及發佈活動與消費者進行互動，培養

與消費者的感情，刺激消費者可以在發文或在活動中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是提出關

於產品或服務的問題建議，企業便可以在互動溝通中進行行銷策略，傳達行銷訊

息，並同時瞭解消費者對品牌的看法及對進行的行銷策略的反應。所以台灣企業

實際在操作粉絲專頁，在上面進行產品宣傳或推廣品牌的行為基本上都是以分享

的態度面對粉絲，並不會生硬地平鋪直述商品訊息，一定會加上小編的問候關心

或提醒臨近的時節氣候或結合當紅的議題等等來引起消費者共鳴的字句進而引

發消費者的興趣，吸引消費者進行互動，目的就是希望在與消費者互動中建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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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來打造品牌認同、增加曝光度及達到品牌溝通。以下為企業粉絲專頁行銷分析

分項探討： 

 

1. 粉絲專頁定位 

     目前台灣企業使用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社群行銷是台灣網路社群行銷的

趨勢，企業都認為在台灣與消費者溝通互動、建立關係最佳的社群平台就是

Facebook粉絲專頁。 

 

我覺得現在Facebook是一個趨勢，尤其是在台灣，他涵蓋了幾乎百分之

九十五至九九，所有上班族都不可或缺的一個通路管道，所以我覺得這

是一個不只是我們公司，所有想要經營網路市場，想要拓展知名度或是

品牌，都會選擇的一個通路。（受訪者B） 

 

一定都還是以Facebook做主軸，其他的社群有些像是互動式的網站，像

是babyhome或是Fashiongaurd，這些比較多的方式是曝光廣告訊息。（受

訪者D） 

 

  企業主要在Facebook粉絲專頁與消費者進行互動建立關係，他們認為在

Facebook粉絲專頁是與台灣的消費者最近的一個互動平台，根據checkfacebook

這個網站得知台灣地區註冊成為Facebook用戶已經超越了一千萬名，顯示台灣地

區的民眾對Facebook的狂熱，因此企業也配合台灣地區民眾使用社群平台習性，

使用Facebook粉絲專頁作為主要的社群行銷平台。 

  且在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社群行銷，投入的預算及人力都相當的精簡，不

需要高預算及大量人力便可以達到企業欲達成的行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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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預算極低，這也是我想所有的品牌及廠商都會選用Facebook的原因，

因為他可以用很低的預算達到很高的效果。（受訪者B）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資源在這邊，就是人員上面的操作。那比較特別的

是比如說大型活動的時候，會撥一定的行銷預算進來。可能目的在衝粉

絲阿或是做一些活動，這個時候才會特別撥預算在這一塊。（受訪者D） 

 

  企業經營Facebook粉絲專頁可以用很少的預算及人力達到高效果的行銷目

標，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中企業需要投入的是長期穩定與消費者互動，建立關係

的時間及心力。 

 

2. 粉絲專頁目標 

    企業選定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社群行銷，主要希望達成的目標為深度溝通，

與消費者建立情感，發展建立消費者對企業品牌的信任感及忠誠度。 

 

我們想要的目標就是跟主要的TA族群可以做一些比較深度的溝通，看

到一個可以真實討論產品的地方，或者是網友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

個商品。（受訪者A） 

 

目標阿，應該是說蘋果本來就是一個走讀者路線的報紙，以平面來說，

我們都是以讀者為出發點，那在報導的方面，也會比較想要貼近讀者想

要的東西，以讀者取向，那如果今天有一個這樣的社群平台的話，那等

於是我們進一步接觸讀者。（受訪者E） 

 

  企業在其中並不將銷售當成社群行銷的目標，在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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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跳脫商業性質的，並不會做商品直接的銷售，Facebook粉絲專頁不是擔任為公

司帶來業績的角色，大多是希望有一個空間跟消費者做溝通。 

    且設立Facebook粉絲專頁的目標也應該隨著品牌進入不同的生命週期而進

行更新。 

 

初期當然是希望透過Facebook吸引到認識品牌的族群及增加對品牌的

認識，我這裡指的品牌包括認識牛爾老師，所以是人跟品牌的認識。到

第二階段當然生意進門了，那就要看能不能跟商品結合上，所以達到這

樣的目的了，接下來就是認識老師，認識商品，這樣都達到了，就希望

能潛移默化消費者對商品的好感度，增加商品的購買。其實已經算是到

了第三個階段，就是說消費者其實很習慣在網路上做搜尋，那他能夠搜

尋到對品牌的了解及商品的了解，就是透過社群網站，那其中Facebook

又是最大，所以說同時肩負推廣、銷售以及連結消費者對品牌的忠誠度

這些。（受訪者B） 

 

  進行社群行銷也必須配合品牌發展的生命週期而有所不同，每個階段都有不

同的階段任務及目標，隨著不同的階段任務及目標，企業所要執行的行銷策略及

與消費者的溝通互動方式也會有所不同，所以企業必須認清現在品牌發展到什麼

週期而對社群行銷的策略及目標做即時的更新。 

 

3. 與其他社群平台差異 

    在 Facebook 進行社群行銷與其他的社群平台方式有所差異，在 Facebook 有

較大的空間可以發揮，因為 Facebook 能夠操作的互動層次比較豐富，在 Facebook

上可以發文、舉辦活動及自行開發應用程式等等。 

 



 
 

42 
 

噗浪我們也有在經營，但只是訊息曝光，因為噗浪的機制並沒有辦法在

上面操作一些活動，他的互動性其實頂多就是你的訊息被看見，就僅只

於這樣。（受訪者 D） 

 

之前有考慮用噗浪，但是即使有了噗浪，可能也是 Facebook 粉絲專頁

的訊息同步轉到噗浪，再加上噗浪的性質並沒有那麼適合跟粉絲互動，

比較適合一般的名人或部落客跟朋友聊天，跟喜歡自己的粉絲聊天。（受

訪者 A） 

 

    每個地區使用操作社群平台也會因為地區性的消費者習性而作不同的選擇，

受訪者 B 認為：「在大陸的話微博的經營會比 Facebook 重要太多，Facebook 完

全是一個死掉的東西在大陸，他是不能用的。」由於台灣地區的民眾對於 Facebook

的依賴程度，所以會讓台灣企業在台灣主要使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消費者進

行互動，企業挑選社群行銷的平台也需要因地制宜。 

 

4. 操作粉絲專頁成效 

    目前企業經營粉絲專頁所獲得的成效大多是成功的將 Facebook 的粉絲轉換

成官網的瀏覽者，Facebook 有效達成官網流量的轉換率。在 Facebook 上企業經

營粉絲專頁，告知消費者最確實豐富的訊息時，附上最直接有效的官網連結。訪

談的四家企業都認為看到最直接的成效就是導入官網的流量一直都在穩固的增

加。受訪者B認為：「Facebook導入到我們官網的流量，每個月是有不斷在增加。」 

 

成效喔，目前來看的確是成功幫我們導入滿多流量到我們的主網站，那

你說他可以實際造成多少的轉換，就是營收方面，以在操作Facebook

方面，樂天的目標還是可以進來比較多的流量。（受訪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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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加入的粉絲數也越來越多，回應的也會隨著增多，看到商品訊息的人也越

來越多，就會比較多人想要按讚跟回應，與企業進行互動。 

 

我們今年有上市一個新產品，像這個完全沒有知名度的產品，透過粉絲

團來介紹給大家的話，大家就會了解得滿快的，所以這應該算是目前我

們看到最明顯的算是新品吧，就是完全沒有知名度的品牌，用粉絲團可

以滿不錯建立關係的。（受訪者A） 

 

  企業投入心力經營粉絲專頁，與消費者建立出感情後，培養消費者定期觀看

粉絲專頁的發文，建立信任感及忠誠度，Facebook就會成為推廣新產品有效的管

道，消費者在粉絲專頁看到新產品上市，會因為平時在粉絲專頁中對企業的關注，

加上訊息包裝，會讓消費者易於接受新產品。 

 

5. 擴散效應 

    林安平（2007）所提出隨著傳播相關科技的進展，消費者在社群中的權力也

日漸擴大，在其中可以接收、重組創造以及分享刊登訊息。由於 Facebook 平台

互動串聯性極高，根據 BloggerAds（2010）對 Facebook 使用者進行調查，接近

九成（86.7%）的 Facebook 用戶都願意在自己的塗鴉牆上分享好康訊息，且八成

（80.0%）的消費者會拿出實際行動，購買朋友在 Facebook 上推薦的產品，因此

可以看出在 Facebook 上消費者間的擴散效應是十分精準有效的，Facebook 也將

分享機制設計得十分便利，粉絲只要在訊息下面按下分享鍵，就可以把訊息加上

自己的意見再轉貼到自己的塗鴉牆上，粉絲的朋友們就會看到此訊息。 

 

粉絲社群在傳播上面會被看中的原因，即使他自己不消費，不到店，不

造訪，但是他有可能把你這個訊息分享出去，在他自己的塗鴉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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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朋友就會看到這個訊息，那他的朋友就有可能會去，所以這個

是樹枝狀的分布的傳播方式。（受訪者 D） 

   

  台灣安吉斯媒體集團旗下專門負責家外傳播的事業體博仕達發表全台第一

份家外媒體研究調查報告，也提出朋友推薦連結進而填答問卷的比例為 17%，顯

示透過社群媒體能加速擴散傳播效益（數位時代，2011）。經由轉貼分享讓更多

的消費者看見品牌，經營粉絲專頁就是要創造被分享的價值，拓展品牌的知名度

及影響力。 

 

（二）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策略 

    Kotler & Armstrong（1997／張逸民譯）提出行銷策略是事業單位希望達成

其行銷計畫的一套行銷邏輯。不同企業因應想要達成的行銷目標，制定不同的行

銷策略。深度訪談這四家企業，了解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制訂的社群行銷

作法，但實際訪談過後發現企業並沒有針對經營粉絲專頁制訂社群行銷策略，在

粉絲專頁上與消費者互動的策略也相當模糊，缺乏組織系統性全面的規劃。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策略，我們就是用心去PO這個新聞的，我們不會

像其他的粉絲團，就是說今天就是丟一則新聞給你，用一種想要成為大

家的朋友，然後大家會覺得說我今天想要知道什麼樣的新聞，我可以去

蘋果的粉絲團看看阿，就是很好笑很有趣很重要什麼的。（受訪者E） 

 

以樂天，我們其實沒有耶，我們主要是加強大家對樂天的印象，然後固

定去PO一些商品的好康，就比如說一些促銷的東西阿，或是一些贈品

阿，或者是我們定期會做的粉絲抽獎。（受訪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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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行銷比較像是一個活動一個活動by case，但是在粉絲團是不適用的，

可能你推出了一個活動是大家不喜歡的，或是你推出了一個活動，大家

很熱烈，但是Facebook粉絲專頁變動得很快，社群行銷一直在進步，你

可能就跟不上大家的腳步了，所以變成是by case比較多。所以我們會比

較少缺乏你剛剛一直在說的"策略"。（受訪者A） 

 

  本研究認為企業雖然沒有一個整體性的社群行銷策略，但是其實在操作上已

有一些經常使用的經營做法，因此本研究試圖將企業實際操作粉絲專頁的經驗歸

納統整出一套完整性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策略： 

 

1. 市場區隔 

    Kozinets（1999）提出一個虛擬社群會形成子群中心，他們在社群網站交流

是基於共同的熱情和知識、特定消費活動或相關團體的活動。而粉絲專頁集結了

共同喜好此品牌的消費者，因此企業在其中與消費者互動也需要因應社群特定的

習性操作行銷策略，首先必須先作出市場區隔，在粉絲專頁上發文的小編通常是

人性化操作，讓粉絲專頁產生獨特的擬人化個性，觀察的粉絲專頁在發佈訊息所

使用的語氣幾乎都會使用生動、平易近人的語氣，擺脫官方權威感來打造粉絲專

頁的個性，發文的時候都會加上一些問候語或是當下大眾感興趣的話題跟消費者

做溝通，企圖讓消費者產生像是朋友交談般的親切感，讓消費者感受到粉絲專頁

的個性，並卸下心防進行互動。 

    而在粉絲專頁上宣傳商品訊息，企業也需要經由不斷的與消費者互動，尋找

適合此社群的行銷方式，一般來說商品訊息大多是描寫出產品的功能及效用，再

搭配上優惠資訊吸引粉絲，但只是這樣消費者並不會對粉絲專頁留下太多印象，

也留不住消費者對粉絲專頁的關注。觀察的粉絲專頁目標會使用不同的行銷策略

區隔出粉絲專頁的個性，像是 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走的是資訊分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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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粉絲專頁，發文就會引用部落格試用文，小編並不會直接說明產品的益處，以

部落客撰寫使用商品的情形介紹給粉絲，以他人使用經驗讓粉絲對產品產生第一

步的信任感，以上方式都可以讓商品在一片商品訊息藍海中更能吸引粉絲的目

光。 

 

2.  4C 行銷組合 

（1）消費者（Consumer） 

    企業必須在粉絲專頁中瞭解消費者的需要和欲望，對於企業來說創造顧客比

開發產品更重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和欲望比產品功能更重要。也就是企業在粉

絲專頁中刺激消費者發表意見進行互動，匯整消費者的意見進而制定適合目標消

費群的行銷策略，像是全新牛爾 NARUKO 粉絲專頁會在粉絲專頁上特別提出一

些議題跟粉絲作互動討論，作議題討論可以直接跟粉絲進行深度對話，聽聽粉絲

的看法，瞭解粉絲的想法，吸引粉絲發表意見，進行互動。 

 

（2）成本（Cost） 

    消費者獲得滿足的成本，生產經營過程的全部成本。不僅指購物的貨幣支出，

還有時間耗費、體力和精力耗費。企業在粉絲專頁中進行社群行銷，與消費者接

觸互動，可以直接瞭解消費者的習性購物方式進行制定行銷策略。在粉絲專頁上

觀察的粉絲專頁都會定期發布產品訊息，企業提供消費者的產品訊息必須是確實

有用，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可以直接接收，不用讓消費者再花時間去搜尋相關資

訊，幫消費者省去購物的時間成本。而企業在粉絲專頁中最常使用的行銷策略是

促銷，以打折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慾望，也降低了消費者的購買成本，像是

PayEasy@Pink Power粉絲專頁天天都有買一送一的優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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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便利（Convenience） 

    指消費者購買的方便性，比起過去的行銷管道，企業應該更重視服務，要為

顧客提供便利，及時向消費者提供關於產品的性能、質量、價格、使用方法和效

果的準確資訊。在高度互動的社群環境，企業經營粉絲專頁時，很重要的服務一

環是及時回覆消費者的問題或是建議，直接第一線讓消費者感受到此品牌的服務，

而觀察的粉絲專頁幾乎都有做到回覆粉絲提問及建議，因為消費者的問題及建議

是消費者表達最真實的意見，也是反映消費者真正的需求，及時回應消費者的問

題及建議不僅可以建立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也是企業瞭解消費者意見最直接確

實的管道。 

 

（4）溝通（Communication） 

    溝通策略是企業與顧客之間進行雙向的行銷資訊溝通，使顧客參與到企業的

產品開發和生產之中。企業使用多種行銷規劃與消費者互動，在多方面嘗試試探

不同的互動模式能夠適用於加入粉絲專頁的消費者群，不同的企業品牌因應品牌

特性及粉絲專頁社群特色，發揮創意及策略性思考制定最適用的行銷策略達到最

佳的行銷效果。 

 

3.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模式 

觀察企業在 Facebook 經營粉絲專頁，在其中如何應用行銷模式，以下歸結

出當今台灣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所進行的行銷模式： 

 

 （1）議題行銷 

    在粉絲專頁上企業為了某種目的，像是告知新產品上市或是做市場調查或是

刺激消費者互動等等，最常做的就是丟出一個議題，將公司或產品與大眾關心的

議題結合，以此議題試圖與消費者進行互動，引起粉絲專頁中目標消費群的共鳴，



 
 

48 
 

但此議題不能只是平白直述將企業的目的直接表白，必須經過技巧跟包裝，且過

於直接、生硬及門檻太高，會導致消費者沒興趣參與。 

    在現今的粉絲專頁議題行銷的執行會使用兩段式發文的手法，首先將企業想

要推廣引起消費者注意的行銷目標以議題包裝起來，發佈第一次訊息是與目標消

費群本身相關的議題，吸引目標消費者進行互動，等到消費者回應了第一次的發

文，企業就能初步的瞭解消費群想法或是使用習慣，接著再進行第二次的發文，

此次的發文就能結合消費群的集體心態，將企業的目的以消費者關心的形式發文

出來，因為在第一次發文有進行過互動，所以第二次的發文就會比較吸引目標消

費者的注意，也就能達到企業想要進行的行銷目標。像是樂天市場台灣粉絲專頁

實際執行議題行銷時，第一次發文是說<過年大掃除>歲末換季小物＆衣服收納

輕鬆搞定，第二次發文即是發布小物品及衣物收納技巧文章介紹，在文章中置入

樂天市場的拍賣商品，讓被議題引起興趣消費者在互動中自然而然地接收商品訊

息。 

 

（2）口碑行銷 

     在粉絲專頁上企業在推廣行銷目標時，為了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引發消費

者在粉絲專頁的討論及互動，會使用口碑行銷的方式，試圖帶動粉絲專頁中消費

者與企業互動的熱潮。企業多會請到達人或是藝人進行試用，達人大多是已在網

路中累積大量人氣的部落客，企業請到部落客及藝人合作，透過親近消費者的傳

播者／部落客進行行銷溝通，來達成行銷傳播目標。 

    部落客的表達方式，常以說故事的方式呈現，並會拍出產品實照、寫出使用

狀況與心得，在描寫的時候多會呈現多張實際使用產品圖片與自己添加的使用步

驟圖，向網友說明使用方式，並一旁解釋其特性，且與網友分享自己的看法。此

種方法易使網友融入故事情節，引發情緒反應。企業將部落客文章發佈在粉絲專

頁上，身為意見領袖的部落客，提供實體產品的照片與自我的使用經驗，使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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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比較能相信商業產品文章，並也較易激發消費者主動在粉絲專頁中與部落客分

享自己的想法，進行互動。像是 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與知名部落客美

魔女進行 La Cara 全效平衡乳液口碑行銷宣傳，部落客美魔女介紹了自己實際試

用的過程，以圖文方式撰寫網誌，並且將此網誌連結放至 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上，讓粉絲專頁上的消費者看到試用文章，藉由對知名部落客的信任點

擊文章觀看，進而回覆與企業及部落客進行互動。 

 

（3）虛擬角色行銷 

    在粉絲專頁中企業使用一個虛擬角色與消費者的互動，以虛擬角色的親民形

象打開消費者的心房，且進行互動的時候語氣會像是與朋友對話一樣，讓消費者

在粉絲專頁上感覺是在與一個朋友聊天，而不只是一味接收企業行銷溝通的訊息。

企業使用虛擬角色的方式主要是有兩種方式：第一種為在粉絲專頁中設立一個虛

擬人物直接跟消費者進行互動，像是全新牛爾NARUKO粉絲專頁在粉絲專頁中

設定了虛擬角色KOKO醬，回覆留言都是以KOKO醬的身分詳細為大家解答。Tse 

& Chan（2004） 他們認為企業必須提供線上資訊小幫手，幫助消費者了解相關

及有用的資訊，在消費者對產品發出疑問時，能夠及時的解答消費者的問題。 

 

我們在裡面設定了一個角色叫做KOKO醬，那他就有點像是老師隨身的

小幫手之類的，所以他可以做很多的側寫，老師的側寫也好，品牌活動

的側寫也好，商品的側寫也好，用這樣子的角色跟消費者做互動。（受

訪者B） 

 

  利用擬人化的小幫手與消費者進行溝通，感覺小編不只是個機器人而已，可

以進行更多的企業側寫，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第二種為虛擬角色會獨立成立一

個個人檔案，與消費者以加朋友的方式建立關係，開放鼓勵消費者加虛擬角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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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Facebook上的朋友，像是現在已有多家企業在粉絲專頁上使用虛擬角色行銷，

像是「橘之鄉」成立「愛果子」、「諾頓總部」成立「諾頓隊長」、「Mister Donut 統

一多拿滋官方粉絲團」成立「波堤獅」及「愛評網」成立「愛評書僮」等等，皆

是為虛擬角色會獨立成立一個個人檔案，賦予虛擬角色生命，讓消費者加他們為

Facebook好友。 

    此虛擬角色的操作主要配合企業粉絲專頁的行銷策略進行，虛擬角色在互動

上明顯更加人性化，去除企業發言的官方語氣，就像一般朋友一樣親切互動。 

 

（4）訊息安排 

    由於粉絲專頁是一個與消費者互動的社群平台，在其中只是單向的宣傳進行

廣告的商業行為是無法引發消費者的共鳴，須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傾聽消費

者的聲音，列出有潛力的關鍵字，找出消費者感興趣的語言，企業在發文的時候

一定都會將發文的訊息經過文案潤飾，加上吸引消費者興趣的話題的關鍵文字圖

影片或連結，多元化的呈現。 

 

我們所有曝光的訊息，只要是牽扯到商品的，或是牽扯到價格的，或是

我們希望他是促銷的，我們都一定會經過編排，包括文字的編排或是圖

片的編排。（受訪者 D） 

 

（5）促銷 

     企業在粉絲專頁中最常使用促銷策略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在觀察的粉絲專

頁中最常看到優惠、抽獎活動訊息，不管在一般發文或舉辦活動都會使用優惠抽

獎打折吸引粉絲，以此與粉絲互動，甚至會有定期優惠吸引粉絲定期關注粉絲專

頁，像是全新牛爾NARUKO 推出[非4不可]，即是在固定在星期四都有一波優惠

資訊，7-ELEVEN則是固定在星期五推出「週五好康快報」。企業在粉絲專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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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使用優惠贈獎來吸引消費者進行互動或刺激消費者加入粉絲專頁，不管在發

訊息或是舉辦活動都非常頻繁利用優惠贈獎。 

 

我們定期會做的粉絲抽獎，那粉絲抽獎形式就會很多種，有我們自己店

家的商品，美食的商品，或是說有送電影票給我們的粉絲，只要他加入

粉絲就可以去做這些抽獎。（受訪者D） 

 

獎品是會最吸引受眾就是讀者的，大家就是因為你提供的東西不錯阿，

會給你不錯的回應。（受訪者E） 

 

  在粉絲專頁上企業普遍使用促銷，雖然直接有效，但是常使用還是會對企業

造成負面影響，消費者會開始期待企業的促銷策略而對一般使用的行銷策略無感，

非要等到打折或是贈送獎品才會與企業互動，對品牌長期發展來說會有一定程度

的傷害。過多的促銷訊息其實並不受消費者的歡迎，ExactTarget - CoTweet研究

報告調查了1561名美國網路用戶：針對年齡在15歲以上，在2010年12月17

日至1月10號的特定期間內，研究指出Facebook的使用者中44%認為公司撰寫

過多篇數、43%認為塗鴉牆太過行銷導向 、38%認為訊息重複、枯燥（資策會，

2011）。研究結果歸納出過量的促銷訊息和過多無關緊要的資訊是消費者為什麼

離開Facebook的主因（資策會，2011）。因此企業在粉絲專頁使用促銷策略時必

須要掌握好發文的頻率，避免造成消費者的困擾，才不會讓消費者因為資訊過載，

心生厭煩而離開粉絲專頁。 

    

（6）策略聯盟 

    策略聯盟是指組織之間為了突破困境、維持或提昇競爭優勢，而建立的短期

或長期的合作關係，在企業實際執行 Facebook 社群行銷時會與其他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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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訊息更加多元及曝光效果更強大。 

 

我們之前是跟外面很多公司是做社群行銷這塊，我們那時候就是會委託

他們做某一部份的曝光，我們再自己做活動。現在有很多社群行銷公司，

它們有很多社群粉絲團，他們的粉絲團就會去PO其他粉絲團的廣告，

我想你有加入一個粉絲團，他明明應該講寵物的事情，可是他可能有PO

了一個別的連結跟你說有其他活動，其實那就是一個花錢的廣告。（受

訪者A） 

 

我們會利用一些抽獎的機制，或是粉絲按讚的機制，那些機制其實只是

程式端，我們把這些程式碼嵌在我們活動頁面裡面，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曝光這個活動頁面，在 Facebook 上或是在第三方程式上面做廣告的曝

光。（受訪者 D） 

 

    企業會與主題性的粉絲專頁合作，將產品或服務的資訊發布在主題性的粉絲

專頁上。主題性的粉絲專頁像是「台灣 民宿 飯店 俱樂部」、「日本藥妝失心瘋

俱樂部」、「特賣會情報粉絲團」等等，此類主題性粉絲專頁是依照主題建立而成，

在此粉絲專頁聚集了對此主題有興趣的消費者，因此企業利用第三方去曝光訊息，

達到品牌知名度的延展，也豐富了互動的層次，消費者不會只是在企業的粉絲專

頁才能看到訊息，在消費者有興趣造訪，經常光顧的頁面曝光產品，讓產品訊息

更有效更廣的傳達給消費者。在挑選合作的主題性粉絲專頁時，可以準確的瞄準

目標消費群。像是「特賣會情報粉絲團」粉絲專頁就與全家便利超商合作，發布

了全家便利商店全家康康 5 - 7/20 & 7/22 & 7/24 買一送一的特賣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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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虛實結合 

    企業將實體世界的資訊內容與網路世界的工具結合，現在由於網際網路的發

達，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界線將越來越模糊，將線上線下統整為一，不僅讓訊

息及活動更加多元化呈現，也更便於消費者使用。 

 

我們可能會多做一些應用程式的開發，那應用程式的話會是虛實整合的，

就不只是虛擬的。因為所謂虛跟實應該是說我們在那還有很多特約的店

家，盡量想要把 Facebook 粉絲專頁跟官網做連結，因為現在連結度還

不夠強。（受訪者 A） 

 

實體的話，像明天我們就會有一日小編的活動，就是有一些讀者願意來

體驗一下我們的生活，明天也會邀請他們來報社參觀阿，就是參加一些

儲報會議阿，一些重要的會議，讓大家來體驗說今天 PO是怎樣 PO文

阿。（受訪者 D） 

 

  企業經營粉絲專頁進行虛實結合策略，讓消費者可以擁有更多管道及機會去

了解企業，加強連結與企業品牌的關係，多元的去接觸企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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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與消費者的關係從「控制」到「合作」 

    NTT Media Scope（2005／丁小艾譯）提出社群行銷是從「To」到「With」，

說明了現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的最大意義轉變是企業與消費者站在平

等的水平線上，像社群朋友般尋找共同目標，過去的行銷觀念是以「我們」企業

和「他們」消費者為前提，認為企業可以控制消費者。但今後的行銷是消費者可

以通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活動加深對品牌的理解，獲得所需要的資訊與資

源，表達意見和主張，最終提高個人和整個群體的影響力，企業和消費者必須都

站在「我們」這邊，彼此的關係也從「控制」到「合作」。 

     

二、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消費者導向 

    現在已邁入社群時代，亦是消費者的時代，企業提供的資訊僅是資料，對於

消費者而言還是會多方面搜尋資料，再進行消費，消費者不再依賴企業提供的資

料，反而更相信可信賴的親友間提供的資料，因此在粉絲專頁進行行銷策略需以

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傾聽消費者的聲音，才能引起消費者的興趣，吸引消費者進

行互動，與消費者建立更長期良好穩固的關係。 

    且企業進行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策略，首要目標是努力創造內容被分享

的價值，可以有效將行銷訊息傳達給消費者，讓消費者可經由社群快速瞭解企業

狀況、活動訊息，甚至主動推薦或分享訊息，消費者成為社群影響者，Jantsch

（2011／吳書榆譯）提出創造推介，讓客戶找得到你，這套創造推介與推薦方法

會讓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因為這些人已經消化吸收教育行銷素材及內容，

並說服自己產品能為他們特定的需求提供答案。因此企業在進行社群行銷策略以

消費者為導向，將消費者納入企業本身競爭優勢的一部分，企業應該思考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行銷策略如何與消費者建立關係，以消費者的視角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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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群新行銷形式─「朋友」般連結關係 

    社群行銷強調是與客戶互動溝通，以行銷活動建立客戶與公司之間長期良好

的關係，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來看，企業在粉絲專頁上都會試圖當消費者的朋

友，與消費者分享企業的最新資訊，建立消費者與企業的友好關係。但這樣友好

的關係程度是否真的能夠像真實穩固的朋友關係一般互相分享喜怒哀樂?自我揭

露私下訊息部分則是企業比較難做到的部分，自我揭露可以促進雙方的認識與瞭

解讓人際關係從表面的接觸，逐漸發展成為親密關係。但現今在粉絲專頁上企業

釋放的訊息大多還是屬於產品或是公司資訊，即使訊息有議題包裝或是虛實整合

的等行銷手法，但還是屬於行銷策略的一部分，都僅是吸引消費者目光的第一步，

與消費者的互動可能會流於表面，並不會讓消費者常駐在粉絲專頁頁面上。 

    企業在社群行銷上以與消費者交朋友的姿態進行行銷策略，卻忘了真實穩固

的朋友關係的建立並不只是表面的噓寒問暖或是一味將公司產品資訊丟給消費

者，這樣「偽親朋好友」關係定位可能導致與消費者的關係更加疏離，無法與消

費者產生更進一步的互動。目前觀察的企業最多做到公布公司私底下舉辦的活動，

但這樣僅只於此，企業進行社群行銷時應該更加以 WEB2.0 的思維出發，以使用

者導向為出發與消費者進行雙向互動，提供消費者想要的服務以及可以輕鬆使用

的環境，鼓勵粉絲專頁社群參與社群事務，讓消費者的參與反應回饋反映到企業

的開發上，落實 WEB2.0 雙向互動的精神。 

 

四、企業對粉絲專頁上發言的把關機制 

    企業對於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的留言把關機制是企業經營粉絲專頁中較不

為人所知的部分，雖然經過深度訪談後，企業都聲明對於消費者的負面留言批評

一定會盡力回覆並不會刪除，但是還是會看到其他很多粉絲專頁選擇隱藏消費者

能夠留言的機制，不給消費者主動發言反饋的機會，只能在企業的發文下回覆，

整個粉絲專頁上只有出現企業自己的發文，或是將消費者的留言置之不理放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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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頁面上，粉絲專頁儼然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官網，不具任何雙向互動的作用，

企業等於是沒有發揮出社群行銷應有的 WEB2.0 精神，也相當不利於粉絲專頁社

群長久的發展。 

    而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行使的社群行銷策略，以議題及口碑行銷為

主要策略，企業主動將消費者會感興趣的話題與產品資訊結合，再將資訊包裝成

消費者會喜歡的議題迎合消費者的喜好。這樣的行銷手法看似合理卻有令人擔憂

的一面，企業自動過濾消費者感興趣的議題的出發點是在於企業本身認為這是消

費者感興趣的，而不一定是消費者真正感興趣的或真正想要得到的資訊，出發點

仍不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思考，還只是停留在推銷產品的階段。 

 

五、企業在粉絲專頁中行銷與客服策略並進 

    企業針對粉絲專頁的經營皆有派駐人力在粉絲專頁中每日常駐與消費者互

動，當消費者直接在粉絲專頁上提出問題或是意見，粉絲專頁成為企業與消費者

直接接觸互動的平台，因此企業需第一時間為消費者解決問題，盡快將消費者的

問題傳達相關部門得到解決問題的方式再回覆消費者。 

    因為粉絲專頁是第一線直接面對消費者，回覆是粉絲專頁與消費者互動相當

重要的步驟，所以粉絲專頁定位不只是企業的行銷或公關人員，同時也具有客服

人員的身分。 

 

 

 

 

 

 



 
 

57 
 

第三章 在 Facebook中企業與消費者互動關係 

    企業在網路上所發佈資訊的形式及內容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可以進行無

限次地更新和維護，利用網路，企業不僅能夠隨時隨地發佈產品資訊，還可以及

時回饋、收集客戶的意見和要求，以便及時對產品及服務進行調整．網路能夠 

為企業的行銷提供更多的時間和空間，有效地提高顧客的滿意度。這樣即時性高

的特性，特別適合用於跟消費者互動。在 Facebook 平台中更是如此，在粉絲專

頁上不受時空條件的限制，任何按讚的消費者都可以進行互動，再加上 Facebook

平台強大的應用程式，消費者有更多的方式管道去發表看法，不只跟企業互動，

也能跟其他消費者即時進行線上互動。 

    近來企業廠商看中社群網站分眾特性明顯及互動性高的特質，將行銷觸角伸

入了社群網站，在社群網站中唯有了解消費者在社群網站上主動搜尋資訊並與他

人交流互動的行為特性，親身進入社群中與消費者進行互動，才能正確的制定社

群行銷溝通策略。本章探討企業廠商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

動，如何在其中與消費者建立關係，了解其互動及建立關係類型的過程，並深入

了解建立互動關係的意義。 

 

第一節 互動性 

在網路社群行銷中，互動性是執行社群行銷策略的首要原則，企業要融入社

群中，與消費者建立長期關係，要從社群中的互動做起。Tse & Chan（2004）定

義互動性為一個溝通的形式包含以下元素：一、雙向且即時的、二、可以透過網

路及電腦中介環境進行人機互動、三、雙方的回應及行為會影響雙方未來的互動。

Williams & Rogers（1988）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提出「互動性」指使用者在整

個傳播過程中擁有控制對話且可以交換角色的程度。他們認為「控制」包括使用

者是否能選擇傳播行為發生的時機、順序和內容，而「角色交換」則是指傳播者

（sender）與接受者（receiver）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兩者角色可以互相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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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並沒有跟傳統行銷一樣，嚴守

企業一定是給予資訊的角色，而消費者一定是接收訊息的角色，在 Facebook 平

台消費者可以經由其他管道得到資訊後反而成為資訊給予者，甚至比粉絲專頁的

版主更快把資訊傳播出去；又像是林安平（2007）所提出隨著傳播相關科技的進

展，消費者決定何時及如何接收訊息的權力大增。他認為在數位時代消費者接受

處理訊息方式的改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消費者討厭與自己不相干的廣告。 

二、消費者與訊息互動的過程是：（一）接收；（二）重組創造；（三）分享刊登； 

（四）成名。也就是說消費者自行決定要看什麼、何時看以及怎麼看資訊，看完

後還會隨著看完後的個人情緒及憶起過往的經驗，去批判，甚至是創作新的文本，

然後再把加入個人觀感的版本分享給全世界。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企業利用網路的高度互動串連性與消費者溝通傳達產

品或服務資訊，讓企業更能有管道去了解每一位消費者的喜好，透過網路平台或

是應用程式提供專屬消費者個人的服務。Evans & Wurster（1999）指出三個網站

互動重要的特色：1.範圍（reach）：加入的消費者多寡。2.豐富（richness）：網站

能夠提供給消費者多少資訊。3.關係（affiliation）：與消費者建立的關係。而 Tse 

& Chan（2004）提出網站的互動性在於線上雙向溝通、客製化及內容的多元性，

他們認為企業必須提供線上資訊小幫手，幫助消費者了解相關及有用的資訊。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來說，企業在粉絲專頁上提供消費者產品或服務相關最新資

訊，每一個加入的消費者都可以在粉絲專頁上的塗鴉牆上發言，提出產品或服務

的疑問或是抱怨，等待控管粉絲專頁的行銷人員作回覆。說明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可以確實做到雙向溝通，行銷人員就像是小幫手一樣解決

消費者的疑問及抱怨，對於消費者的發言作回覆及解答，達到客製化服務的效果，

長期互動下來將會建立雙方的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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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Facebook粉絲專頁中企業與消費者互動關係 

    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長期互動下來，可以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本章將要整理在 Facebook 中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關係類型，藉由觀察在

Facebook 中企業與消費者進行互動的行為，深入了解分析互動行為背後的意義

為何。 

 

一、企業與消費者互動關係類型 

（一）信任 

1. 信任定義 

     Moorman（1993）定義信任是兩方自信地自願依賴彼此當交換夥伴；Morgan 

& Hunt（1994）的定義是信任在於交易雙方的可依賴性（Reliability）及正直度

（Integrity）上有自信的程度，兩者皆強調自信及依賴的重要。Hosmer（1995）

定義信任是交易另一方表現一致和諧，協商誠實，即使有機會也不會占便宜。 

    因為信任充滿了不確定性、脆弱及依賴的特性，這也反映了網路上交易的情

形，因為消費者並不能與賣方面對面互動，實際看過商品。就像在 Facebook 平

台上消費者與企業無法面對面互動，需要靠著在 Facebook 上發言或回應等動作

進行溝通，所以如何從中建立信任感，讓消費者覺得能夠自信地依賴企業在

Facebook 平台所做的任何動作，將是企業在粉絲專頁進行 Facebook 社群行銷策

略時的關鍵。而 McKnight & Chervany 提出五點線上信任的策略： 

（1）隱私政策和第三方隱私保證 

    企業發布一個隱私政策或使用第三方隱私保證，這表明存在一個隱私政策在

網站上，讓消費者相信企業是道德獲取消費者個人訊息。因此消費者更能願意分

享與企業個人信任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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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客戶互動 

    企業在網上與客戶互動，要傳達到友善、能幹、誠實的訊息，從而加強信任

的信念。互動提供客戶支持和保證，讓消費者願意依賴企業。因此消費者更可能

在網路上從事信任相關行為如採購，合作和共享訊息等等。 

（3）建立名聲 

      企業可進行宣傳，以其良好的信譽，促使消費者進行採購行為。提高聲譽

也將提高信任的信念，因為信譽是二手謠言，而信任的信念構成了第一手的信

念。 

（4）其它知名網站的連結 

    連結到其他知名網站可能使購買或提供保證行為，外界的聯繫意味著連結的

公司是好公司，這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5）擔保或其他密封件 

     擔保或第三方密封的可靠性相關網站（例如，BBB 級，美國註冊會計師協

會的 WebTrust 或 SysTrust）將提高信任的完整性。 

 

2. 社群信任 

    Gefen（2000）在虛擬社群中成員交換訊息及獲取訊息，信任是一個重要的

預測指標。虛擬社群中成員的回應及自我揭露訊息將會促使社群信任。Catherine 

等人（2002）曾指出影響虛擬社群社群成員信任度有三個構面，分別是「成員回

應」、「個人資訊可信度」、「信任傾向」 

（1）成員回應（Perceived responsiveness） 

    在虛擬社群中，在社群中待多久時間並不是促成信任的因素，重點是在於個

人在社群中貼出的發言能夠得到回應，其回應的速度及數量將是評估信任的要素。

假使成員在社群中發表訊息卻沒有得到適當快速回應時，將不會增進其對社群的

信任感。相對地，假使其他社群成員對於他所發表之訊息常能夠經常且快速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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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話，將會有利於社群間成員彼此的信任。 

（2）個人資訊可信度（Degree to which others confide personal information） 

    有時在虛擬社群中，成員們在彼此發言聊天的過程中把自己的私人資訊自我

揭露給對方，這樣將會增進彼此之間的親切及親密感，拉進彼此的距離而互信的

程度也可增加。也因為虛擬社群間的成員會齊聚在某一網路社群是因為有共同的

興趣或是經驗，因此自我揭露私人資訊能夠讓對方發現更多共通話題，進而能有

更深層次的互動，社群間的信任感也會加深。 

（3）信任傾向（Disposition to trust）  

    信任傾向在虛擬社群中的展現可藉由持續不斷的對話來增進，假使社群成員

有意願去信任其他成員的話，也會有利於促進社群內信任風氣之形成。 

    信任的建立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互動的基礎，李來錫及謝明晃（2006）在社

群信任研究也指出社群成員所意識到的社群信任感及對產品涉入程度愈高，則社

群成員的購買動機愈高，反之則愈低；而在認知風險方面，社群成員所意識到的

風險程度愈高，而社群成員的購買動機則會愈低，反之則愈高。而根據市調公司

Invoke Solutions 的研究，在社群網站中，大部分被美國用戶認為值得相信的資訊，

是由用戶認識的人所張貼的，這份調查的參與者們還認為，要使社群網站值得信

任的三個最重要條件分別是：開放正反方意見、內容品質、及內容創造者的回應

速度（數位時代，2010）。因此企業切勿一味掩飾反面的評論，相反地，應以開

放且建設性的態度快速回應，讓用戶感覺到其真誠而希望解決問題的決心，才能

贏得消費者青睞並增加信任程度。 

    在網路的空間中，信任絕對是關鍵因素，消費者在網路上對於企業的信任意

圖，會對於消費者未來和此一特定企業的交易意圖方面，有正向顯著的影響關係，

消費者對於網路上企業信任傾向會有顯著的影響。證明了在社群行銷中信任的確

扮演了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將建

立在雙方的互動之上，企業不只是要花時間在公告產品或服務的資訊上，必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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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時間在回應消費者的需求，透過長期持續的互動對話建立與消費者的友好

關係，培養消費者對於企業的信任。 

 

（二）忠誠 

1. 忠誠定義 

   Hagel & Armstrong（1998／朱道凱譯）提到如果不把顧客轉換成虛擬社群，

那麼別人將越俎代庖搶走你的顧客。群體組織強調組織內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將

會影響到群體的表現與其內部成員的投入程度，留住會員、建立網友忠誠度十分

重要。李月華、莊易霖（2010）將社群忠誠度定義為社群忠誠度的定義為社群成

員不會輕易轉為探討的對象，且具有高度意願與承諾會繼續與此社群持續的互

動。 

 

2. 社群忠誠 

    虛擬社群中成員忠誠度的產生，根據 Hagel & Armstrong（1998／朱道凱譯）

提出會員忠誠度的動態循環模式，虛擬社群比今天的入口網站（如：Yahoo 或

google 等）更有吸引力，它不只把資訊集中起來，讓成員能很輕易的搜尋到資訊。

它更提供了溝通、社交與發表的良好園地，社群成員創作的內容可以累積下來，

經過社群經營者的整理成為有用的資訊，資訊吸引人，人又創造資訊；人際互動

吸引人，更多的社群成員又創造更多的互動機會，如此良性循環，會使虛擬社群

成長。就像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平台之中，它不只是企業單向宣傳產品或服務

的管道，它擁有的是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及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能夠在平台上進

行互動的資本，因為有了雙方互動建立人際關係網絡，加入的會員彼此之間產生

情感，認同彼此在粉絲專頁平台的關係，吸引消費者定期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平台進行互動，將可以留住消費者想走的腳步，這樣長期互動循環下來，將會讓

消費者對品牌漸漸產生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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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徐淑如、張湘婉（2009）在虛擬品牌社群關係對會員忠誠度之影響研究也

發現品牌社群可以成為提升顧客品牌忠誠度一個有效的行銷工具，藉由社群網站

提供消費者間發展關係連結的平台，吸引對該品牌有興趣的消費者進行互動，發

展出如朋友、顧問般的關係，提供情感、資訊與知識的交流與支援，建立顧客對

社群價值的認同及歸屬感，進而產生對社群的忠誠度，將有助於他們成為品牌的

忠誠消費者。李月華、莊易霖（2010）在品牌社群忠誠度研究中也發現社群參與

程度越高，該社群成員對社群忠誠度也會越高，表示社群成員參與的過程中，彼

此互動之下，除了心中會漸漸產生對諸社群的認同感外，亦會對該社群產生忠誠，

維持該社群的資格，持續參與該社群的活動。這些研究都說明了 Facebook 粉絲

專頁提供了企業與消費者互動的平台，雙方應用 Facebook 提供的互動機制進行

互動，企業在粉絲專頁中不只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最新資訊，也會針對單一消費者

提出的疑問及抱怨進行解答回覆，讓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得到有如與企業交朋友

一樣的情感關係，在互動的過程中漸漸的將會對品牌產生認同，進而產生品牌忠

誠度。 

 

（三）控制 

1. 控制定義 

吳玲玲（2004）認為傳統的媒體是單向、推（push）的方式呈現資訊，使用

者的資訊控制程度低；而網際網路更進一步，以雙向的、拉（pull）的方式來呈

現資訊，使用者的資訊控制程度高。相對於傳統的媒介，網路賦予搜尋者相當強

大的搜尋能力。消費者透過網路，獲得更多的資訊主控權：消費者可以決定閱聽

什麼訊息、閱聽的次序、閱聽時間的長短等，不再只是被動的接受資訊而已。但

是這個在網路上資訊主控的優勢是否可以幫助消費者提升其購買決策品質？ 

    企業廠商在 Facebook 上成立的粉絲專頁就像是一個網路內容篩選平台

（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 PICS），在粉絲專頁上面出現的訊息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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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都是企業自行篩選對企業本身有利或是告知消費者新產品或服務上市，粉絲加

入其粉絲專頁，就會接收到大量來自企業的訊息，Facebook 粉絲專頁成為一個

提供企業本身資訊的管道，這樣的角色已然成為在數位科技時代下匯整公布資訊

的數位中間商。Shapiro（2001／劉靜怡譯）認為數位中間商在降低搜尋成本及

交易成本方面特別有幫助，帶來比較多的選擇、比較高的方便性，我們信任他們

幫助我們決定我們需要什麼，以及提供我們品質良好的商品及服務方式，中間商

的身份通常是能夠被確認而且能夠負責的，但另一方面看來也掌控了所有訊息的

露出。 

 

2. 社群控制 

    Shapiro（2001／劉靜怡譯）提出每一個人都可以設計他自己的通訊宇宙，

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他所想要看到的事物，而且只看到他所想要看到的事物，和不

受歡迎的內容隔絕開來，將是毫無成本可言。數位互動式科技的精確度，將過濾

的影響力提升到另一個全然不同的層次，數位互動式科技的精確度，使「完全過

濾」（total filtering）成真，也就是針對過去只會受到相當約略化的控制的經驗，

變成可以施展幾乎絕對化的個人控制權成真。 

    Facebook 粉絲專頁平台這樣的網路內容篩選平台（Platform for internet 

content selection, PICS）技術可以被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廣為運用，限制個人得

以接收的資訊內容，Shapiro（2001／劉靜怡譯）認為有可能使資訊內容做分級

的可能性變高，這種力量強大的過濾工具，可以有許多有益的用途，但另一方面

也不難想見會怎麼被不當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即是企業在網路上為品牌所設立的推廣管道，在上面將

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資訊公布給消費者，加入粉絲專頁的消費者會經由粉絲專頁

獲取品牌最新的資訊，Facebook 粉絲專頁儼然成為消費者獲取官方資訊的資訊

平台，加入粉絲專頁後就像是委託了粉絲專頁告知品牌相關的訊息，消費者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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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非常謹慎小心的方式選擇委託人，並且定期審查檢閱檢驗委託人的表現，而

平時資訊的產生則該讓他們運用自己的判斷力來執行職務，不應該在委託之後，

又緊縮被委託人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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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地區 Facebook粉絲專頁企業與消費者之互動關係 

    本節主要以探討台灣地區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消費者建立的互動關

係，了解台灣地區企業在實際操作 Facebook 粉絲專頁行銷策略時是如何與消費

者進行互動，在進行互動的過程中與消費者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類型。在本章先

以文獻探討及初步網路觀察 Facebook 社群行銷中企業與消費者建立的互動關係，

其中互動關係包含信任、忠誠及控制，企業藉由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操作行銷

策略與消費者互動會漸漸產生以上關係，建立消費者對於企業的線上信任，培養

對企業的忠誠度，再以粉絲專頁的露出資訊控制消費者接收企業的訊息。 

    藉由初步的實際觀察 Facebook 社群行銷中企業與消費者建立的互動關係後，

再與企業進行深度訪談，了解實際台灣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互動策略運作如何

與消費者建立以上關係類型，並且探討企業如何維持建立的關係能夠長久。在深

度訪談中也會深入了解企業所使用的互動策略，研究出適合台灣在地化的粉絲專

頁互動策略。 

 

一、分析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策略 

  Tse & Chan（2004）提出網站的互動性在於線上雙向溝通、客製化及內容的

多元性，互動提供消費者支持和保證，讓消費者願意依賴企業。企業需要與消費

者雙向溝通，了解消費者的想法，產製出多元化適合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群的訊息，

增加與消費者的互動。本節分析企業實際執行的增加互動策略： 

（一）增加互動策略 

    耿慶瑞（2000）從互動溝通特性及互動性構面，將互動程度分成四個互動層

次。層次越高，滿足互動性的構面越多，互動性越高，以企業在粉絲專頁中企圖

增加與消費者互動進行探討： 

    第一層為內容互動：在粉絲專頁中必然會進行產品宣傳，張貼商品訊息， 

Jantsch（2011／吳書榆譯）認為社群行銷的關鍵在於內容，創造出品牌意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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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良好的推介。以粉絲專頁來說，內容最重要即是在粉絲專頁中的塗鴉牆發文，

要拿捏好適當的發文頻率，頻率太高，消費者會覺得受到企業的訊息干擾，那頻

率低，將不會帶給消費者期待感，一般來說企業發文的頻率為： 

 

每一天大概一至兩則。至少兩則，那周間的話，會有三則到四則，那如

果是周末的話，大概是兩則左右。（受訪者 B） 

 

以平常的日子來算一天都有二五篇到三五篇左右，假日的時間就會拉得

比較長一點，大概是一個小時 PO一篇。（受訪者 E） 

 

    而企業在張貼商品訊息之餘也會輔以一些有趣圖影片、時事及資訊分享，增

加消費者對粉絲專頁的注意力，以上觀察個案的粉絲專頁上一定都有一些有趣圖

影片、時事及資訊分享。 

 

我們當然是盡量以一個朋友的角度出發，所以除了像是新聞之外，我們

還會分享一些有趣的影片圖片阿，就是覺得說這個粉絲團就是有時候新

聞不見得那麼嚴肅，那這個粉絲團就是提供大家一個交友的地方，你可

以提出你的意見，我們都會虛心的接納這樣。（受訪者E） 

 

   以商品為主，那畢竟我們還是有商業行為的平台嘛，所以我們還是會以

商品為主，那但是有一些互動的，像是有趣的影片或是有趣的圖片，我

們會去做分享。（受訪者D） 

 

  有趣圖影片、時事及資訊分享是希望讓粉絲專頁中不要全然是進行商業行為

的宣傳，除了可以跟粉絲進行輕鬆互動之外，也喚起一些對目前當紅主打商品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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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粉絲上粉絲專頁，培養消費者持續不中斷的關注粉絲專頁，穩固消費者的

忠誠度。 

    第二層為連結與查詢互動：企業在粉絲專頁中除了發文及創立活動外，回覆

消費者提問及建議也是跟消費者最直接的互動方式，在觀察的粉絲專頁中幾乎都

有做到回覆粉絲提問及建議。回覆粉絲提問及建議是與粉絲互動的第一步，沒有

做到的話，粉絲很容易就會留下品牌不重視顧客的觀感，且粉絲提出的問題及抱

怨會留在粉絲專頁的塗鴉牆中，粉絲及瀏覽的過客都會看到，這些一直留在頁面

上的問題及抱怨會形成負面宣傳。在粉絲專頁上即時回應消費者的問題有助於增

加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的互動，Tse & Chan （2004）定義互動性為一個溝通的

形式包含元素之一即是雙向且即時的，企業必須打造粉絲專頁社群為一個高度互

動性及即時性的環境，在其中企業與消費者雙方都能即時溝通無礙，才能達成行

銷目標。 

 

他們有問題的話就是一定會回答他們，像是他們有什麼產品問題的話，

我會去找一些網路上比較有公信力的文章，附連結給他們，讓他們自己

去看。我覺得就是用朋友的感覺，在第一時間回答它們。（受訪者A） 

 

  消費者方面，消費者都認為及時回答他們的問題才會感覺有互動到，不然會

對企業感到失望，有種不被企業尊重的感覺。 

 

像小編有回應別人卻沒有回應我的話，我會覺得ㄟ怎麼沒有回應我，就

會覺得有點失望，就會不太想要在上面回應，好像不被受到尊重的感覺。

（受訪者I） 

 

沒有及時回應的話，就會心裡感覺超不好的。因為消費者一定是對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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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有興趣，有認同才會去買。（受訪者G） 

 

  Catherine 等人（2002）曾指出影響虛擬社群社群成員信任度有三個構面之

一即是成員回應，個人在社群中貼出的發言能夠得到回應，其回應的速度及數量

將是評估信任的要素。消費者在使用產品上出現問題的話就已經對企業產生第一

次的失望感，上粉絲專頁詢問企業即是希望獲得一個解答說法，卻又沒有得到回

應，消費者會加重失望感，在高度互動的社群環境下，企業對消費者的問題及建

議置之不理，只一味的宣傳產品訊息，只會加深消費者對企業的負面觀感，對企

業的信任感會徹底崩裂。 

    第三層為社會互動：是指網站提供第二層互動之外，還提供人群之間具有社

會情感的互動。所謂社會情感是指這層的互動就像在實際社會一樣，有個人與個

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的交際與互動，企業在粉絲專頁的操作方式則是將

公司官方及私底下訊息露出，像是全新牛爾NARUKO、樂天臺灣市場、

PayEasy@Pink Power及蘋果日報粉絲專頁都有分享私底下活動的訊息，訊息像是

一般朋友間分享自己發生的動態，就像是彼此發言聊天的過程中把自己的私人資

訊自我揭露給對方，這樣將會增進彼此之間的親切及親密感，這樣卸下彼此的心

防，會漸漸建立信任感。  

    第四層為個人化的互動：增加了個人化及互相了解，需要雙方溝通相互了解，

且消費者可以參與產品設計、選擇只想看的內容，在經由以上三層互動，企業在

粉絲專頁與消費者互動後了解消費者的意見，針對消費的喜好制定行銷策略，讓

消費者覺得有一對一互動的感覺。Williams & Rogers （1988） 提出「互動性」

指使用者在整個傳播過程中擁有控制對話且可以交換角色的程度，在社群時代下，

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互動不會只是單向訊息接收者。 

 

我覺得一定會影響到其他網友，網友也會過來一起討論，這樣就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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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重視到，而且也會也會有個貢獻，就是其他網友如果要用的話，也

可以看看我的經驗是怎麼樣。（受訪者 G） 

 

  消費者可以在上面提出自己的使用經驗，產生正向或負向的口碑，對企業產

生制裁的力量。李啟誠、李羽喬（2010）提出企業應持續努力於提昇產品與

服務品質，以增進顧客的滿意度、信任感及忠誠度，將會激發更多消費者

主動對企業的產品或品牌傳遞更好的口碑。因此在粉絲專頁中，消費者會因

為正面口碑產生信任感及忠誠度而更願意與企業互動，甚至再產生正面口碑幫企

業做免費宣傳，此行銷效果將會是相乘效應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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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群行銷互動模式 

觀察企業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如何應用互動模式與消費者互動，以下歸

結出當今台灣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與消費者所進行的互動模式： 

1. 虛實結合：在粉絲專頁上舉辦線上活動，再與實體店面結合，讓消費者可以

多元化的跟企業互動；像是「統一星巴克咖啡同好會」舉辦在線上虛擬做出

星冰樂飲品的活動遊戲，製作完成後還可以拿著自行創作的星冰樂去實體店

面換取一杯星冰樂，讓消費者不僅可以喝到星冰樂，也經由在線上玩創作星

冰樂的遊戲更深入了解星冰樂飲品的成份，與企業品牌達到深度互動。 

 

圖 3-3-1：統一星巴克咖啡同好會粉絲專頁虛實結合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統一星巴克咖啡同好會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starbuckstaiwan 

2. 連結：運用不同平台，結合不同平台的特性 PO 上訊息；除了可以增加企業

在不同網域中的曝光量，也方便消費者從不同的網路平台中能接觸到企業的

品牌；像是「壹電視 Next TV」在 Facebook 上成立粉絲專頁，利用 Facebook

可以外部連結的技術，將同集團下的報紙─蘋果日報的內容定期貼至粉絲專

頁的塗鴉牆上，讓消費者可以多平台的接觸到壹集團旗下眾多的產品及服

務。 

 

圖 3-3-2：壹電視 Next TV 粉絲專頁連結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壹電視 Next TV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Next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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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媒體呈現：利用 Facebook 多媒體特性，企業可以在粉絲專頁上 PO 照片、

影音或是連結等等在塗鴉牆上發言，可以運用多媒體的呈現方式與消費者進

行更多層次的互動，也讓消費者可以看到更多企業品牌的面貌；像是「索尼

影業」運用多媒體呈現宣傳近期上映的電影─藍色小精靈，讓消費者可以了

解電影的更多樣貌。 

 

圖 3-3-3：索尼影業粉絲專頁多媒體呈現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索尼影業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sonypicturestw 

4. 創造話題：企業在粉絲專頁提出與當紅的議題結合或是自行提出與產品或是

服務相關的話題，以此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引起消費者與企業進行互動；像

是「Burt’s Bees Taiwan」提出與產品相關的話題，讓消費者進行搶答獲得獎

品，吸引消費者與企業互動，又或是用海洋音樂季夏天當紅的議題吸引消費

者的目光。 

 

圖 3-3-4：Burt’s Bees Taiwan粉絲專頁創造話題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Burt’s Bees Taiwan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bbtaiwan 

5. 教學、專家意見：利用企業本身優勢提供消費者一些關於企業產品或服務本

身的知識，讓消費者可以獲取更多產品或服務相關知識，藉由教學讓消費者

與企業進行互動；像是「Office TW」進行 Office 文書軟體教學，教導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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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使用上技巧，讓消費者可以更了解產品，也藉由教學達到教學相長互動

的效果。 

 

圖 3-3-5：Office TW 粉絲專頁教學、專家意見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Office TW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officetw 

6. 資訊提供：利用企業本身的優勢提供消費者相關產品或服務的資訊，分享給

消費者第一手的訊息，像是與企業異業聯盟的品牌或是企業集團旗下品牌相

關的活動訊息，都可以第一時間迅速告知消費者，吸引有興趣的消費者與企

業進行互動；像是「Mister Dount 統一多拿滋官方粉絲團」將手塚治虫的世

界特展的資訊在粉絲專頁與消費者分享，吸引有興趣的消費者藉由提問或是

按讚進行互動。 

 

圖 3-3-6：Mister Dount 統一多拿滋官方粉絲團粉絲專頁資訊提供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Mister Dount 統一多拿滋官方粉絲團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Japan.NO1.MisterDonut 

7. 娛樂：企業純粹分享有趣或是當紅的話題與消費者互動，分享的資訊可能與

企業本身無關，單純提出有趣或當紅話題吸引消費者的目光，藉由軟性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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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的話題讓消費者可以輕易的發言進行互動；像是「KKBOX」以好笑有趣的

圖片吸引消費者，即使產品或服務無關，但也達成讓消費者按讚或留言，與

消費者進行互動。 

 

圖 3-3-7：KKBOX 粉絲專頁娛樂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KKBOX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iKKBOX 

 

（三）與消費者建立互動關係 

    經由深度訪談了解企業在粉絲專頁進行社群行銷的經驗，匯整深度訪談的意

見後依照信任、忠誠及控制三種互動關係類型進行分析： 

1. 社群信任 

（1）長期經營 

    Catherine 等人（2002）曾指出影響虛擬社群社群成員信任度有三個構面之

一即是信任傾向，藉由持續不斷的對話來增進，假使社群成員有意願去信任其他

成員的話，也會有利於促進社群內信任風氣之形成。企業長時間投注心力與消費

者建立情感持續溝通對話，會是建立信任感第一關鍵，訪談的企業都一致認為長

期經營與消費者的關係是建立信任感第一步。 

 

這個需要時間啦，就是你還是要花時間去跟他們培養感情，就比如說有

客訴一定處理，有問題一定回覆。（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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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方面也提到： 

 

我覺得他們要持續性的跟我們做溝通，然後看我們有一些問題，他回覆

的態度是怎麼樣，這都會影響到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如果他對我們的問

題都會積極的想要回覆我們，然後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就會覺得他們滿

值得信任的。（受訪者 H） 

  

  滿足消費者在粉絲專頁的需求，在粉絲專頁互動時不以商業宣傳為第一目的，

而是要長期投注心力用心經營，重視消費者的聲音，積極解決消費者的問題，才

能促進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感。 

 

（2）符合規範  

    Hosmer（1995）定義信任是交易另一方表現一致和諧，協商誠實，即使有

機會也不會占便宜。在粉絲專頁中所發佈的訊息絕不做假。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的

一言一行須以誠信為基礎，符合 Facebook 上的規範。 

 

Facebook 上面有一些規範拉，比如說暴力色情的不行，這些很基本的

絕對不行，或比如說他不是假的，比如說名牌包包，可是他是假的，但

是他標榜的是真的，我們就不會刊登，我們也是會針對我們曝光的商品

做第一輪的把關。（受訪者 D） 

 

  企業針對粉絲專業的發文及活動必須要控管品質，在網路環境中，信任感是

相當脆弱的，受訪者 B 說明：「信任感打破很容易，我一次不喜歡你，我就不

喜歡你了，我就直接退出了。」只要一次打破與消費者的信任關係，消費者就很

有可能退出粉絲專頁，企業就失去一位本來可能具有高度忠誠度的顧客，甚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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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負面口碑，對品牌長期發展不利，因此企業必須嚴守對品質商譽的把關。 

 

（3）建立專業度 

    McKnight & Chervany 提出五點線上信任的策略之一便是建立名聲，以其良

好的信譽，以促使消費者進行採購行為。企業必須建立起在其品牌領域的專業程

度，打造正面良好的商譽，讓消費者在粉絲專頁可以自信地依賴企業所發佈的訊

息或舉辦的活動。 

 

我覺得就是建立他自己的專業程度吧，因為他平常常常會 PO一些美容

的技巧阿，然後搭配文什麼的就會覺得他在這個方面有涉入，如果 PO

車禍的圖片或是一些好笑的圖片，就會覺得這個粉絲專頁到底在幹嘛?

不會去相信它的東西。（受訪者 F） 

   

  在粉絲專頁中勿有太多不相關的訊息陳列其中，企業發佈的訊息應該與自身

領域中的專業性高度相關，否則容易讓消費者失焦，而現在企業在粉絲專頁常常

使用一些有趣的圖影片來博消費者一笑，吸引消費者一時的注意，應該注意此類

的訊息比例不能太高，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專業度的信任程度。 

 

2. 社群忠誠 

（1）定期發文更新 

Hagel & Armstrong（1998／朱道凱譯）提出會員忠誠度的動態循環模式，成

員在社群中產製訊息及增加互動會吸引加入更多的消費者，形成成員的忠誠度。

比起建立了粉絲專頁後就置之不理的企業，專心努力持續經營的粉絲專頁會讓消

費者產生忠誠度，企業不間斷一直在耕耘與消費者的互動，固定發佈訊息及舉辦

活動，必定會增加消費者到粉絲專頁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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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要是加強大家對樂天的印象，然後固定去 PO一些商品的好康，

就比如說一些促銷的東西阿，或是一些贈品阿，或者是我們定期會做的

粉絲抽獎。（受訪者 D） 

 

  而消費者部分認為 

 

有沒有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上跟我們對談吧，因為有些就會感覺做得很草

率，都沒有跟我們說話之類的，就是發文很不頻繁，就會覺得他們根本

沒有在經營這個粉絲專頁。（受訪者 G） 

 

  企業沒有定期發佈訊息或舉辦活動，容易會讓消費者遺忘其存在，甚至覺得

企業建立粉絲專頁沒有誠意要跟消費者進行互動及傾聽消費者的聲音，反而會招

致消費者的反感。 

 

（2）百分百回應問題 

    在粉絲專頁上企業回應消費者問題是消費者決定培養與企業的忠誠度第一

要素，企業要解決消費者產品疑問，維持住消費者對企業的忠誠度。 

 

樂天是會回應的，我們會回應，我們會聽消費者的聲音，他會透過這個

平台去跟這個商城做聯繫。我覺得樂天在經營社群上比較有名是因為我

們有重視消費者的聲音。（受訪者D） 

 

  而消費者若得不到企業回應，受訪者I說明：「可能就是冷淡，不會特別去跟

他有接觸這樣。」以及受訪者G表示：「我是那種產品服務不好，我下次就不要

買你們家產品的人。」如同消費者所言，消費者再也不會想要上粉絲專頁進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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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互動，或甚至直接拒買企業產品，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對企業的忠誠度，長久積

累下來，企業將會流失許多客群。 

 

（3）Facebook 粉絲專頁獨家優惠 

    在粉絲專頁上企業提出粉絲專頁獨家優惠與粉絲博感情，也培養出粉絲的忠

誠度，因為消費者要定期上粉絲專頁才能得知獨家優惠的消息，企業方面受訪者

A說明：「就目前我們想到留住舊粉絲就是多給他優惠及一些獨家的促銷訊息。」

消費者方面也會覺得企業推出Facebook粉絲專屬優惠是有助於互動、建立忠誠

度。 

 

就是說在上面我證明我有打卡，那他就可以給我粉絲專屬的優惠，我就

覺得有點殊榮，就我也沒做什麼，就可以得到優惠，有點像會員的感覺。

就會覺得我們是partner的感覺。（受訪者H） 

 

  提供粉絲關注粉絲專頁的誘因，給予粉絲獨家優惠能夠讓消費者感受企業對

粉絲的用心，讓消費者產生一種是企業一份子的親密感，讓粉絲覺得在企業的粉

絲專頁進行互動是有用的，能夠得到不是粉絲就無法獲得的優惠，進而會定期關

心粉絲專頁的動態，產生忠誠度。 

 

3.社群控制 

（1）發文每天固定數量  

    Shapiro（2001）認為數位中間商在降低搜尋成本及交易成本方面特別有幫

助，帶來比較多的選擇、比較高的方便性，粉絲專頁就像是企業發佈訊息的資訊

平台，企業在粉絲專頁發布的訊息有助於消費者對於喜好品牌的訊息搜集，消費

者會自願在粉絲專頁接收來自企業的訊息，但重要的是企業在考慮進行更新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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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舉辦活動頻率要以不干擾粉絲為優先考量。 

 

因為頻率太高，粉絲也會覺得煩，那頻率低，就沒有期待感。每一天大

概一至兩則。至少兩則，那周間的話，會有三則到四則，那如果是周末

的話，大概是兩則左右。（受訪者 B） 

 

而消費者方面： 

 

一天基本上不要超過五次，因為有些只是發一些產品資訊再加上它們一

點心得，這樣的話一天三四篇還可以接受，但是一天五篇都是產品資訊，

這樣就覺得很煩，過於廣告化。（受訪者 G） 

 

一天就是固定兩三則吧，不要說是每個小時都發，這樣會讓人家覺得太

多，就好像一直在看粉絲專頁的廣告一樣，就會覺得無聊。（受訪者 F） 

 

  綜合目前企業與消費者的作法，一天發文大概不超過五篇，且不能是單向宣

傳產品的廣告文，會讓消費者對訊息無感，必須經過文案潤飾加入吸引消費者目

光的話題。適當掌握訊息露出的頻率，能夠讓消費者產生對企業的期待，進而引

發消費者定期關注粉絲專頁。 

 

（2）訊息的專業度 

    經由粉絲專頁獲取品牌資訊是否侷限了消費者獲取資訊的來源？其實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平台，我們是可以賦予他們官方資訊公佈的任務；會按讚加

入粉絲專頁是因為體認到他們的觀點、專業、時間，以及獨立性有其價值。因此

消費者將權力委託給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確會需要放棄某些決策控制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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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夠小心謹慎選擇受託者，而且確定這些受託者的所作所為會符合期待。 

 

覺得他就已經把那些資訊都收集好，就不用再去收集其他管道的資訊，

因為其實去搜尋其它管道的資訊，不見得那個訊息是可以用的，反而會

浪費時間。因為如果是關於產品的就是他們公司的產品那應該不會有什

麼問題，因為牛爾是這方面的專家阿。（受訪者 F） 

 

  消費者會加入粉絲專頁就是喜好此品牌，想要獲知品牌相關訊息，因此企業

必須定期給予消費者有用的訊息，維持住發佈訊息的專業度。 

 

4. 信任、忠誠及控制三種粉絲專頁互動關係類型的綜合分析 

    綜觀信任、忠誠及控制三種粉絲專頁關係類型發現這三種關係類型是息息相

關，讓社群茁壯最基本也最不可或缺的關係類型。企業在粉絲專頁建構此三項互

動關係類型時，可以採取多頭並行的策略，像是長期經營固定發文、維持品牌訊

息專業程度、百分百回應消費者的問題及意見等做法，雖然看似基本卻是與消費

者維持住關係最重要的步驟，企業建構此三種關係類型也讓社群能夠穩定發展，

讓粉絲專頁上加入的粉絲不會只是因一時優惠活動加入粉絲專頁後就再也不會

現身互動，維持住消費者在粉絲專頁與企業的連結。而消費者方面面對企業想要

與他們建立信任、忠誠及控制三種粉絲專頁關係類型，消費者認為企業利用

Facebook 平台與他們建立關係是有助益的。 

 

我是覺得企業更靠近我們，而不是我們去靠近企業。我覺得臉書就是一

個比較親密的平台，他是以關係維持所建立的，所以我覺得一但加入粉

絲頁，大家都是一起的感覺。（受訪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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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中能獲得較大的主動權力發言互動，這不

代表消費者會主動去靠近企業，回饋企業，在粉絲專頁社群中企業與消費者的地

位是平等的，甚至消費者間互動更具影響力，若企業僅是將粉絲專頁當成品牌資

訊廣播平台，將會與消費者的關係永遠成兩條水平線不會有交集，因此企業必須

要更主動去靠近消費者，與消費者產生關係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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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Facebook 粉絲專頁企業與消費者互動型式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的互動型式重於參與，過往的行銷宣傳注重說服，

但現在的消費者不會只是聽從企業廣告宣傳便下消費決定，希望與同伴一起尋求

解決之道，因此現在企業在粉絲專頁的做法多是試圖與消費者當朋友，與消費者

一同在粉絲專頁參與互動，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多是希望引發消費者興

趣，增加消費者參與互動。從內容互動：企業在粉絲專頁的發文內容創造被分享

的價值；連結互動：回應消費者的速度及效率要即時；社會互動：提供企業私底

下的運作，增加親密感；個人化互動：針對消費者的喜好特性制定客製化互動策

略，使用互動策略一步一步增加與消費者互動的可能性，像是虛實結合、連結、

創造話題、教學、多媒體呈現等等都是現在企業有效使用的互動模式。 

 

二、Facebook 粉絲專頁企業互動意義─與消費者產生關係連結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社群參與為重點，企業與消費者及消費者與消費者

之間互動與連結是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發展壯大的關鍵，社群時代發展企業

與消費者互動的模式需要親近消費者，與消費者產生關係連結，甚至讓消費者樂

於去分享，當企業品牌最佳的公關代言人。 

    企業在進行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需要與消費者建立長久關係，以穩

固企業品牌長期發展的基礎，企業與消費者產生關係連結，做好社群關係長久發

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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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費者動員 

    由於線上工具的發展及網路的擴張，企業單向宣傳商品在社群行銷已不可行， 

Jantsch（2011／吳書榆譯）認為潛在客戶與既有客戶更主動參與創作產品、服務、

品牌、定位、資訊與後續的宣傳，消費者不再被動的接收資料，相反的消費者不

但可以傳送自己的資料，還可以蒐集自己需要的資料，根據 Black&Decker 發現

推出新產品時，有超過八成的消費者在購買前會看評論內容，因此，社群評語是

銷售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動腦，2011）。也就是說消費者互相影響的能力日漸

壯大，而企業的發言權則已衰退。在過去，消費者只能就企業的文章提出回應，

議題是由企業來主導的，但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消費者可以隨時發起話題、

轉貼連結、分享文章及圖片等等，消費者都握有權力及行動力宣告自己的想法意

見。 

     

第一節 社群時代消費者動員及賦權 

    網際網路的即時、非同步、互動性和多媒體等特質，讓企業和公眾間，以

及公眾和公眾間的溝通管道比傳統大眾媒體更加暢通且直接。透過網路，消費者

可以自由地對產品和服務發表意見，並且隨時參與討論。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

平台中有著共同興趣及經歷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在其中與他人交換、討論資訊與

經驗，消費者即時動員，接觸大量潛在支持者的機會大為增加，應星（2007）提

出草根動員是底層民眾中對某些問題高度投入的積極分子自發地把周圍具有同

樣利益、但卻不如他們投入的人動員起來，加入群體利益表達行動的過程。在社

群中對某些問題具有高度知覺消費者將問題拋出來，相互協商來意識到利益認同

所在，藉由社群之間的交流討論，讓參與的消費者可以充分了解集結目的、強化

議題認識、可能的行動與投入，集結更多相同問題及意見的消費者們一起站出來，

為自己的消費者權益發聲，Theobald（2000／孟祥森譯）認為改變的人越來越多，

終於到達一個關鍵量，於是發生了「突然的」演變，而其實真正關鍵性的努力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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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消費者在社群網絡中持續進行動員，將訴求與目標成功地藉由社群平台的

高度互動串聯性傳播出去，突破關鍵眾人數量後，動員的力量將會對企業行銷活動

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讓企業在行銷過程中不再擁有絕對的控制力。 

    而隨著在網際網路中消費者的訊息及選擇越來越豐富，消費者的權力也不斷

隨之提升，郭國慶、李光明（2010）認為消費者賦權是消費者相對於企業的權能

/權力提升的一個動態過程，權能是指消費者能夠行使其權力的能力。由於壟斷

與訊息不對稱，過去消費者沒有選擇的權力，對於不滿意的企業，口頭抱怨的範

圍有限，只有一個或是數量較少的消費者是無法與企業做抗衡的，但現在透過網

路的互動性及連結性，消費者在網路上不僅可以大量獲取訊息，還可以輕易複製

及傳播訊息，網路成為消費者接收交換訊息和經歷以及進行互動的平台。 

    Martin（2000／林以舜譯）提出因應網路而形成新的交易方式創造出消息靈

通的消費者，他們對網際網路也抱有極高的期望，企業如果不主動提供消費者所

需的資訊，那他們也可以在別處有比較價格和產品的機會。也就是說現在的消費

者不再只依賴企業單向給的訊息，他們可以透過其他消費者在部落格或是社群網

站中分享的資訊互動，消費者掌握更多訊息後，消費者的權力明顯提高，他們不

僅可以更理性的判斷選擇，也可以藉由手中掌握的訊息及知識去影響企業行銷策

略運作。 

    像是 Facebook 粉絲專頁即是一個集結共同品牌喜好的消費者聚集的場域，

它的設計是不管企業或是任一按讚的消費者都可以在其粉絲專頁中發言及回應，

讓消費者可以在粉絲專頁中不只跟企業互動，也可以與其他消費者互動，這樣的

方式可以帶動整體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的交流，消費者可以就實際體驗到的品牌

經驗在品牌的粉絲專頁發言，讓有共同經驗的消費者產生共鳴，發揮消費者集結

動員的力量，甚至可以群聚眾人的輿論力量影響企業制定或改善更好的服務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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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進一步來細分消費者權力，Rezabakhah 等人（2006）將消費者權力分為

三種： 

一、專家權力：指消費者在企業間不透明與訊息不對稱的市場中，消費者對商品

及價格訊息的掌握。 

二、獎懲權力：對公司作為進行獎懲，以避免對消費者權力的忽視。 

三、法定權力：消費者直接影響行銷活動，尤其是產品和價值政策的能力。 

    郭國慶、李光明（2010）認為雖然個體消費者不能成為企業行銷的參照體，

但意見領袖會成為其他消費者甚至企業的參照體，而由於網路的背景下，消費者

掌握的訊息不只商品的價格或是質量，應該還包括產品的生產商、批發商或是受

歡迎程度等。他們認為消費者掌握更多權力─專家權力、獎懲權力、法定權力及

參照能力。 

表 4-1-1：消費者權力表格 

消費者權力 概念界定 表現形式 

獎懲權力 消費者對偏好的企業進

行獎懲，對於討厭的企業

進行懲罰。 

買或不買、消費者忠誠、

聯合抵制、傳播正面／負

面口碑、抗議 

專家權力 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價格

或是質量、產品的生產

商、批發商或是受歡迎程

度的掌握所帶來的能力。 

對企業行銷活動的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 

法定權力 企業給予消費者一些權

力，使企業在進行行銷活

動時會受到消費者的限

制。 

對企業行銷活動的直接

影響。 

參照能力 消費者中的意見領袖成 口碑傳播、發起聯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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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或是企業的參照

體所帶來的權力。 

資料來源：郭國慶、李光明（2010），「消費者增權理論的最新進展及其啟示」，

中國流通經濟，Vol.8，pp.58-61。 

 

    在 Facebook 上人人可以提供應用程式的作業系統，讓消費者擁有更多的方 

式管道可以去發表關於品牌的經驗，利用消費者集結而成的力量去影響其他消費

者買或不買其品牌的東西、消費者忠誠、聯合抵制品牌的活動或是行銷策略、傳

播正面／負面口碑、公開抗議等等，讓消費者可以去影響更多消費者關於品牌的

看法，消費者掌握了更多的權力去影響企業未來行銷策略的制定方向。網路改變

了消費者和企業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消費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企業所給予的訊

息、產品或服務。藉由網路，消費者聚在一起表達他們的利益和興趣，消費者可

以隨心所欲對企業或產品發表意見，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意見，都會通過網路讓

更多的人獲得此消息，並集結更多相同的消費者公眾，給企業壓力，促使改變。 

  在 Facebook 平台上便常常看到一些消費者群結而起設置反企業的粉絲專頁

或是發起活動抗議抵制企業，將企業的不當作為利用Facebook平台大聲說出來，

集結網路上反對的力量，向企業施壓。像是消費者發起「7月 11日 拒買統一日」

的活動，因為統一企業集團總裁林蒼生 6 月 10 日曾經說過，塑化劑危機不應聚

焦在少數「遭殃」的企業，而應該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網友以報導舉證後表示，

統一建議代工廠使用賓漢公司有問題的起雲劑；並且對於產品是否被塑化劑汙染

的說法也閃爍其詞，事後卻不肯承認錯誤，實在無法令人認同。消費者就在臉書

上批評統一企業未盡社會責任，並發起了 7 月 11 日「拒買統一日」活動，要求

參加活動的網友在 7 月 11 日拒絕至統一企業相關商店消費（新頭殼，

20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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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群力量─權力下放 

    Hagel & Armstrong（1998／朱道凱譯）指出在虛擬社群中廠商與消費者間權

力的移轉，即廠商必須提供消費者行使權力的必要工具，這種經營模式改變了社

群的角色，把社群行銷的方式從硬推產品或服務給目標顧客，轉變成顧客的代理

人，全心全意的從顧客的利益出發以幫助他們改善資源的利益，顧客主動的尋找

廠商，並且在更公平的使用資訊的遊戲規則跟廠商打交道。 

    Hagel&Armstrong（1998／朱道凱譯）提出這種權力的下放有三個重要的寓

意： 

一、 必須提供會員行使權力的必要工具 

    社群必須認清會員之間互動的力量，並且創造一個環境來鼓勵會員創造內容

並儲存這些內容，這些內容會成為社群的焦點和他的獨特價值。 

二、 必須提供會員行使權力的充分機會     

    為了幫助會員達到行使權力的目的，社群必須提供一個健全的交易環境，在

這個環境裡，會員可以接觸許多互相競爭或相輔相成的廠商，可以迅速和有效的

貨比三家和執行交易，而且只要不滿意，隨時可以更換廠商。 

三、 必須提供會員相當的機會來擴大會員資料帶給他們的價值 

    會員資料是一個強大的資產，這個資產最終會物歸原主回到會員手中，社群

組織者只要不遺餘力的幫助會員蒐集這些資料，並擴大他們帶給會員的價值，這

個價值不僅是金錢上的價值，更包括一套服務，尤其是替會員搜尋、過濾和分析

資訊來增進會員知識的服務。社群組織者的主要任務不是幫助廠商尋找銷售的目

標，而是幫助顧客辨認合適的廠商。 

 會員從會員創作的內容得到的價值，會員創作的內容通常是在聊天區中及時

製作出來，或是布告欄上逐漸累積而成，這些日積月累的言論會成為其他消費者

的參考指標，一旦顧客變精明了，開始自己採集和管理自己的資料時，就能夠利

用更多方式管道去影響更多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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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口可樂集團行銷長 Joe Tripodi（2011）也因應現在社群新時代的來臨，提

出六點行銷要從曝光變到消費者表現，（一）接受消費者能夠產生的品牌資訊比

企業更多。（二）發展具有流動性和連結性的內容。（三）接受品牌並不是企業所

擁有，認知到消費者才是品牌的真正主人。（四）建立一個分享整個公司的成功

經驗和失敗教訓的機制，避免錯誤再次發生。（五）當社群的「推動者」，而不是

「管理者」。（六）讓忠誠消費者先替你辯護發言。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只要有按讚的消費者可以在企業的塗鴉牆發言、

回應或是發佈相片、影片等等，這些經驗發表將會在企業的粉絲專頁集結而成關

於品牌的眾多看法，這些來自於消費者實際體驗的品牌經驗會更吸引更多消費者

的關注，虛擬社群將會驅動一場市場權力大轉移，在過程中把廠商過去獨占的經

濟價值轉移到顧客身上，企業必須要了解消費者的集結力量，不能過度壓制消費

者言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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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消費者在 Facebook粉絲專頁上展現的消費動員 

    本節將要探討台灣地區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所展現的消費動員，了解消費者

實際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與企業的互動經驗，在 Facebook 的平台上是否獲得

比其他網站更多的消費者權力，能夠真正的與企業進行雙向對話，讓企業聽到消

費者的聲音，並且能夠集結粉絲專頁中的消費者一起為自身的消費者權力發聲，

發揮集體消費者動員的影響力。 

    研究將了解消費者在 Facebook 上與企業的互動狀況，了解台灣消費者實際

在粉絲專頁上的互動情形，探討消費者能否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使用應用程

式及功能與企業進行雙向對話，當消費者遇到問題時，在 Facebook 上能否發揮

消費者權力去要求企業解決問題，甚至動員集結粉絲專頁中其他消費者一起為自

己的權利發聲，探討台灣消費者在 Facebook 平台能否發揮消費者權力，展現消

費動員的力量。本節利用網路觀察及深度訪談兩個研究方法進行分析，了解消費

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企業的互動狀況及動員集結的過程及想法。 

 

一、分析 Facebook 粉絲專頁消費者的互動狀況及動員集結個案分析 

  在消費者層面觀察瞭解消費者實際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與企業的互動經

驗，在 Facebook 的平台上是否能夠真正的與企業進行雙向對話，並且能夠動員

粉絲專頁中的消費者一起為自身的消費者權力發聲。觀察目標對象粉絲專頁為

（一）全新牛爾 NARUKO、（二）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三）

PayEasy@Pink Power、（四）蘋果日報、（五）7-ELEVEN、（六）KKBOX、（七）

博客來 books.com.tw。 

    在目前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消費者能夠使用的功能大多是留言、按讚、

轉貼分享及參加活動，限於粉絲專頁的機制，消費者在企業的粉絲專頁上能夠發

揮的空間不大，主要還是企業掌握訊息的露出權力。消費者能發出意見多在當企

業發文後，消費者就可以在發文的訊息下回覆感想、問問題及提出建議，但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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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面就比較侷限，只能照著企業的指令進行，像是按讚進行抽獎或是在活動頁

面留指定話語獲得抽獎權利等等。就觀察的粉絲專頁目標，消費者在這七個粉絲

專頁其中的行為進行得差不多，多是進行留言、按讚、轉貼分享及參加活動的動

作。以下是觀察粉絲專頁消費者互動經驗分項表格介紹： 

表 4-3-1：全新牛爾 NARUKO 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針對發文主題

按讚及留言 

 Ytakimi Fun 我覺得周星馳演的作弊影片比較創意。。。

但絕對不可以模仿。。。 

12 月 21 日 23:41 · 讚 ·  2 

 Cri Eva 這是....公主的真相~哈 

12 月 19 日 0:58 · 讚 ·  1 

提出問題、建議

或抱怨 

 Sing Zieh Wong 老師我的肌膚是外油內乾的有時還會生

豆豆黑頭臉上還有一粒一粒的該怎麼處理？？可以給點建議

嗎？ 

12 月 21 日 2:53 ·  

 李薇萱 白玉蘭和魯冰花怎麼選擇呢? 

12 月 15 日 12:46 · 讚 

轉貼分享  游利敏轉貼自全新牛爾 NARUKO 

12 月 21 日 18:59 ·  

4 個人都說讚。 

 Tiffany Lai 分享了全新牛爾 NARUKO 的相片。 

12 月 17 日 15:01 ·  

2 個人都說讚。 

針對其他網友

的留言按讚 

 Maki Chen 這句話說得真好::「若有人會因指甲而歧視

我，我可以”選擇”剪掉，但有些人生下來就與眾不同..那也需

遭受歧視嗎？大家應更有包容心。」 

12 月 9 日 18:34 · 讚 ·  27 

 Zen Wong Yoke Yee 容易被偷吧。。 

12 月 9 日 16:58 · 讚 ·  2 

資料來源：全新牛爾 NARUKO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naruko.tw 

 

表 4-3-2：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產製訊息表

格 

分析項目 實例 

針對發文主題  May Ke 好棒喔~!!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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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讚及留言 12 月 21 日 13:38 · 讚 ·  8 

 Kathy  h u  15 倍=85 折 

12 月 19 日 15:26 · 讚 ·  7 

提出問題、建議

或抱怨 

 Cara Shih 是同款商品第二件五折?還是現貨商品都可以? 

星期五 11:01 · 讚 ·  4 

 Irene Lee 看不到留言板!!!:（ 

12 月 21 日 7:38 · 讚 ·  6 

轉貼分享  Yan Hunte 分享了樂天市場台灣 （Rakuten Ichiba 

Taiwan） 的相片。 

12 月 16 日 21:00  

 楊櫂嘉 

太空戰士 13-2 !! 沒玩過快去玩吧 

讚 · 12 月 15 日 20:53 · 

針對其他網友

的留言按讚 

 張罐頭 恭喜 

12 月 15 日 16:35 · 讚 ·  9 

 Cateyes Chiu 這個好好吃.... 

12 月 15 日 15:16 · 讚 ·  13 

資料來源：樂天市場台灣（Rakuten lchiba Taiwan）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RakutenTW 

 

表 4-3-3：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針對發文主題

按讚及留言 

 趙庭豪 雖然說到肚子還是混再一起 但這樣誰敢吃~~~ 

12 月 21 日 14:57 · 讚 

 蕭珮伶 以後真ㄉ就沒這種優惠ㄌㄛ 

12 月 20 日 1:36 · 讚 

提出問題、建議

或抱怨 

 Kannaduki Sakura 這款不會傷害髮質@A@? 

12 月 20 日 12:30 · 讚 ·  1  

 Lily Hung 吼~慢一步，沒了。不是最後一天嗎？＞＜＂

都還沒到...~~ 

12 月 19 日 18:27 · 讚 ·  1 

轉貼分享  洪淑靖分享了 PayEasy@Pink Power 的相片。 

讚 · 12 月 19 日 22:36 · 

 範莉婷 

如果人的手指進化成這樣 

根本是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一大福音阿~XDDDDDDD 

12 月 19 日 10:08 · 



 
 

92 
 

針對其他網友

的留言按讚 

 恬 恬 我超喜歡 agnis b. 

12 月 16 日 19:59 · 讚 ·  2 

 琪琪 嗯~我也該去捐血啦！ 

12 月 16 日 14:10 · 讚 ·  2 

資料來源：PayEasy@Pink Power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yeasy.pinkpower 

 

表 4-3-4：7-ELEVEN 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針對發文主題

按讚及留言 

 Eileen Wang 每次跟她講了都還不是沒存...到最後是拿紙

本的電子發票 

12 月 19 日 12:53 · 讚 

 陳小丸 可是倫家不愛喝咖灰捏>"< 

12 月 14 日 12:08 · 讚 

提出問題、建議

或抱怨 

 Elway Chiang 咖啡啥時降價呀... 

12 月 21 日 20:47 · 讚 ·  6  

 陳罐頭 內容介紹有誤!嘉義市"咖啡店 33 號"不是往台中

的交流道,咖啡店33號在嘉義.在嘉義...從國道3號下竹崎交流

道,往東義路~~ 

12 月 20 日 16:17 · 讚 ·  9 

轉貼分享  張斐媛轉貼自 7-ELEVEN 

我想到綠色的豬豬筆.......^^ 

 吳韋陳分享了 7-ELEVEN 的相片。 

12 月 17 日 22:08 · 

針對其他網友

的留言按讚 

 黃崇婕 那可以降回原價嗎？ 

12 月 14 日 20:22 · 讚 ·  25 

 Tai-tzu Hsu 我也想吃泡菜鍋，可是好貴 

12 月 12 日 11:38 · 讚 ·  2 

資料來源：7-ELEVEN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711open 

 

表 4-3-5：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針對發文主題

按讚及留言 

 陳浩雲 一整年都在讀臉書 

12 月 20 日 13:45 · 讚 ·  9 

 張雅淳 小賈斯汀 

12 月 20 日 20:54 · 讚 

提出問題、建議

或抱怨 

 Shu-ting Xu 投了但是沒看到折價券～嗯～～～v.v 

12 月 18 日 17:06 ·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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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cy Dsliu 又是臺北~都沒高雄的嗎~ 

12 月 16 日 10:09 · 讚 ·  4 

轉貼分享  Ting Shiuan 轉貼自博客來 books.com.tw 

12 月 20 日 17:15 · 

 方興木轉貼自博客來 books.com.tw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的辭世，已然成了現在國際間最關注的焦

點話題，今晚（12/20）10 點公視將重播法國獨立製片的「狂

人金正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樣

貌，不妨參考這份延伸閱讀書單吧~ 

針對其他網友

的留言按讚 

 黃俊諺 哀...無可取代的聲音 

12 月 15 日 17:05 · 讚 ·  2 

 Carol Momo Chen 喔!!第 7 集!!!! 

12 月 15 日 12:15 · 讚 ·  3 

資料來源：博客來 books.com.tw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bookstwFB 

 

表 4-3-6：KKBOX 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針對發文主題

按讚及留言 

 Stanley Wu 絕配!!! 

12 月 20 日 14:58 · 讚 

 林運霆 ㄎ 有點慢 PO 唷 

12 月 18 日 16:31 · 讚 ·  15 

提出問題、建議

或抱怨 

 Ginny Ho 抽到今天演唱會的門票,但是到現在都沒下文

（*_*）今晚跟朋友會去買現場票。坦白說，對 kkbox 很失望，

非但未回應我，還刪留言，身為 kkbox 的愛好者，除了無奈

還是無奈。 

12 月 18 日 16:49 · 讚 

 Shew Ju-wen 那會有搶聽會的對話整理嗎? 

12 月 14 日 18:58 · 讚 

轉貼分享  黃湘寶轉貼自 KKBOX 

 !!!!! 

12 月 20 日 21:51 · 

 可哥妞轉貼自 KKBOX 

kkkk 快來參加～ 

針對其他網友

的留言按讚 

 Shangyang Li 女神!!!!!!!!!! 

12 月 20 日 20:41 · 讚 ·  12 

 Springrose Chu 這首歌真的好好聽~~~~ 

12 月 18 日 19:19 · 讚 ·  4 

資料來源：KKBOX 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iK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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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中消費者產製訊息表格 

分析項目 實例 

針對發文主題

按讚及留言 

 Akira Hsu 科學家有時想製造疫苗時~都會意外再創造出

另一種病毒~希望他們自重... 

12 月 21 日 18:40 · 讚 ·  3 

 張永昕 兩顆蛋，跑出來見人:） 

12 月 21 日 18:17 · 讚 ·  2 

提出問題、建議

或抱怨 

 CrazyMan Wu 說好的 windows phone 呢? 

12 月 20 日 17:56 · 讚 ·  10 

 曹漢漢 小編我是曹昌漢之前的粉絲團衝 30 萬活動的獎

品 Samsung Galaxy Nexus 乙支 什麼時候會到呢? 

12 月 20 日 18:25 · 讚 ·  1 

轉貼分享  吳冠瑤轉貼自蘋果日報 

林杯杯連傳說中的推背圖都拿出來說了~!!萬磁王林杯杯讓這

次選戰不無聊~!! 

讚 · 12 月 20 日 23:36 · 

 林才傑轉貼自蘋果日報 

邱毅自爆接恐嚇信 要他全家頭髮掉光 

讚 · 12 月 20 日 22:15 · 

針對其他網友

的留言按讚 

 詹大偉 台灣只剩下藍綠，沒有事非，自己喜好的顏色政

黨人物幹的壞事就可以無視，不喜歡的顏色幹的事樣樣看不

順眼，悲哀 

12 月 20 日 23:10 · 讚 ·  9 

 鈞鈞玉珍 最好國民黨都很清廉... 

講難聽一點..命比較硬,運比較好.. 沒被爆而已! 

講貪汙..當官的要抓得一堆...只是官官相護罷了.. 

邱毅..我最不喜歡他那種自以為是的態度.. 

就是標準唯恐天下不亂...!! 

12 月 20 日 23:27 · 讚 ·  12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NextMedia.TW 

 

二、綜合分析 

    雖然限於粉絲專頁的機制，在粉絲專頁中還是企業控制了大部份的發言權力，

但是觀察在其中消費者握有主動的權力選擇要不要與企業進行互動，或是決定花

多少時間精力在粉絲專頁中，且消費者雖然在企業的粉絲專頁中能夠獲得的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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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不大，但是 Facebook 平台還有許多機制是非常適合消費者集結發聲的，像

是舉辦活動或是成立非營利性的粉絲專頁及社團，這些集結的消費者力量也是會

對企業進行獎懲，號召更多消費者一起參加，消費者動員的力量不容小覷。 

    在 Facebook 平台中開放的社群環境，不管是已加入的粉絲或是即將加入的

潛在粉絲，都會因為 Facebook 平台上留下對品牌的觀感評判，會選擇加入或退

出粉絲專頁。企業要留住並刺激消費者按讚轉換成品牌的粉絲，必須與消費者進

行深層的互動，在粉絲專頁中可以直接面對消費者，傾聽消費者最真實的意見。

以下是進行分析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的互動經驗及集結動員情形： 

 

（一）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互動經驗 

  根據 Armstrong & Hagel（1998／朱道凱譯）提出會員忠誠度的動態循環模

式，社群成員創作的內容經過專欄板主或社群經營者的整理成為有用的資訊，資

訊及在社群中的人際互動相乘達到壯大社群，加入更多的社群成員又創造更多的

互動機會，如此良性循環，會使虛擬社群成長。因此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的互動

才是企業成立粉絲專頁的資產，以下整理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的互動經驗： 

1.  Facebook 平台有助互動 

    根據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與企業互動的經驗，消費者們都認為 Facebook 是

有助於與企業互動的社群平台，比其他媒體、管道或官網都更具互動性，受訪者

I 表示：「因為用網路比較頻繁嘛，因為你一回應他，他看到就會立刻跟你回應做

一些互動。」 

 

有耶，因為他會滿會回應你的，他會在乎參加粉絲專頁的人喜歡看什麼，

需要什麼樣的資訊，他會把資訊挑過再呈現給你，有問題的話也會回應

你，相較於電視官網或是實體店面的話，就會覺得看到就是那些東西，

不會有一個人的感覺來解決你的問題。（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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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網際網路環境的即時性，讓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可以同步，消費者在

Facebook 平台就可以直接與企業進行互動，消費者在粉絲專頁提出問題，企業

便可以直接在粉絲專頁上答覆消費者，即時互動性相當高。且企業申請成立粉絲

專頁，大多是常態性設立的，且會指派專人控管粉絲專頁，第一線面對消費者，

讓整個粉絲專頁是屬於 WEB2.0 訊息雙向互動的執行走向，控管粉絲專頁的小編

會根據消費者的需求，篩選資訊進行互動，而不像官網大多是 WEB1.0 單向資訊

傳達，消費者只能在官網上閱讀死板的品牌資訊，有相關問題卻無從問起。 

    而Facebook粉絲專頁的應用程式或功能也有助於消費者更接近企業端，與企

業對話。 

 

他除了一些功能是可以放圖片照片的，或是透過小遊戲，我就可以更了

解說他們的企業或是文化精神，不會比較生硬或死板，其實小遊戲中都

會有一些訊息在裡面，我們在玩的時候也會默默接收到很多訊息。（受

訪者H） 

 

  Facebook最大的優點是企業可以自行開發API應用程式，應用獨家創意的手

法與消費者進行互動，讓消費者在玩樂互動中自然而然接收企業商業訊息。且在

Facebook平台上，企業可以運用多媒體的方式宣傳商品訊息及回答消費者的問題，

在粉絲專頁中可以發佈文字加上圖影片再附上官網的超連結詳細說明解答，傳達

給消費者最精闢確實的資訊。 

    且粉絲間的互動也有助於加長消費者留在社群的時間，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

與其他消費者進行互動討論會增加對粉絲專頁的關注，因此增加消費者之間的互

動也是粉絲專頁行銷的重要環節。像對其他網友的留言按讚或是針對發文討論等

都是在粉絲專頁上增加消費者間互動的方式，消費者間的互動討論也會形成線上

口碑，線上口碑行銷的效用在網路上漸漸發酵，吸引潛在消費者加入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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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影響力 

    在現今的網路社群環境下，消費者不再需要依賴企業單向傳遞的資訊，消費

者握有主動的權力去蒐集資訊，甚至將資訊分享給其他消費者，凝聚而成的網路

口碑力量不容小覷。 

 

因為有些像一些社會案件或是一些社運都會透過 FB 來做號召的動作，

然後也會上新聞，就是媒體會報導，所以其實他的效應很大，那我在牛

爾這個粉絲專頁上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也是很多粉絲在看阿，因為他一

個訊息就五六百個讚阿，所以一定有很多網友看到我的問題，所以號召

的能力應該是有的。（受訪者 F） 

 

  消費者在粉絲專頁集結起來，會形成一股龐大的口碑力量，足以影響其他消

費者買或不買此品牌的產品，甚至結合媒體的力量，將訊息傳的越廣，讓更多人

知曉並集結起來，因此消費者在 Facebook 的集結動員是具有影響力。企業在粉

絲專頁上發佈產品訊息，試用過的消費者在接觸產品或服務接觸後，因滿意或不

滿意的經驗或評價，在粉絲專頁上留下正、負面口碑，李啟誠、李羽喬（2010）

提出愈來愈多的顧客經由網路尋求他人對某些產品的使用經驗，藉此降低購買風

險和不確定性，網路口碑對消費者購物行為之影響與日俱增。試用過的消費者寫

出他們的意見貼在粉絲專頁中讓其他消費者做參考，也讓企業了解消費者使用後

的實際情形，這也形成為粉絲專頁中的網路口碑，這些口碑是粉絲專頁重要的資

產，吸引加入更多的社群成員又創造粉絲專頁更多的互動機會。 

    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其他媒體管道相較的話，現在在台灣已經超過一千

萬人註冊使用 Facebook，在其中集結的人數相當多，再加上 Facebook 本身的高

度互動分享功能，讓企業更不能忽視社群成員眾志成城的心聲，發揮消費者動員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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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粉絲專頁消費者集結動員 

    Hagel & Armstrong（1998／朱道凱譯）提出虛擬社群的力量足以全面調整公

司和顧客之間的關係，顧客在網路上可以主宰自己的潛在購買力所代表的價值。

在社群中消費者集結的力量可以發揮出抵制企業的效果，因為消費者在其中互動

串聯，把影響力越傳越遠，會影響更多的消費者加入，尤其在 Facebook 平台更

是提供了許多機制讓消費者可以聚集在一起為自己的權力發聲。 

  

今天產品使用已經危害到健康這部份的話，我就覺得有必要讓大家知道，

必須要去反映，人數眾多的話就是不會被當成單一案例，就會對企業來

講形成一股壓力。它們就會比較重視。（受訪者 G） 

 

    像是反對超商任意將咖啡漲價，消費者主動發起了「【10/20 超商咖啡停機日】

漲五塊沒道理，10 月 20 日聯合拒喝超商咖啡」活動，按讚參加的 Facebook 用

戶高達 9487 人，最後還自行成立「再忙也要跟你靠杯咖啡 - 抗聯漲。聯合拒買」

粉絲專頁，即是要動員眾多消費者的力量，聯合抵制企業任意調漲，不顧消費者

心聲的專制行為，他們甚至提出了請大家聯合提供辦公地點附近、住家附近優質

的平價咖啡店，把這些商店標在 google map 上，讓大家一起享有其他的選擇，

有計劃地對大企業進行監督警惕的作用。且此活動或是粉絲專頁不會只是一時的

氣憤之作，這些頁面將會一直留存在 Facebook 平台上，讓影響力不間斷的流傳

下去，持續對企業形成負面口碑。消費者由於握有掌握訊息的主動權力，且在

Facebook 平台上設立了很多機制是相當適合集結消費者一起發聲，像是舉辦活

動或是成立非營利性的粉絲專頁或社團，消費者擁有更多便利的管道去動員，讓

消費者更加勇於發聲，且在 Facebook 平台上會易於形成一呼百應的效果，受訪

者 I 表示：「我可能會去聲援，像之前不是 7-11 的咖啡漲價，就可能想要抵制的

話，就去參加或是按個讚。」許多消費者會因為感同身受而去按讚參加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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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聲援壯大活動，讓活動的影響力越變越大，形成企業不容忽視的動員集結力

量。 

 

（三）消費者在 Facebook 上動員實際作為及效益 

    Facebook平台有助於消費者動員集結，動員其他消費者一起發揮買或不買、

傳播正面或負面的口碑、抗議、聯合抵制等等集體的消費者力量，本研究選定

Facdebook 上實際觀察兩個抵制企業的活動，選擇原因為活動過後有為活動成立

粉絲專頁，延續抗議的消費者力量，可以確實觀察出延續抗議的消費者力量是否

有產生長期作用，分別是：1.「【10/20 超商咖啡停機日】漲五塊沒道理，10 月

20 日聯合拒喝超商咖啡」、2.「同手無 7,拒買統一。7 月 11 日拒絕消費統一相關

企業商品/服務」。以下是兩個活動動員介紹： 

表 4-3-8：Facebook 消費者動員活動表格 

抵制企業活動 【10/20 超商咖啡停機日】漲

五塊沒道理，10 月 20 日聯合

拒喝超商咖啡 

同手無 7,拒買統一。7 月 11

日拒絕消費統一相關企業商

品/服務 

動機 抗議連鎖超商現煮咖啡聯合

漲價 

抗議統一公司未曾對產品含

塑化劑未表達歉意,，7-11 更

是對此亳無任何回應 

目的 動員消費者拒買超商咖啡，長

期抵制直到超商降價 

動員消費者拒絶消費統一產

品，拒絶到 7-11 消費，讓好

的食品廠家/品牌生存 

活動人數 9,485 人 3,288 人 

動員抵制實際作

為 

持續拒喝超商聯合漲價咖啡 拒絶購買統一產品，拒絶到

7-11 購物 

參與活動消費者

發文 

轉貼新聞及發表自己的抵制

經驗 

轉貼新聞及發表自己的抵制

經驗 

號召群聚到實體

店面抗議 

無 無 

活動頁面最後一 2011 年 11 月 8 日  2011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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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文產製時間 

活動後成立粉絲

專頁 

有 有 

活動後成立的粉

絲專頁人數 

413 人 1,059 人 

參與粉絲專頁消

費者發文 

轉貼新聞及發表自己的抵制

經驗 

轉貼新聞及發表自己的抵制

經驗 

粉絲專頁頁面最

後一則發文產製

時間 

2012 年 2 月 11 日 2011 年 12 月 17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察消費者利用 Facebook 平台進行發聲動員，一開始先是成立活動，號召

網友一起按讚加入活動，壯大抗議抵制的聲勢，參加的消費者都可以在活動頁面

上發佈相關訊息進行討論，像是轉貼新聞報導及發表自己的抵制經驗，分享讓更

多的消費者可以看到此活動相關內容，形成一股滾雪球般自發性的抵制力量，消

費者覺得自己是以群體的力量去對抗企業，並不只是一個人或一小群人而已。當

活動舉辦日期過後以及加入人數達到 Facebook 規定的人數上限後，兩個活動都

有延續抗議抵制行動，為求長期經營凝聚抵制企業的消費者意識而成立了粉絲專

頁，在粉絲專頁上消費者亦能自由發文，發佈相關訊息進行討論。 

    可以看出此兩個活動在 Facebook 上的按讚參與人數都相當的多，至少三千

名以上的消費者表示參與活動，但實際觀察消費者在 Facebook 動員能發揮的效

益及對企業產生的影響似乎尚未能如同在 Facebook 上的消費者按讚或是轉貼分

享的熱度，多數消費者似乎沒有做好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僅是按讚表示參加活

動，拒喝咖啡活動舉行時間隔日的新聞報導指出網友在網路上發起一○二○拒買

超商咖啡，但前往購買的消費者依舊大有人在。消基會秘書長陳智義感嘆：「拒

買行動不成氣候，台灣消費者一盤散沙！」（自由時報，2011）。且也可以明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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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動後成立粉絲專頁參與人數與參與活動的人數不成正比，轉換率相當的低，

尤其是【10/20 超商咖啡停機日】活動參與者轉換成粉絲專頁的人數才僅僅 413

人。顯示消費者並沒有持續關注抗議抵制的頁面，導致討論風氣逐日下降，到後

期發文的頻率零零落落，活動及粉絲專頁頁面只留下一小群持續關注的消費者，

大多數參與的消費者聲音已沒有出現活動或是粉絲專頁上。 

    當活動正在被關注的當下，Facebook 的高度互動串聯性能將活動訊息快速

散播出去，讓活動能被更多人看見，使更多人加入活動，但一旦活動失去關注，

消費者的注意力又被其他的事件所占據，會忘了按讚參與的初衷或是僅是一時在

Facebook 上按讚，線上跟線下世界的行為是分離的，並沒有做到像是持續拒買

超商咖啡實際的抗議行為。其實經由以上兩個抵制企業的活動，可以看出消費者

動員集結意識已經抬頭，但消費者若只是在 Facebook 按讚後就沒有持續關注參

與，活動就只會止於在 Facebook 上的線上展演，並不會對企業造成太大的實際

的反對力量，能夠發揮的影響力也會限於活動剛成立備受關注之時，後續的行動

缺乏消費者長期關注參與，將不能延續消費者動員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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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 Facebook 中社群不完全只會按照企業的指示和命令發展，而是由成員互

動後決定規則，企業並沒有權力決定消費者加入或退出粉絲專頁，消費者並不會

被強制歸屬於某一社群。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消費者可以利用 Facebook 平台

的機制功能，動員其他消費者一起起來使用買或不買、傳播正面或負面的口碑、

抗議、聯合抵制等集體的消費者力量向企業展現消費主權，顯示消費者動員集結

意識已經抬頭。陳淳文（2003）也提出消費者的公民意識覺醒，不再以私人利益

為出發點，將以追求公共利益為導向。消費者在 Facebook 動員集結喚起其他消

費者對消費者主權的關心，追討被企業因企業利益犧牲掉的消費者權益，期盼企

業有所改進。Facebook 提供消費公眾一個高度互動串連性的動員賦權場域，促

進消費者間的互動連結，消費者應該長期關注保護自己的權益，多多分享意見、

參與討論並多方吸收資訊，以長期的行動力加強消費者意識的傳佈，讓自己與他

人的消費者權益不被企業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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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分為企業與消費者兩個層面探討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如

何制定行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了解企業與消費者建立的互動關係，而消費者在

粉絲專頁中如何面對企業執行行銷策略，又是否能發揮集結動員的消費者力量。

在企業面本研究發現 Facebook 粉絲專頁已經成為台灣企業主要進行社群行銷的

平台，企業建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大都目的不是進行銷售行為，主要是集結喜

愛品牌的消費者，將 Facebook 粉絲專頁當成一個在其中與消費者互動溝通、建

立關係的平台，並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互動串連的特性及功能，吸引更多消

費者加入粉絲專頁。而在消費者面則發現消費者集結動員意識抬頭，利用

Facebook 平台的確能夠幫助消費者集體動員向企業發聲，共同關心爭取應有的

權益，但需要消費者長期關注參與。以下回歸探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分析歸納出

本研究的研究發現： 

 

一、研究問題一：瞭解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之策略，以及其特殊意義，

並理解其對當代企業與消費者關係之影響為何？ 

 

    針對企業普遍尚缺總體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行銷的策略，本研究整理歸

納出企業如何經營粉絲專頁及建立與消費者的關係一個巨觀具體的方向及規劃，

並了解社群行銷特殊意義及企業與消費者關係影響。 

（一）了解粉絲專頁目標消費者 

    社群是建立在共享價值上，聚集在線上社群中的人們將把自己的興趣及活動

分享給其他人，這些消費者主動選擇加入粉絲專頁，願意自動從粉絲專頁中接收

品牌訊息，在粉絲專頁上分享表達意見互動，因此企業必須了解加入粉絲專頁的

消費者群的需求及特性，與消費者雙向互動溝通，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制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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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策略首先必須先了解目標對象群的需求及特性，根據目標對象群的需求與特性，

制定最適合品牌及目標對象群長期互動發展的策略。 

 

（二）市場區隔及定位─打造粉絲專頁個性 

    粉絲專頁要進行市場區隔，必須打造出粉絲專頁個性，粉絲專頁的經營操作

不能讓粉絲專頁淪為只是宣傳品牌及產品的廣告平台，企業應該賦與粉絲專頁獨

特的品牌個性，使用不同的互動行銷模式試探出消費者的需求及特性，策略性地

思考如何與消費者進行雙向互動溝通。粉絲專頁的個性建立可以區隔出同類型的

粉絲專頁，讓消費者留下較深刻的印象，也吸引消費者進行互動，制訂出適合在

粉絲專頁集結的消費者群的行銷策略。打造粉絲專頁個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管

粉絲專頁的人員將粉絲專頁擬人化，企業不能如同機器人般制式化的發文及回覆

問題，打造一個適合企業品牌特性的個性與消費者互動。另外利用不同的互動行

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打造出最適合在此粉絲專頁互動的策略，建立粉絲專頁的

形象，在同類型的粉絲專頁中樹立風格，吸引消費者更願意花時間關注跟隨粉絲

專頁。 

 

（三）4C 行銷組合─消費者導向 

    過往以產品導向的 4P 行銷組合─通路、產品、價格及推廣顯然已不適用於

社群行銷中，社群行銷的原則是即時、雙向互動及參與分享，因此以消費者導向

的 4C 行銷組合─消費者、成本、便利及溝通較為適用在在社群行銷中，也就是

企業在粉絲專頁中瞭解消費者的需要和欲望，提供顧客確實想買的產品，制定消

費者獲得滿足的成本，提高消費者購買的方便性，提供關於產品的準確資訊，與

顧客進行雙向的行銷資訊溝通，打造最符合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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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動行銷策略原則 

1. 激發正面口碑 

    在社群中成員間互動發表意見會形成社群的重要資產，成員會依賴成員間的

意見下決定，且潛在的成員會因為看到成員中的意見符合自己的需求而加入此社

群，因此企業在粉絲專頁中發佈的訊息將是決定消費者加入或退出重要的關鍵。

企業使用議題行銷及口碑行銷，像是結合當紅的議題或是請來部落客或是藝人體

驗並撰文，且企業也要注意發佈資訊不過量，以不干擾消費者為主，讓消費者在

粉絲專頁中覺得企業是可依賴的，讓粉絲在粉絲專頁中形成一股自然討論的風氣，

在粉絲專頁上培養出正面的口碑，讓粉絲對企業的信任感及忠誠度提升，甚至會

主動轉貼訊息分享在自己的塗鴉牆上讓自己的朋友也看到訊息，達到訊息可見度

延伸，把正面的口碑傳達出去，讓更多潛在消費者加入粉絲專頁，成為企業品牌

的忠誠消費者。 

2. 加強訊息力 

    在粉絲專頁上企業的發文及舉辦活動是最直接與消費者互動的方式，也是消

費者在粉絲專頁上與企業接觸的第一步，決定了消費者加入或退出粉絲專頁的關

鍵，若企業在粉絲專頁上只是單向張貼產品宣傳，不但引不起消費者興趣，反而

會引起反感，因此包裝訊息是必要的，加強訊息與消費者的連結性，找出引起消

費者興趣的關鍵字；訊息虛實結合可以增加訊息的多元性，也加強了訊息的延展

性，讓消費者不只在線上與企業互動，更可以藉由實體參與加深對品牌的認同。

另外策略聯盟也是讓訊息更加多元及曝光效果更強大，與消費者互動層次更豐

富。  

3. 提供誘因 

    群體含有的知識多於個人，需要創造一些條件，讓他們把那些知識展現出來，

企業先需要拋出誘因刺激群體中的消費者表達意見並與企業互動，目前消費者在

粉絲專頁中最喜歡的是優惠贈獎的方式，定期的優惠活動可以吸引消費者定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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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粉絲專頁，並加強互動。 

4. 多層次互動 

    在粉絲專頁上進行互動最主要的精神就在於吸引消費者參與，吸引消費者參

與的短期目標是形成互動，讓消費者參與粉絲專頁的運作，成為粉絲專頁中的一

份子，而長期的目標則在累積消費者對企業的信賴感，甚至可以延伸到以終身銷

售為最終目標，與消費者建立長期的忠誠關係。互動是長期穩定的服務，吸引消

費者定期拜訪粉絲專頁，企業利用多層次的互動策略與消費者互動，先經由內容，

也就是企業在粉絲專頁的發文與活動吸引消費者互動，企業即時回覆消費者的提

問或建議，產生雙向互動溝通的第一步，經過不斷的互動培養社會情感互動，讓

消費者開始對企業產生如朋友般交往的親密感，消費者願意在粉絲專頁中與企業

深層溝通，讓企業了解想法，最終企業便可以達到一對一服務消費者，讓企業與

消費者產生連結，建立關係。 

 

（五）建立長期關係 

  本研究整理在粉絲專頁企業與消費者的關係類型為三種：信任、忠誠及控制，

企業長期定期經營更新，對消費者誠實以待，即時回應問題及給於獨家優惠都能

夠培養消費者的信任及忠誠關係；而社群控制對消費者來講並不是件壞事，畢竟

消費者會選擇加入粉絲專頁，對企業品牌便具有一定程度的興趣，只要企業給予

消費者的資訊正確、具有專業性以及不過度發佈訊息，消費者對於社群控制並不

會覺得是壓力，反而有助於消費者蒐集企業品牌的資訊。企業與消費者在粉絲專

頁上經由互動建立關係，是企業與消費者連結的基礎，企業想要長期經營粉絲專

頁，必須與消費者建立關係。 

 

（六）粉絲專頁社群行銷之特殊意義及企業與消費者關係之影響 

1. 與消費者「共同經營」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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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社群是高度互動性的環境，在粉絲專頁中企業無法只是單向宣傳進行行

銷策略，必須考慮消費者的喜好及特性為互動的第一優先要件，以「人」為出發

點經營粉絲專頁，在粉絲專頁中小編的角色是引領對話，不是控制，企業在粉絲

專頁中發佈訊息或是舉辦活動都會以消費者切身相關為主要原則，Howe（2008

／羅耀宗譯）認為群眾和引導他們的人之間密切協同工作，滿足群眾馬斯洛的需

求層級最上面那一層自我實現需求，人會被吸引，想要參與，是因為某種心理、

社會或者感情需求獲得滿足，當這方面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他們就不會參與，

也就是在粉絲專頁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社群平台中，雖然群眾走的方向很難捉摸，

但必須要讓消費者融入其中，企業需要了解什麼事情能激勵他們做出貢獻，試圖

讓消費者共同參與經營粉絲專頁，像是個人的榮耀、有機會和志趣相投的人交流、

有機會改善自己的技能，或者只是學習新事物，都有可能是激勵因素。雖然在現

在的粉絲專業中最常使用就是優惠抽獎，但不只是短期促銷因素能使消費者在粉

絲專頁進行互動，企業在其中必須配合消費者的喜好及特性與消費者互動，建立

與消費者的長期關係，粉絲專頁才能長久穩定的發展。 

2. 社群從「匿名」走向「實名」─Facebook 粉絲專頁真實朋友的連結性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實名互動的環境中，由於 Facebook 社群行銷是建立在

互動關係的連結性上，企業與消費者建立如真實朋友般的關係，消費者因為與企

業個別進行互動，讓企業可以識別並鎖定單一消費者，而控管粉絲專頁的行銷人

員應該要多花時間待在粉絲專頁中與消費者進行互動，當消費者提出問題或意見，

行銷人員將會在第一時間進行解答消費者的疑慮，或是針對某一消費者的批評進

行回覆，直接針對消費者的問題即時進行達到一對一建議，達到客製化的效果。 

3. 將 Facebook 粉絲專頁粉絲變潛在消費者 

    由於消費者在 Facebook 上每天固定接收到來自企業粉絲專頁的發文及看到

企業舉辦的活動，與企業經由長期的互動深度溝通、培養感情來建立關係，企業

也都說明了在粉絲專頁的粉絲為企業的官網帶來了每個月固定的流量，這些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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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就有可能成為潛在消費者。但是企業在粉絲專頁中都盡量避免直接張貼銷售

產品的訊息，是經由長期耕耘與消費者的關係，潛移默化消費者進行購買的動

作。 

4. 社群網站取代入口網站 

     Facebook 正在成為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入口網站，Facebook 提供的是一種很

個人化的體驗，在 Facebook 上只會看見自己關注的人或喜好品牌的新動態，得

到新的資訊，再分享出去，也就是先讓朋友及喜好品牌過濾自己有興趣的資訊（天

下雜誌，2010）。目前台灣地區民眾停留在社群網站的時間已超越了使用入口網

站的時間，這個現象顯示在網路平台上連結真實世界的互動關係更加吸引網路消

費者進行網路使用行為，Facebook 社群網站模糊了消費者的虛實生活，在

Facebook 上的相互分享資訊互動行為取代了原本在入口網站蒐集資訊的習慣，

而粉絲專頁掌握了特定人類需求、找到切入市場的起點，服務對品牌有興趣的消

費者，定期提供資訊給他們，這也是 Facebook 社群網站帶給企業的另一個契機，

改變消費者原本的網路使用習慣，藉由社群網站互動分享串連的特性，讓消費者

不但可以參與粉絲專頁的運作，加強與消費者的互動，也因為長期互動下來加強

連結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5. 社群時代下企業與消費者關係由領導者與追隨者轉變成推動者與合作者 

    企業建立粉絲專頁只是粉絲專頁社群的引航人，帶領社群進行互動，後續的

社群發展還需要消費者一起參與互動，因此在其中實行社群行銷策略方向是與消

費者合作，與消費者共享品牌的價值，企業需要提供足夠的價值才能吸引消費者，

創造吸引消費者互動的誘因，鼓勵消費者互動參與，引起消費者對品牌真正的認

同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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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二：探索在 Facebook 上企業如何與消費者互動，其互動關係之意

義為何？ 

 

    Facebook 粉絲專頁社群時代行銷互動意義是立基於企業與消費者合作、讓

消費者參與社群運作以及與消費者產生關係連結之上，以消費者為導向作為雙向

互動指標。 

（一）與消費者合作、讓消費者參與 

    過去 WEB1.0 的年代企業想要留住消費者會以建立會員制度，控制顧客持續

使用產品及服務，但是現在進化到WEB2.0時代是以社群的角度，以相同的目的、

價值、和感情吸引消費者，與消費者互動建立關係。企業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執行行銷策略需與消費者採取合作的態度，權力下放讓消費者參與粉絲專頁的運

作，社交網路漸漸變成社群生產，在 Facebook 不只是結交朋友，還能改變企業

與消費者協調互動、製造產品與提供服務的方式，影響力的發揮遠在一般媒體與

廣告之上。 

 

（二）關係連結 

  企業須了解本身品牌特性及社群特色，摸索發展與消費者連結的關係，與消

費者的關係連結長久，社群經營也能夠更加順利，除了本研究出三種互動關係類

型─信任、忠誠及控制，企業可以因應品牌特性及社群特色自行發展出最適當的

關係類型，加強消費者對企業的向心力，也能讓消費者變得樂於分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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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三：透過企業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經營行銷策略與消費者的互動

關係進行探討，了解集體消費者的社群力量如何與企業進行互動，並產生影響

力？ 

 

    現在消費者利用 Facebook 平台確實能更有效率及精準的動員集體消費者，

消費者握有主動權力號召其他同樣關心議題的消費者一起發揮社群力量產生影

響力，消費者動員集結意識已經抬頭。 

（一）Facebook 是現在在台灣最適合進行消費者集結發聲的平台 

    Facebook 的高度互動串連性讓互不認識的消費者能在 Facebook 上集結在一

起成為同一社群的一份子，且 Facebook 比起其他的媒體管道或是社群平台多了

許多互動集結效能，在 Facebook 上能夠舉辦活動或是建立粉絲專頁及社團，當

一個消費者舉辦活動或是建立粉絲專頁及社團，他在 Facbook 上的好友都會看到

此活動訊息，他的好友再加入轉傳分享訊息，達到一傳十、十傳百的宣傳擴散效

果，可以快速集結共同關心議題的消費者，一起動員起來對企業發聲。 

 

（二）消費者動員自主意識高漲 

    在粉絲專頁上集結了喜好此品牌的消費者，這些消費者有共同的經驗及興趣，

所以在粉絲專頁場域中，企業並不是唯一可以發號司令的人，因為在高度互動的

粉絲專頁環境，消費者間也會因為長期在粉絲專頁互動下來會產生情感，訪談過

消費者後發現消費者認為在粉絲專頁上並不是單獨的面對企業端，會聯合其他消

費者一起對企業的不滿發聲。現在已有許多對企業不滿而舉辦的活動或是建立的

非營利性粉絲專頁及社團，代表消費者為自己的消費者權益動員意識已經抬頭，

消費者不需要再對企業的專制忍氣吞聲，利用 Facebook 舉辦活動或是建立非營

利性粉絲專頁及社團，集體發聲對企業形成抵制力量，讓企業不能忽視消費者的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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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WEB2.0 的時代來臨，一直以來在企業進行行銷上都號稱消費者至上，一

切考量點都以消費者為出發，其實實際來看還是口惠而實不至，消費者能夠發揮

的空間還是有限，大部分還是受制於企業行銷策略的安排，但是現在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企業與消費者是第一線直接接觸，消費者握有主動的權力加入或退出

粉絲專頁，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中也可以直接發出意見，讓其他消費者一起看見問

題的癥結，並運用 Facebook 平台提供的機制集結有同感的消費者一起為自己的

權益發聲，因此企業並不能忽略消費者集結的心聲，消費者不再是被企業單向宣

傳的對象，甚至可以參與企業的行銷策略的執行運作，讓企業執行策略更符合消

費者的需求，在 Facebook 社群平台中消費者與企業的權力位置是平等的，但消

費者需要長期關注參與動員活動的進行，持續維持住動員的熱度持續抵制抗議以

及發揮口碑力量，才能真正的威脅到企業的經營運作，實際改變企業專制霸道不

尊重消費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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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研究者主觀認定選擇研究者深度訪談的企業與消費者

對象，根據研究者對群體之了解、研究目的與主觀判斷，從總體樣本中訪談那些

被判斷為最能代表總體的對象，抽取的樣本或許有偏差，不具代表性，難以推論

到其他粉絲專頁行銷人員或加入其他粉絲專頁的消費者的看法。 

 

二、單一研究場域的限制 

    本研究是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研究的主要場域，由於各個社群平台能夠

運用行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的機制不盡相同，發展出的行銷策略或與消費者互動

關係的建立也會隨之不同，因此可能無法將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觀察到的研

究結果推論至其他社群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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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學術上建議 

（一）在企業層面 

    本研究在進行研究時發現不同企業類型在粉絲專頁發文數有不同的標準，粉

絲專頁的發文及舉辦活動是與消費者互動的第一步，而本研究發現不同企業類型

的粉絲專頁發文的次數及頻率有所不同，像是蘋果日報粉絲專頁的發文頻率質量

以平常的日子來算一天都有二五篇到三五篇左右，假日的時間拉得較長一點，大

概是一個小時 PO 一篇。而全新牛爾 NARUKO 粉絲專頁發文頻率質量每一天大

概一至兩則，至少兩則，周間三則到四則，周末大概是兩則左右。後續研究可以

進一步探討比較不同類型粉絲專頁的商業操作行為，研究出不同商業類型粉絲專

頁的商業經營模式，且本研究是針對企業在 Facebook 上粉絲專頁上如何制定社

群行銷策略與消費者互動，建立關係進行研究探討，後續研究發展可以進行進一

步的社群行銷研究，像是探討社群行銷對品牌形象及購買意願之影響，了解社群

行銷能夠實際為企業帶來的效益。 

     

（二）在消費者層面 

    本研究針對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的互動經驗及動員集結情形進行初步探討，

消費者藉由 Facebook 平台的確能夠有助於集體消費者動員向企業發聲，然而粉

絲專頁在台灣的發展尚未成熟，仍屬初期階段，本研究目前只能觀察研究到初期

階段，礙於時間的關係，無法長期觀察 Facebook 消費者動員的後續發展，因此

關於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行為夠發揮的範圍效果有多大、如何加強消

費者動員發聲的概念以及動員模式及頻率等等，還需後續研究進行長期觀察研究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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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上建議 

（一）建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顧客關係管理（CRM, Consu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在 Facebook 上進行社群行銷必須了解消費者的組成及特色，才能針對消費

者的喜好及特性準確的進行互動，所以企業應該建立一套 Facebook 粉絲專頁顧

客關係管理措施，NTT Media Scope（2005／丁小艾譯）提出企業有必要針對社

群建立顧客關係管理，追求的不是提高顧客資料庫的效率，而是以更適當的處理

方式，與顧客社群建立共創關係，共同發展未來。只利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提

供的精準行銷僅能掌握消費者群大概的輪廓，企業要能做到識別單一消費者並鎖

定其互動行為，需有系統性定期紀錄顧客關係管理，掌握更新粉絲專頁中消費者

的喜好及特性。 

 

（二）增加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的參與感 

    讓消費者多參與粉絲專頁的運作，不要害怕讓消費者加入粉絲專頁行銷運作

過程，激勵消費者一起貢獻內容，像是徵求意見、投票、共同達成某項任務等等

都是讓粉絲參與的好方式，而其參與的動態又會更新在他的塗鴉牆上，進而吸引

他的朋友注意，達成行銷擴散效果，也打下與消費者建立長期關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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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第二章 社群行銷訪談大綱 

 

 

 

第二章Facebook粉絲專頁社群行銷 

粉絲專頁中企業增加

消費者互動行銷策略 

Facebook 粉絲專頁

行銷策略 

使用 Facebook 粉絲

專頁行銷目標 

1. 貴公司使用來增加粉絲

數的策略包括哪些？ 

2. 貴公司如何刺激消費者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

發表意見？ 

3. 貴公司如何讓消費者願

意持續關注 Facebook 粉

絲專頁？如何長期留住

消費者的目光？ 

 

1. 會使用 Facebook 上的應

用程式跟粉絲互動嗎？

主要使用哪些應用程

式？為什麼？ 

2.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發

文或舉辦之活動有無包

裝商品訊息？若有，主要

的包裝商品策略原則

是？ 

3. 至今在 Facebook 粉絲專

頁進行行銷有獲得什麼

成效嗎？如何了解或評

估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進行行銷的成效？ 

4.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

行行銷之策略那些特別

有效？為什麼？ 

1. 貴公司為什麼會選擇

Facebook 社群網站作為

網路行銷的管道？想藉

Facebook 達成什麼樣的

行銷目標？ 

2.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

行行銷占公司總行銷比

重之多少？佔網路行銷

的比重約多少？為什麼

這樣安排？ 

3. 除了在 Facebook 平台上

進行行銷，還會去哪個社

群網站進行行銷？覺得

其中的差異在哪裡？為

什麼還會選擇那個平

台？ 

4.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

有無因應 Facebook 的平

台特性去設計新的行銷

策略？如果有，該行銷策

略的主要內容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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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三章 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中互動關係訪談大綱 

 企業端 

 

  
第三章 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互動關係(企業端)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與消費者實際互動情形 

Facebook 粉絲專頁

張貼文章及回應 
互動型態 

1. 貴公司如何運作長期的行

銷互動策略吸引消費者長

期關注粉絲專頁，讓消費

者對企業品牌產生忠誠？ 

2. 貴公司如何讓消費者信任

粉絲專頁中企業的言論或

舉辦的活動？讓消費者覺

得企業的行為值得信賴？ 

3. 貴公司如何鼓勵促成社群

內信任風氣的形成？ 

4. 貴公司如何鼓勵刺激消費

者在粉絲專頁上發言，讓

消費者投入在粉絲專頁

中？如何讓消費者覺得是

粉絲專頁一份子的感覺，

產生認同感及歸屬感？ 

5. 貴公司累積加入的粉絲數

策略為何？為什麼可以累

積那麼多粉絲？貴公司在

面對那麼多粉絲，如何一

一照顧到眾多粉絲的問題

及發言？  

1.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貴

公司是以什麼樣的態度

或角色與消費者互動？

為什麼？ 

2. 貴公司在 Facebook 上與

消費者有哪些類型之互

動？哪些互動類型最為

重要？ 

3. 會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進行行銷嗎？如有，是使

用什麼樣的語氣來行

銷？官方權威、一般朋友

或其他？為什麼選擇這

樣語氣？ 

4. 在 Facebook 上進行行銷

與貴公司過去所做的廣

告間之差異是？ 

 

1. 貴公司會在 Facebook 粉

絲專頁上張貼哪些類型

之訊息？為什麼？ 

2. 消費者的發文或問題會

回應嗎？回應所依據的

原則是？回應頻率是？

是由誰來負責回應？ 

3. 會貼與跟自家產品或服

務有關的訊息嗎？為什

麼？張貼時有無特別的

考量或原則？ 

4. 粉絲在塗鴉牆上提到關

於公司的消息，不論好

壞，會去回應嗎？回應原

則是？ 

5. 承上題，當消費者張貼不

利於企業的言論，會如何

處理？為什麼？ 

6. 貴公司如何控制發文的

質量？如何將粉絲專頁

適當地當成是公司品牌

的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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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 

 

  
第三章 企業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互動關係(消費者端)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面

對企業行銷策略經驗 

加入 Facebook 粉

絲專頁動機 

在 Facebook 粉絲專

頁進行互動經驗 

1. 覺得在 Facebook粉絲專頁

的發言次數應該要掌握在

什麼頻率？  

2. 若 Facebook粉絲專頁貼出

介紹自家產品的發文，對

於發文會採取什麼樣心

態？會相信發出說法嗎？ 

3. 覺得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

的資訊有用嗎？會因為粉

絲專頁上的資訊影響加入

或退出粉絲專頁嗎？ 

4. 企業在 Facebook粉絲專頁

上的哪些行為會影響你對

這家企業的信任及認同？ 

5. 在 Facebook粉絲專頁上是

否感覺到企業的控制？對

這些控制你的感覺是正面

還是負面？為什麼？ 

6. 企業在 Facebook粉絲專頁

上的哪些行為會吸引你長

期關注粉絲專頁，對企業

產生忠誠度？ 

1. 為什麼想要加入企業的

粉絲專頁？ 

2. 最喜歡哪些企業的粉絲

專頁？為什麼？這些你

喜歡的粉絲專頁有什麼

共同的特質嗎？ 

3. 最不喜歡哪些企業的粉

絲專頁？為什麼？這些

你不喜歡的企業粉絲專

頁有什麼共同的特質

嗎？ 

1. 平常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中會發言嗎？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發文或是活動

具有什麼樣的吸引力會吸

引你去在粉絲專頁互動？ 

2. 在粉絲專頁中提出問題，

等了多久時間等不到回應

會對企業感到失望？  甚

至如果遇到企業不回應會

感覺如何？會直 接在

Facebook 平台對企業採取

什麼行動？ 

3. 在粉絲專頁上企業的資訊

控制對你來說有用嗎？會

全然相信企業張貼的資訊

嗎？覺得在粉絲專頁接收

企業的資訊就夠了嗎？還

是除了粉絲專頁上的企業

自己張貼的資訊外，會另

外去搜尋查證資訊嗎？ 

4. 在粉絲數眾多的粉絲專頁

中會感覺比較無法跟企業

進行互動嗎？會覺得發問

或抱怨時得不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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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四章 消費民主訪談大綱 

 

  第四章 消費者動員 

Facebook 粉絲專頁消

費者集結 

 

Facebook 粉絲專頁

對話互動 

1. 會集結自己的好友，甚至

是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

認識的網友在 Facebook 粉

絲專頁上發聲嗎？有的

話，是什麼樣的情形？如

果未來有可能，你會這麼

做嗎？ 

2. 會在 Facebook粉絲專頁上

與其他消費者交換意見

嗎？是否願意聯合其他消

費者跟企業端溝通？  您

覺得這樣做是否有效？或

有什麼問題？ 

 

1. 您覺得在 Facebook 粉絲

專頁上有真正與企業端

溝通對話嗎？為什麼這

樣覺得？ 

2. 您覺得 Facebook 粉絲專

頁上的應用程式或功能

有幫助消費者更接近企

業端，與企業端對話嗎？  

3. 哪些應用程式或功能讓

您覺得接近企業端？請

舉例說明。 

4. 覺得在 Facebook 粉絲專

頁上有比其他媒體、管道

或網站更接近企業端，與

企業端對話嗎？ 

 5.  會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

上向企業抱怨其服務或

產品嗎？你覺得在

Facebook 上抱怨有用

嗎？比起其他管道較有

用或無用？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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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企業端 Payeasy 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林淑惠 

二、職稱：PayEasy@Pink Power 公共事務部專案副理 

三、受訪日期：2011 年 12 月 5 日 

四、受訪地點：PayEasy 辦公大樓 

 

訪談者 : 那為什麼貴公司想要選擇Facebook粉絲專頁做為網路行銷的管道呢? 

受訪者 : 你說社群行銷的管道嗎?恩~也算，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網站，所以我們

做的行銷，只要是在網路上的就叫網路行銷。所以我們可能會界定說Facebook

是專門做社群行銷的。這樣講好像也有點複雜，因為網路行銷可能會有銷售，但

是在Facebook上是完全沒有銷售，所以會是比較屬於社群行銷這一塊。所以我們

想要的目標就是跟主要的TA族群可以做一些比較深度的溝通。就是因為直接上

來Payeasy的官網，你會直接看到產品，但是你可能比較少看到一個可以真實討

論產品的地方，或者是網友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商品，因為在Facebook

上我們是用一個親切的小編的角色來介紹這個商品或是這個活動，就是會比較跳

脫商業的性質。 

訪談者 : 所以在行銷策略中Facebook粉絲專頁是什麼定位呢? 

受訪者 : 它不是擔任為公司帶來業績的角色，因為社群行銷也是有可能帶來業

績的，但是那不是我們一開始的目標，在一開始我們可以多一個空間跟站上的會

員做溝通。 

訪談者 : 在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行銷占公司總行銷策略是多少呢? 

受訪者 : 因為我們部門是公共事務部，那我們還有一個行銷部，所以其實我們

是完全分開來的，所以它們每一個年度的行銷規畫並沒有把我們放進去，因為我

們是各自規畫自己的東西，那我們部門主要是就分社群行銷跟公關還有公益，公

關就是記者那邊，社群行銷的話，還有另一個美麗留言版，還有一個pink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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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團，因為我們比較沒有那麼清楚做劃分拉。 

訪談者 : 就預算或是人力來講，Facebook粉絲專頁佔的比重會有多重呢? 

受訪者 : 因為我們部門人很少，像一個平台就是一個人，那我是自己負責pink 

power，那有一部份的時間還要負責美麗留言版的東西，我覺得真的很難算，因

為我們正好是四個人，都負責不一樣的東西，這樣要算四分之一嗎? 

訪談者 : 如果說是整個網路行銷來看的話，它占的比重是多少呢?還有其他的平

台做行銷嗎? 

受訪者 : 社群的話目前是只有Facebook粉絲專頁，那我們有在考慮接下來要去

做google+。還有我們自己的一個討論區就是美麗留言版，那這個就不是經由外

面的工具。 

訪談者 : 那還有想過要用其他的平台嗎?像是噗浪之類的，有想過嗎? 

受訪者 : 之前有考慮用噗浪，但是即使有了噗浪，可能也是Facebook粉絲專頁

的訊息同步轉到噗浪，再加上噗浪的性質並沒有那麼適合跟粉絲互動，比較適合

一般的名人或部落客跟朋友聊天，跟喜歡自己的粉絲聊天，跟微博性質很像，國

外又有twitter，所以現在噗浪我覺得有點不上不下。其實用的人有變少了耶，對

阿。 

訪談者 : 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中會因應它的平台做一些行銷策略的設計嗎? 

受訪者 : 我們會有一個年度的規畫，就是規劃說今年可能會有哪些活動，想要

跟粉絲達到什麼樣的互動，接下來可能就是個別的針對我們做的規劃做一個完整

的活動企劃。這樣應該算是有，因為Facebook粉絲專頁本身變動的很快，排版也

很快，所以我們要想活動或是跟粉絲互動，要一直更新，就是可能之前的玩法就

已經過時了。 

訪談者 : 那有比較整體的行銷策略嗎? 

受訪者 : 要講到很細節嗎?因為這樣會牽涉到比較商業機密的部分。就是怕其他

的平台也會效仿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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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太商業機密的話可以不用跟我們講沒關係。 

受訪者 : 是也還好。明年的話，我們可能會多做一些應用程式的開發，那應用

程式的話會是虛實整合的，就不只是虛擬的。 

訪談者 : 可以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想要做虛實結合嗎? 

受訪者 : 其實payeasy還有一個站叫做17life，那它就是專門在做團購的網站，它

們就是上網訂了後到實體店家去做消費，那也許會跟他們做結合。因為所謂虛跟

實應該是說我們在那還有很多特約的店家，盡量想要把Facebook粉絲專頁跟官網

做連結，因為現在連結度還不夠強。 

訪談者 : 那在如何跟粉絲做互動溝通有怎樣樣的行銷策略嗎?有沒有什麼實例

之類的? 

受訪者 : 如果只講策略的話，我們之前是跟外面很多公司是做社群行銷這塊，

我們那時候就是會委託他們做某一部份的曝光，我們再自己做活動。那如果是策

略的話，因為我會感覺好像是大方向，那可能之前是比較這樣做。 

訪談者 : 那曝光是說現在payeasy成立了這個Facebook粉絲專頁請粉絲們來加入

這樣嗎? 

受訪者 : 應該是說現在有很多社群行銷公司，它們有很多社群粉絲團，它們的

粉絲團就會去PO其他粉絲團的廣告，我想你有加入一個粉絲團，它明明應該講

寵物的事情，可是他可能有PO了一個別的連結跟你說有其他活動，其實那就是

一個花錢的廣告。那明年的策略可能就比較主要是應用程式。那我們一直常常有

在辦抽獎活動，那可能就是還是會有很多抽獎活動。 

訪談者 : 那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上面發文或是舉辦活動，有包裝產品訊息嗎? 

受訪者 : 因為我們本身有很多自營的產品，像是beautyDIY什麼的，應該是說我

們在贈獎的時候，一部份會贈送我們上的產品，那我們產品很多，再配合我們一

個大獎這樣，但是其實也沒有刻意包裝，我們是覺得會加入payeasyFacebook粉

絲專頁的人應該不會很抗拒本網的東西，它們應該也是滿喜歡本網的商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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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送這個大家會喜歡。 

訪談者 : 那在發文會用不一樣的方式把商品訊息帶出來嗎? 

受訪者 : 你說活動嗎?抽獎活動嗎?應該說我們現在PO本來就有一部份是商品訊

息，但是那個商品訊息是本來我們站上的人就很喜歡，像我們粉絲團的人特別喜

歡買一送一的訊息，那如果今天沒有PO，粉絲還會覺得怎麼今天沒有PO，或是

一下子就搶完了很難過什麼的，那買一送一對它們來說就不是一個商品訊息，對

粉絲來說就是他今天來看粉絲團它就可以看到他想要的東西，想要的訊息，那已

經不是我們再搶打什麼廣告的訊息給他。 

訪談者 : 那除了買一送一還有其他什麼樣的訊息包裝方式嗎? 

受訪者 : 你是說我們現在是怎麼樣PO文的? 

訪談者 : 對。 

受訪者 : 現在的話也不太算是商品訊息，因為那個訊息已經過濾給網友，知道

是網友想看的，所以才給他們看。一方面是我們站上的活動訊息，因為我們有時

候會有年中慶或是封館慶，那其實我們都會跟粉絲做預告，因為很多有不知道我

們有封館慶的活動，那其實粉絲團的人都會第一時間知道，或者是像我們本周有

最新的廣告要上線，我們有官方的廣告會在粉絲團首播，一出現後隔天電視才會

全部出來。可能還會有一些有趣的東西，因為網友有時候上Facebook粉絲專頁也

是想要放鬆一下，他除了想要看到一些實用的，也會想要看到一些放鬆的東西。 

訪談者 : 那PO一些放鬆的東西跟商品訊息有關嗎? 

受訪者 : 通常跟商品訊息沒關，通常當天的天氣或是當天是什麼日子或是現在

是中午或晚上有關，跟時間跟我們切身可能會比較有關係。但也有可能是完全沒

關。 

訪談者 : 那這個目的是? 

受訪者 : 可能就是你下班的時候看到同是下班的訊息可能會滿有感覺的，可能

像是我有時候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車的照片，快要下班的時候我可能就會寫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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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沒有人想要搭這個車回家?那網友看到可能就還滿有感覺的，因為他也要下

班了，如果是有趣的圖片，要挑跟網友有共鳴的時間來發。 

訪談者 : 那現在在Facebook粉絲專頁進行行銷有獲得什麼樣的成效嗎? 

受訪者 : 最明顯的成效就是粉絲數越來越多阿，我記得我接手的時候大概是四

萬多，半年後，現在大概是十一萬了，所以最大的差別就是粉絲數越來越多，那

粉絲數一多回應的當然也多，就是變成看到你訊息的人也越來越多，就會比較多

人想要說讚跟回應，對於推廣新產品，因為我們今年有上市一個新產品叫拉卡

RA，像這個完全沒有知名度的產品，透過粉絲團來介紹給大家的話，大家就會

了解得滿快的，所以這應該算是目前我們看到最明顯的算是新品吧，就是完全沒

有知名度的品牌，用粉絲團可以滿不錯建立關係的。 

訪談者 : 會想要去了解粉絲組成的族群類型? 

受訪者 : 會想要了解，但是因為目前Facebook粉絲專頁是看不到這些東西的，

除非就是粉絲把個人檔案完全打開，看它的資料，但是現在有十一萬人，也很難

去一一了解。所以我們會有點考慮google+也一起並行，因為他有篩選的功能，

就是未來我們有可能知道我們的TA大部份是什麼樣的人。但是目前我們也是以

我們站上的TA差不多，都是OL或是大學生，女生居多。但是比較特別的是我們

粉絲團上面男生很多，因為可能我們常常會介紹一些3C的訊息，其實在粉絲團

上PO也會比較著重在知識性質的分享，就是比較不會著重在商品上，比如說之

前會PO"我行我衣"，就會講說怎麼穿搭什麼的，最後想要買這件衣服的人，你可

能還是會去買，但是你不想要買這件衣服的人，他就上了一課，它就知道怎麼穿，

就比較著重在知識類型的分享，男生可能就會覺得滿有興趣的，可能就會有一些

耳機之類的訊息分享。 

訪談者 : 那有曾經推廣過一些比較有效的行銷策略，有吸引到比較多粉絲加入

或回應的?有什麼實例嗎? 

受訪者 : 因為我覺得社群行銷跟一般行銷好像有點不太一樣，所以社群行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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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像是一個活動一個活動by case，但是在粉絲團是不適用的，可能你推出了一個

活動是大家不喜歡的，或是你推出了一個活動，大家很熱烈，但是Facebook粉絲

專頁變動得很快，社群行銷一直在進步，你可能就跟不上大家的腳步了，所以變

成是by case比較多。所以我們會比較少缺乏你剛剛一直在說的"策略"。跟一般行

銷部不太一樣，因為一般行銷部可能早就規劃好一整年它們要做什麼，但是我們

還要觀察網路在流行什麼及社群在流行什麼。 

訪談者 : 那有執行過案例特別有效的嗎? 

受訪者 : 就是目前我們有自己寫了一個活動頁拉，就是送GF3&ipad2的，就是有

時候網友們想要加入這個粉絲頁，它覺得看到廣告之後想要點進來很麻煩，或是

有時候你PO廣告或是PO在其他資源的時候都會有轉換率的問題，可能網友就會

覺得很麻煩不想過去，但是後來我們就寫了一個頁面，把活動跟加入粉絲頁直接

寫在一起，看到送GF3&ipad2的活動，我想要抽，我就直接在頁面上直接按讚，

我就直接成為粉絲了，這樣就比較快，大家也會覺得比較方便，也滿樂於把這個

頁面分享出去的。 

訪談者 : 所以這個訊息也會在粉絲的塗鴉牆出現? 

受訪者 : 對，我們有把程式包好。目前那個是還跑滿快的。 

訪談者 : 你說增加粉絲的人數嗎? 

受:對阿，或是就是在Facebook上買廣告，在首頁買廣告。目前好像就是這兩個

成效比較顯著。 

訪談者 : 那用來增加粉絲數的策略有那些呢? 

受訪者 :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舉辦抽獎活動比較多，因為我是今年才進來這家公

司，我大概是六七月才正式掌管粉絲專頁，就是今年還能做的東西滿侷限的，所

以我把主力放在抽獎活動。那明年的話，我會希望可以跟別的粉絲團做合作，或

是多想一些應用程式。還有最近社群行銷公司很多，可以從中看一些案例可以用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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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有想說要如何刺激粉絲在粉絲專頁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呢? 

受訪者 : 我如果PO文，我希望它們多按讚的話，我就會寫說有同樣想法的人請

按讚，或請舉手。那如果真的沒有人回應的話，我就會去找一些相關的部落格，

就是今天這個商品沒有人問，可是他真的很值得讓大家去深入了解的話，那我就

會去找一些文章，部落格寫過這個產品或活動的人，把那個部落格連結放上去，

那大家會比較想去看，或是留言。那最差的情況是沒有人留言，那你可能就是用

你另一個帳號或請朋友來幫忙先留一個，來引導大家來留言。大家看了之後也想

要討論。 

訪談者 : 那有想說如何讓消費者可以長期關注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因為我們經營粉絲專頁的話就是兩塊，一塊就是留住舊粉絲，一塊是

吸引大家來加入粉絲團，就是我們辦活動的時候，一部份是為了外面的粉絲，一

部份是為了我們內部的粉絲，所以我們在HOT DEAL還是一直有辦活動，那HOT 

DEAL的活動就是新舊粉絲都可以參加。它就是官方自己研發的，但是未來我想

要做的應用程式是我們自己開發的，就不想要跟外面的公司做，就是它們有規定

一個活動只能一個月或半個月，能夠發揮的空間也滿窄的，因為他都有內建好系

統，那如果是為了舊粉絲的話，就像剛剛說的買一送一，可能舊粉絲會多一些促

銷，就是優惠吧，它們也可以看到我們影片的首播，就目前我們想到留住舊粉絲

就是多給他優惠及一些獨家的促銷訊息。 

訪談者 : 在粉絲專頁上是以什麼樣的角色及態度跟粉絲做互動呢? 

受訪者 : 因為我來的時候，粉絲團的角色已經叫小編了，那我就沿用叫小編了，

用一種誠懇的態度分享，就好像真的是朋友。就像是很多粉絲團有粉絲來客訴的

時候，它們就直接會寫說你們去找客服，因為其實Facebook並不是客服中心，但

是我這邊的話會先幫他們回答，它們就會覺得好像真的很關心他們，那漸漸大家

就會想說小編你可不可以幫我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其他粉絲團可能就不會請小編

幫忙，不會好像有交情的去叫人家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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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有跟粉絲們做那些類型的互動嗎? 

受訪者 : 就是它們有問題的話就是一定會回答它們，像是他們有什麼產品問題

的話，我會去找一些網路上比較有公信力的文章，附連結給他們，讓他們自己去

看。互動喔，像是有些網友會跑上來講一些心事，那你可能就會在下面稍微安慰

他一下。我覺得就是用朋友的感覺，在第一時間回答它們。 

訪談者 : 在粉絲專頁上進行的行銷跟以往在廣告有什麼差別嗎? 

受訪者 : 因為我們公司以前比較常做的廣告就是電視廣告或是報紙廣告，就是

很一般的媒體廣告，那現在的話就變成你是直接跟網友做互動，就變成你的行銷

方式是直接打廣告，讓他們覺得這是一種商業行為，他們就會覺得不開心，不領

情。那在粉絲專頁上要有良好的互動，讓他們留在粉絲專頁上的話，可能就是會

第一線面對ta，會跟以前廣告打出去到底有誰看到或看到有什麼反應比較不一樣，

因為以前的廣告有誰看到或沒有反映我們也不知道。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上張貼是那些類型的訊息呢? 

受訪者 : 買一送一或是新品的訊息或是廣告影片或是什麼東西的首播或是預告

或是一些有趣的東西，一些知識性的分享，我會滿喜歡介紹一些穿搭或是3C用

品的介紹。 

訪談者 : 那剛剛有提到說會去找網路上比較有公信力的商品，那是去找用你們

家的商品嗎? 

受訪者 : 人家是問用什麼商品，我就會去找試用心得，或是大型的部落客寫的，

那當然就更好，比較有名的，那沒有的話，那素人的文章，是看人家親自把東西

用在臉上或手上，就是看人家怎麼做，所以附上文章，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個商

品。 

訪談者 : 那消費者的問題或建議都會回答嗎? 

受訪者 : 恩，盡量都會回答。 

訪談者 : 那它如果是提到關於PAYEASY比較負面的消息會怎麼樣處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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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我之前還都會自己去回應，但是其實應該要交給客服中心來做，真的

是像客訴的話，應該是客服中心在管的，我可能就是在前線會先了解情況，有初

步的了解後，再請他跟客服聯繫。不會把它文章刪掉就是，衣定會好好跟他講。 

訪談者 : 還是會把負面的消息流在頁面上? 

受訪者 : 對，還是會，但是現在可能也有很多網友覺得很奇怪，就是它們的po

文怎麼沒有顯示出來，你會覺得我們怎麼把文章刪掉，可是其實並不是，Facebook

會自己去過濾這是不是廣告訊息。Facebook會自己移除。 

訪談者 : 在行銷跟粉絲互動如何做一個平衡呢? 

受訪者 : 所以我會滿過濾官方訊息的，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買一送一，我們本

身粉絲就是很喜歡，他們就不會覺得這只是廣告，我自己本身也會去篩選我自己

也有興趣的，我才會想推薦給網友，像是很便宜的GF3相機，那我覺得應該大家

都會有興趣，或是一元的商品。就是有過濾過的訊息，也會是變成對你有用的訊

息。 

訪談者 : 那有想說怎麼樣可以讓消費者去相信粉絲專頁上的發文或是活動?對

於整體payeasy的感覺吧，不管是使用商品或是商品的效用之類的，那是說什麼

樣的方式打出來跟粉絲們分享讓他們會比較有信任感? 

受訪者 : 我觀察其他的粉絲團，其實會有很多網友在站上詢問他們的問題，通

常他們的管理者是不太會回覆它們的問題的，因為它們可能覺得你自己去找客服

專線就好了，那我覺得對於回覆，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回覆你去回覆他，都是

對品牌的感覺是加分的，對品牌的親切度上，對品牌李解消費者心理上。我覺得

像是知識性的分享，看了是真的有用，像是穿搭阿或試教你怎麼保養，應該會比

較有信任的感覺。我在PO訊息的時候我會分享一下自己的狀況，像是在介紹什

麼樣的商品，我可能膚質也是那樣的話，我可能就是先講一下說什麼樣膚質是需

要什麼樣的處理，我可能就會分享一下說自身的經驗。 

訪談者 : 有鼓勵粉絲在粉絲專頁上跟小編及網友互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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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目前我就是說喜歡這個的舉手或是喜歡這個請按讚，或是引導大家發

問，當然也是希望它們可以在下面自己回答對方，現在是沒有特別鼓勵他們，但

是有網友問說這個好不好用的時候，就有其他網友會說文章裡面不是已經說好用

了。其實它們還是會自動自發在下面討論。自己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的想法，但

是我不確定網友會怎麼想，也不知道網友會不會覺得這個粉絲團跟他們有沒有關

係，因為我自己也有加很多粉絲團，也覺得有些東西就不太想看，或是覺得它們

是自己在玩自己的，但是我有遇過幾個網友說payeasy的小編非常的好笑，就是

用詞比其他粉絲團好笑。 

訪談者 : 因為現在payeasy的粉絲團有十一萬名的粉絲，如何讓它們有一對一的

照顧感? 

受訪者 : 如果他們有發問問題或是抱怨，我通常是回覆很多，就我不會讓它們

丟在那邊，回覆就是很長一串，就讓他們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就會覺得好像還

滿被重視。 

訪談者 :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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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企業端 全新牛爾 NARUKO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受訪者 1：宋文端、受訪者 2：陸心寧 

二、職稱：受訪者 1：全新牛爾 NARUKO 品牌行銷總監、受訪者 2：全新牛爾 

NARUKO 網路行銷企劃 

三、受訪日期：2011 年 11 月 17 日 

四、受訪地點：全新牛爾 NARUKO 辦公大樓 

 

訪談者 : 請問一下為什麼貴公司會選擇facebook做為網路行銷的管道? 

受訪者：網路行銷的管道，我覺得現在facebook是一個趨勢，尤其是在台灣，他

涵蓋了幾乎百分之九十五至九九，所有上班族都不可或缺的一個通路管道，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只是我們公司，所有有想要經營網路市場，想要拓展知名度或

是品牌，都會選擇的一個通路。 

訪談者 : 那有想要藉由facebook這個社群網站達成什麼樣的行銷目標嗎? 

受訪者：達成什麼樣的行銷目標?其實我們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有在經營facebook，

所以我想他會有不同階段的階段任務跟想法，比如說初期當然是希望透過

facebook吸引到認識品牌的族群及增加對品牌的認識，我這裡指的品牌包括認識

牛爾老師，所以是人跟品牌的認識。那初期當然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行銷工具去

達到這樣的目的，到第二階段當然生意進門了，那就要看能不能跟商品結合上，

所以達到這樣的目的了，接下來就是認識老師，認識商品，這樣都達到了，就希

望能潛移默化消費者對商品的好感度，增加商品的購買。 

訪談者 : 那現在這個階段是? 

受訪者：在現在這個階段就是MIX，其實已經算是到了第三個階段，就是說消費

者其實很習慣在網路上做搜尋，那他能夠搜尋到對品牌的了解及商品的了解，就

是透過社群網站，那其中facebook又是最大，所以說同時肩負推廣、銷售以及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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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消費者對品牌的忠誠度這些。 

訪談者 : 那現在在粉絲專頁上的行銷定位是?行銷比重是多少? 

受訪者：哪個行銷比重?預算嗎?還是指? 

訪談者 : 都可以。 

受訪者：他預算極低，這也是我想所有的品牌及廠商都會選用facebook的原因，

因為他可以用很低的預算達到很高的效果，看你怎麼去經營他，去定位這樣子的

通路管道，所以我不董你說佔比是指說? 

訪談者 : 那還有在其他的社群網站經營嗎? 

受訪者：有，但我剛剛講過因為台灣人，台灣的市場比較集中，所以台灣人使用

facebook當作主要的社群網站是極高的，如果他只有一個，通常是只有facebook。

如果他有兩個，他一定會有一個是facebook。其實這個概念就是所有人在台灣使

用入口網站就一定是用雅虎，就是他的蒐尋引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這樣

子。而不是GOOGLE。所以你說佔比的部分其實我有點沒聽懂你的意思。 

訪談者 : 就是因為現在社群網站很多，所以想要問說就是專注在facebook就是

了? 

受:facebook一定是最大，那至於說....我覺得很難用佔比來回答這一題耶。 

訪談者 : 那除了facebook還有像是在噗浪阿或是其他的社群網站經營嗎? 

受訪者：我們有經營微博，因為我們有做大陸市場，在大陸的話微博的經營會比

facebook重要太多，因為facebook完全是一個死掉的東西在大陸，他是不能用的。

大陸的微博，其實我們有三個麻，騰訊微博、新浪微博，還有一個.... 

受訪者2：就是只要是他們的微型blog，我們都有開帳號。 

受訪者：那現在我們三個微博加起來已經有千萬名粉絲，超過千萬，所以在大陸

經營算是非常成功。所以你說有沒有經營？有!但是大陸的微博就之於台灣的

facebook，地位是一模一樣的，只是他會有幾個微博。 

訪談者 : 所以是依照地區性使用的習慣來做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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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 

訪談者 : 那主要的行銷策略在facebook上面是什麼呢?有什麼主要的方向嗎? 

受訪者：在facebook上面麻?那就是剛剛跟你說的行銷目的是一樣的阿。 

訪談者 : 喔....那有沒有什麼細節策略操作的部分? 

受訪者：我們是刻意避免在...因為我覺得facebook是一個社群網站裡面，大家並

不想要在裡面看到太多的銷售，所以我們盡量不把銷售這件事情放到facebook上，

銷售這件事情不是facebook的使命。所以你是意思是可以達成什麼樣的行銷目

的? 

訪談者 : 就是有什麼行銷的策略嗎? 

受訪者：沒有那麼大的想法，我們其實很簡單的就是剛剛講的那三個策略，那要

看哪一個耶，比如說操作老師的知名度及專業感這件事，那當然用議題去包裝他，

那如果你講說對品牌的認識這件事，那我覺得可以放入很多的活動，用故事的方

式去做包裝，所以都不一樣阿。 

訪談者 : 那會用facebook上面的應用程是去跟粉絲互動嗎? 

受訪者：會。 

訪談者 : 那主要是應用什麼樣的程式或是功能呢? 

受訪者2：比方說可能像是利用一些既有的抽獎平台，比方說像是好康HOT，跟

我們會定期舉辦活動。像之前有送過像是牛爾老師出國，我們就送參加的人當地

才有的美容品，就送給粉絲，就當作是互動交流，還有提升粉絲團熱度的一個方

式。這是最常使用的，那偶爾也蕙跟外面的廠商去做合作，就是做幾隻專屬我們

的app程式，像我們之前做了一次是用比較趣味的方式，像是地圖遊戲的方式，

就是有一隻小動物帶著使用者一關一關去玩，使用者可以用更活潑的方式去認識

我們的品牌的故事及背後的精神，而不是只是網頁上這樣一條一條看。 

訪談者 : 那在上面舉辦活動或是發文會去包裝商品訊息嗎? 

受訪者：這個要依情況而定耶，要看目的性，沒有辦法說會或不會去回答，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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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不會，因為我們有品牌、人、商品，所以有時候要看目的是什麼，如果是商品

規畫部份，那當然他會有商品訊息在裡面，那如果說是要包裝老師的，我們就不

會再去做商品的推銷。 

受訪者2：就是要回饋粉絲的，比方說會定期舉辦，像之前有一個投票的活動，

我們要號召粉絲投票，我們就拿了很多的品項要回饋粉絲，就不會在去硬要塞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之類的。或是之前我們也會定期舉辦說像是一個新的活動上市，

我們之前會先PO介紹文，有點像是鋪陳的感覺，後來系列上市後，我們就把整

個系列大概有五隻單品，我們就每個系列送個兩隻，就是給網友去抽，這個會在

簡介稍微帶一點點商品的訊息給他們，就要告訴粉絲說我們現在有這個東西上了，

你可以透過抽獎來免費拿到，用用看，那沒有拿到也沒有關係，我們之後還會有

不定期的活動。所以就算我們要帶商品資訊，我們也不會很重到讓你覺得我們就

是要賣你東西，因為他的本質就還是要送東西，就像是聖誕老公公一樣讓大家可

以體驗，讓大家可以覺得有趣。 

訪談者 : 那現在在facebook上有獲得什麼樣的成效嗎? 

受訪者：你是說粉絲人數還是? 

訪談者 : 那目的就是說想要推銷產品及認是牛爾老師麻，那在這兩方面有什麼

成效麻? 

受訪者：還有認識品牌。 

訪談者 : 那有比較具體的成效嗎? 

受訪者：除非我去做一個市調，不然我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除非說我做了某一

個活動前，對於牛爾老師的知名度有沒有達到效果，像這個問題，我也沒有辦法

回答你。品牌知名度有沒有因為這樣子而拓展，我相信是有的，所以你要從網路

上面的所謂的數據行為來解釋facebook有沒有效這件事，這我無法回答你。但是

我覺得經營facebook，就是所謂經營社群網站這件事，他本來就不能很單純用數

字來評估這件事，如果要用數字來回答這件事，我只能回答你說facebook導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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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官網的流量，每個月是有不斷在增加。 

訪談者 : 好。 

訪談者 : 那用來增加粉絲數的策略有包括那些嗎? 

受訪者2：一般來說，這也不算是用來增加粉絲數，就是我們每天有固定PO文的

更新，那這最主要是要連絡既有粉絲的感情連絡，希望他們可以每天養成看到我

們的資訊的習慣，那這個有沒有附加上增加粉絲上，我相信有，因為有些人覺得

這東西很有趣，他就會分享麻，那也會說不定拉了幾個朋友進來。那例行性的粉

絲曾家數是由我們每天每天的耕耘，那什麼都不做的話，每天增加數一定會有一

百以上，偶爾我們也會說為了專門增加粉絲數，甚至是facebook跟我們官網的結

合，去做一些導到會員這樣目的的活動，那這樣的活動做下去，粉絲增加的數一

定會比較高，那這就不是常態性了。 

訪談者 : 那有固定說一個月會舉辦幾個活動? 

受訪者：不一定。因為頻率太高，粉絲也會覺得煩，那頻率低，就沒有期待感。

所以這個非常不一定。 

訪談者 : 那發文呢? 

受訪者：每一天嗎?每一天大概一至兩則。至少兩則，那周間的話，會有三則到

四則，那如果是周末的話，大概是兩則左右。 

訪談者 : 那有想說如何刺激消費者在facebook上面發表意見嗎? 

受訪者：一樣阿，辦活動阿、送贈品阿，就是最直接的刺激方式阿，再來就是要

創造話題，造成別人的興趣，造成一種自然討論。 

訪談者 : 那有想說如何讓消費者常駐在粉絲專頁上面? 

受訪者2：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跟你講一個很保證的答案，因為其實我們

自己在操作的人都不知道，我們會固定PO一些保養的資訊，當然也有一些商品

的資訊，那也會有一些趣味的資訊，比如說笑話啦，或是一些溫馨感人的圖片之

類的，但是網友的反應都不會那麼的一定，你無法找到一個公式性的脈絡，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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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人，每個人都不一樣。 

受訪者：我覺得這個問題這樣回答你好了，你要去了解facebook的族群在哪，為

什麼要來，你就會知道如何讓他們留下。 

訪談者 : 那一開始有設定如何要跟他們溝通? 

受訪者：沒有，我剛剛講了，三個目的，他們是為了這三個目的來的，他們就會

為了這三個目的留下，那必須去思考的是他們為什麼會為牛爾來，他們想要知道

的是牛爾的什麼?這樣你就會去想，響了以後你就會隻道要怎麼去做這件事，那

如果他是為了品牌來，那品牌對他來說能夠提供的是什麼?那他是為了商品來，

那商品能夠提供他又是什麼，那就會去想說方法是哪些。 

訪談者 : 那在facebook在上面是以什麼樣的角色或是態度跟消費者互動? 

受訪者：態度跟角色，因為我們的粉絲專頁名稱叫做是全新牛爾naroko，所以我

們在裡面設定了一個角色叫做KOKO醬，那他就有點像是老師隨身的小幫手之類

的，所以他可以做很多的側寫，老師的側寫也好，品牌活動的側寫也好，商品的

側寫也好，用這樣子的角色跟消費者做互動。 

訪談者 : 那互動的類型有那些?比如說以朋友的語氣嗎? 

受訪者：是，是老師貼身小秘書的語氣來告訴大家的語氣。 

訪談者 : 那在facebook上進行行銷跟過去進行行銷有什麼差異嗎? 

受訪者：過去行銷種類太多，所以我要回到一開始跟你說的，我們設定facebook

不是一個是要立即看到業績的管道，我只能跟你說在facebook上造成的好感度及

討論度是比較高的，我打廣告一定會看到結論嗎?不知道。除非我一個一個去問

網友，你為什麼到我的網站來，我的流量是怎麼進來，我指的是搜索的，是自然

搜索的還是直接進來的，還是透過我的banner廣告進來的，所以我才回到剛剛那

個答案，我只能告訴你facebook幫我導入多少流量，那這個流量是每個月在增加

的，可是至於你說在facebook半了什麼行銷活動，我必須要實際很明白的告訴你，

我剛剛一直告訴你只有商品和品牌才有少部分的活動在裡面，不然這個網站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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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naruko的網站而不是牛爾的naruko，我沒有辦太多的活動在裡面是可以看到

實際成效的，因為在這裡要經營的是愛老師愛品牌的族群，而不是賣商品的族

群。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上會張貼哪些類型的訊息嗎? 

受訪者：就是剛剛分那三類阿，品牌、老師、商品。老師的也可以有很多阿，老

師的人、老師的事、老師的工作、老師的喜好，各種都可以發表，品牌的部分也

是阿，品牌的新的訊息，品牌正在做的活動、品牌辦的記者會，這些都可以阿。

那商品就不用說了，就是繞著商品轉。 

訪談者 : 那消費者的發文或問題會回答嗎? 

受訪者：會阿。 

訪談者 : 那回答是有什麼依據?有挑選嗎? 

受訪者2：基本是有問必答，除非他真的是來找碴，會讓他自己先去冷靜一下。

就算他今天是來對我們有一些什麼建議，或是他不滿或是批評，我們還是會就是

很和緩的告訴他，比如說他用法上的錯誤還是什麼的，他的批評指教我們都會接

受，我們都會回覆。 

訪談者 : 那如果是提到比較負面的訊息? 

受訪者：一樣會答，為什麼不答?提出負面的批評就代表他有想法阿，有時候負

面的批評對我們來說是進步的動力，所以一定答。越是負面越答。 

訪談者 : 那如何讓消費者能信任在粉絲專頁的活動或是發文?因為在社群網站

上面，信任感是很重要的的一個因素，就是會讓消費者會留在這個粉絲專頁上面，

那我想說有沒有實際操作的案例或是策略，是可以讓消費者跟企業建立信任感。 

受訪者：我覺得這是長期的事情耶，信任感不會是一次，他是長期累積出來的口

碑，或是長期累積出來的一個感覺，那感覺是很主觀的，所以我只能跟你說那是

一直不斷在操作的事情，我們沒有特定做出一個什麼活動是要建立信任感，可是

信任感打破很容易，我一次不喜歡你，我就不喜歡你了，我就直接退出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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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跟你說長期一直在經營的事情。 

訪談者 : 那有如河說鼓勵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互相討論? 

受訪者：沒有耶。目前還沒有到這一步。我們還沒有在裡面做一個討論區的大規

畫。 

訪談者 : 那有如何讓消費者覺得他在這個粉絲專頁上是一份子?如何操作? 

受訪者：沒有，因為我剛剛講過我們這個粉絲專頁叫是全新牛爾NARUKO，他

不是一個單一的東西，他不是7-11一家店，他不是愛迪達一個品牌，我們在裡面

有操作人、商品、品牌，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我們是盡量想要擺脫太嚴重的商業

訊息。 

訪談者 : 那在牛爾這個粉絲專頁粉絲數很多，就是有14萬之多，如何去一一照

顧這麼多粉絲的問題? 

受訪者：我們幾乎有問必答的方式。 

訪談者 : 整體的行銷策略? 

受訪者2：我們會有年度計畫，我們希望能在這一季或這一年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我們並不會說什麼樣怎麼樣，因為他還是要遵循整個公司品牌的規畫去走，那網

路行銷的部分，我們還有很多部份需要去配合的，那facebook是其中一塊這樣子，

那目前公司是希望將facebook當成是支持者做比較情感上的溝通，所以無法跟你

說這個平台為我們帶來多少業績，多少什麼，我們經營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這個。 

訪談者 : 在上面就是一個人員，就是您在操作這樣嗎? 

訪談者 : 那問題的解決是您個人還是還要去問同事? 

受訪者2：公司基本上同事都在嘛，所以問題基本上就是會當天回答，就是至少

上班的時間會回完我上班看到的所有問題，那如果說周末的話會等上班再回答，

所以你有什麼不懂的問題，可以當下就問同事就回答。 

訪談者 : 所以就是看到馬上回。 

訪談者 : 那與消費者的互動，有特別想說要怎麼跟他們對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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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2：基本上我們不會以一個太嚴肅的角色去跟消費者溝通，因為facebook

本來就是一個大家會覺得是交朋友，比較友善的環境，我們會盡量以一種我跟你

好像朋友的感覺，在不管回答的用詞還是什麼，會盡量不要太官腔，但是也不會

到太親近，很逾矩的感覺，就是維持一種比較軟性的態度去回答消費者問題，因

為其實我相信要在網路上面發問還是需要一定的勇氣啦，所以不管我們的問題是

簡單的或是比較專業性，像是症狀或是什麼的，只要你來問，我們就會以一個很

友善的態度去回答你。那你問就一定希望得到解答，那我們會希望不要讓消費者

覺得你問了一個很笨的問題或是他們不該這麼問，我們一直是很歡迎大家來問我

們問題，就是我們一直就想要塑造一個討論、發問，教學相長，大家可以一起越

來越漂亮的感覺，這也是牛爾老師某方面的想法拉，他想要把美麗帶給大家。所

以我們不會特地說要用什麼樣的態度或是方式去跟他們應對，其實只要尊重他們

就好啦。 

訪談者 : 主要在網路行銷的部分就是注重在facebook上面? 

受訪者2：當然不只，網路行銷的範圍太大，比如說像是官網最主要的銷售，或

是其他通路平台的銷售，比方說我們現在有在雅虎的購物中心，還有就是一些口

碑方面的監控，還有剛剛提到的中國的微博，所以其實網路行銷的部份包含的面

向很多，不會最主要在facebook，facebook可能也不是現在大部分公司最主要砸

的一塊，我在猜想是這樣，但他絕對不可以忽視，就是可能你去問其他公司，他

們也不可能是花費最多的管道。 

訪談者 :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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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企業端 樂天台灣市場 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劉芃菲  

二、職稱：樂天市場台灣編成組 

三、受訪日期：2011 年 11 月 14 日 

四、受訪地點：樂天台灣市場辦公大樓 

 

訪談者 : 想要請問一下貴公司為什麼想要使用Facebook當行銷管道? 

受訪者 : 呃，一開始並沒有把他當成一個行銷的模式在操作，一開始只是想要

把它當作跟粉絲或是會員的一個互動，因為以電子商務平台來說，樂天在branding

或是在使用率上面，可能沒有辦法像入口網站一樣有這麼大的流量，所以我們想

要透過一種話題的方式去做傳播，用話題行銷的方式去加強大家對樂天這個品牌

的印象。 

訪談者 : 那Facebook在總行銷的比例算多少啊?就是這一個管道? 

受訪者 : 你是指他的流量還是收入? 

訪談者 :就是他行銷的比例? 

受訪者 : 就是放資源嗎? 

訪談者 : 對。 

受訪者 : 呃，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資源在這邊，就是人員上面的操作。那比較

特別的是比如說大型活動的時候，會撥一定的行銷預算進來。可能目的在衝粉絲

阿或是做一些活動，這個時候才會特別撥預算在這一塊。 

訪談者 : 恩，那公司主要要進行網路行銷這個部份嗎?就是在Facebook上面還有

其他的平台嗎? 

受訪者 : 呃，你是指廣告曝光嗎?因為行銷的預算多在廣告曝光上，那廣告曝光

在網路，我們一直都有在做。 



 
 

144 
 

訪談者 : 那Facebook在裡面是占? 

受訪者 : 很少。 

訪談者 : 主要就是人員投入操作這樣子? 

受訪者 : 對。 

訪談者 : 那除了facebook平台，還會去哪個社群網站做行銷嗎? 

受訪者 : 社群網站喔，現在有一些平台，第三方程式，其實是跟facebook的機制

做結合的，這些，某些我們會去做選擇拉。 

訪談者 : 那目前就是有牽扯到那個應用程式才會做嗎? 

受訪者 : 對，如果有牽扯到外界的應用程式才會借用她們的平台去做活動啦。 

訪談者 : 那主要的社群網站還是用facebook就是了? 

受訪者 : 對，一定都還是以facebook做主軸，其他的社群有些像是互動式的網站，

像是babyhome或是fashiongaurd，這些比較多的方式是曝光廣告訊息，那他們本

身有在操作facebook的話，可能就會有facebook的訊息曝光。所以你說其他的社

群網站，主要還是以facebook為主，再來就是噗浪拉，噗浪我們也有在經營，目

前看來還是facebook為主。 

訪談者 : 噗浪經營就是告訴訊息嗎? 

受訪者 : 只是訊息曝光，因為噗浪的機制並沒有辦法在上面操作一些活動，他

的互動性其實頂多就是你的訊息被看見，就僅只於這樣。 

訪談者 : 因為facebook平台有很多功能嘛，那有因應facebook這樣子的特性去操

作行銷策略嗎? 

受訪者 : 如果你講的應用程式是用app的話，樂天目前是沒有這樣操作的，但是

以統一集團像是你看到的uniqlo，他們有特地為了某個檔次的行銷活動去開發應

用程式，那個需要很大一筆行銷預算才有辦法去操作這個，那以樂天目前的狀況

來看是沒有。 

訪談者 : 那在上面主要是發布活動?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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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我們會有自己的活動，但是那個活動形式阿，不算是應用程式，不算

是一個另外開發出來的程式，我們會利用一些抽獎的機制，或是粉絲按讚的機制，

那些機制其實只是程式端，我們把這些程式碼嵌在我們活動頁面裡面，透過這樣

的方式去曝光這個活動頁面，在facebook上或是在第三方程式上面做廣告的曝光。

但是他的玩法還是圍繞著facebook，比如說按讚阿，加入粉絲阿，頂多就是這樣

子。 

訪談者 : 有主要用什麼行銷策略在跟粉絲做互動嗎? 

受訪者 : 以樂天，我們其實沒有耶，我們主要是加強大家對樂天的印象，然後

固定去PO一些商品的好康，就比如說一些促銷的東西阿，或是一些贈品阿，或

者是我們定期會做的粉絲抽獎，那粉絲抽獎形式就會很多種，有我們自己店家的

商品，美食的商品，或是說有送電影票給我們的粉絲，只要他加入粉絲就可以去

做這些抽獎。 

訪談者 : 那在發文或是舉辦活動會包裝商品的訊息嗎? 

受訪者 : 會，一定會，我們所有曝光的訊息，只要是牽扯到商品的，或是牽扯

到價格的，或是我們希望他是促銷的，我們都一定會經過編排，包括文字的邊排

或是圖片的編排。 

訪談者 : 那主要的原則是什麼呢? 

受訪者 : 原則很難界定耶，這原則其實要看行銷人員在做行銷的時候怎麼去擴

大他的優點，主要界定上我們會特別挑選商品，或者是現在時節當季的商品，大

致上這兩種東西，粉絲在傳閱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訪談者 : 那有想說要怎麼跟樂天市場做扣連嗎? 

受訪者 : 一定會阿，在曝光商品的時候一定會加入我們自己的連結，或是搜尋

的連結。那如果說我們是曝光單品，我們就會把連結曝光在我們的ITEM PAGE，

那如果說是我們的活動形式，我們就會把他導到我們的活動頁面。 

訪談者 : 那在facebook進行行銷到現在，有獲得什麼樣的成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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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成效喔，目前來看的確是成功幫我們導入滿多流量到我們的主網站，

那你說他可以實際造成多少的轉換，就是營收方面，以在操作facebook方面，樂

天的目標還是可以進來比較多的流量。 

訪談者 : 那主要用來增加粉絲術的策略有那些呢? 

受訪者 : 呃，就像剛剛看到的免費的抽獎，這是頻繁會在做的，那另外增加粉

絲數，像我們之前會，從十幾萬要到二十萬的時候，我們會做一些大型的活動，

那這些活動也是做出一個頁面，大家只要加入粉絲，我們就抽比較大的獎品，所

以增加粉絲策略還是以免費抽獎為主。 

訪談者 : 你還記得是什麼樣的活動嗎?你可以稍微就是講一下? 

受訪者 : 我們那時候有三到四種禮物，最大的禮物就是有抽到APPLE的筆電，

像是xbox、相機等等，我們會針對門檻，像是我們要從十五萬到二十萬，會抽什

麼樣的獎品，二十萬到二十二萬要抽什麼樣的產品，所以活動的型式內容是這樣

子，透過那次比較大的抽獎活動，有進來不少的粉絲。 

訪談者 : 活動就是很明白告訴粉絲說幫忙衝粉絲數這樣子? 

受訪者 : 對。 

訪談者 : 那有怎麼想說要刺激粉絲在粉絲專頁發表意見? 

受訪者 :  facebook最近有在做改版拉，會針對有做互動的，有留言的，他會有

互動率，然後再來就是他有一個被轉貼率，那透過這兩個互動率及被轉貼率，其

實對網站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這就是所謂的互動率跟回應率，那在這樣的操作

上面，你要去刺激互動率，多半的主題是有讓人家想要去回應的，就比如說你po

訊息的內容須要透過一些包裝，或是你今天po的那些商品要是特定的商品，讓人

家有想要回應的動機，多半是訊息上面的調整，訊息上面的撰寫，你可能要用什

麼樣的方式，讓人家想要跟你做回應。 

訪談者 : 那如果就樂天市場實際操作有什麼樣的例子嗎? 

受訪者 : 實際操作喔，我們之前做過一種就是那時候很流行的電視劇，然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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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劇要完結篇的時候，我們的編輯就在facebook上面留言說你們不要再進樂天市

場做搜尋了，這個什麼什麼東西根本沒有賣，然後下面帶我們公司的連結，就是

樂天的網址，那這個東西在樂天上的確沒有賣，可是他還是造成了很多的互動，

所以一個話題怎麼去操作怎麼去包裝怎麼去讓這個關連性連結在一起，是一種技

巧啦，一種方式。 

訪談者 : 有想說要怎麼讓消費者不只來一次，可以持續的關注這個頁面? 

受訪者 : 恩，持續關注喔，其實還是看你在facebook上怎麼經營拉，有某些

facebook的活動，他操作的非常頻繁，在粉絲退出率上可能就會有點高，所以我

們在操作上面，我們會根據一個原則，廣告類的訊息，就比如像是促銷商品類的

訊息，我們一天不操作一至兩則，我們每天曝光的訊息不超過四則。除非一些特

殊的情形，因為社群有時候是這樣啦，如果你po太多，你就會變成是干擾他們，

所以你要跟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又不能讓他們忘記你，這是我們目前在操

作上面的。 

訪談者 : 在粉絲團的頁面上面，是用什麼樣的態度，就是用什麼樣的角色在跟

粉絲做互動? 

受訪者 : 樂天有一個幸運的LUCKY  小熊，所以有時候會是小熊的對話，那有

的時候是我們自己編輯，操作人員的對話。所以角色上面大概就是兩種，一種就

是編輯、一種就是小熊。 

訪談者 : 那主要跟消費者的互動有哪些啊?就是在facebook上面? 

受訪者 : 應該是分兩種，一種是活動類的互動跟訊息類的互動，那訊息就是看

我們今天po怎麼樣的訊息，消費者有沒有想要回應，那活動就是今天來參加這個

抽獎，抽獎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希望他們做一些留言。 

訪談者 : 通常po文使用什麼樣的語氣來行銷？是官方權威、一般朋友或其他？ 

受訪者 : 朋友。 

訪談者 : 為什麼選擇這樣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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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因為我們是一個有互動的facebook。 

訪談者 : 在facebook進行行銷跟過往在網路行銷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受訪者 : 恩，facebook是一個有互動的行銷，以我們在操作facebook上面的，某

些企業在facebook操作上面，他只曝光訊息，他不回應的。但是樂天是會回應的，

我們會回應，我們會聽消費者的聲音，他會透過這個平台去跟這個商城做聯繫。

我覺得樂天在經營社群上比較有名是因為我們有重視消費者的聲音。所以只要是

他們在facebook上面留言，我們都會處理。 

訪談者 : 那消費者的發文或問題會回應嗎? 

受訪者 : 會回應。 

訪談者 : 那回應的頻率是? 

受訪者 : 基本上是百分百回應，只要是他是發出樂天的問題，可能是訂單或是

購物，可能是商品，只要是關於我們的問題，我們都會回應。 

訪談者 : 就是小編只要看到就會回應。 

受訪者 : 對。 

訪談者 : 所以主要是有一個人在負責操控? 

受訪者 : 對，會有一個人。專門看facebook上面的訊息，跟專門po文。 

訪談者 : 那他回應的時候還需要跟上司或是別人做溝通嗎? 

受訪者 : 要看問題的內容，如果問題的內容是牽扯到訂單，因為訂單有時候，

因為我們樂天的商城是b2B2c，所以訂單的問題會回去問店家，我們就會先尋求

負責這個店家的人員去詢問這個店家的狀況是如何，那如果是商品類的問題，編

輯就可以自己做回應。就比如說你們有沒有什麼商品阿，或是這個商品是什麼什

麼?有沒有免運阿，這種我們在頁面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出答案的，我們就會直接

處理。那如果說是必須要有訂單去詢問到店家，就是我們會去找答案啦，再去做

回應，所以我們通常就是第一時間告訴消費者說我們幫你處理，之後再告訴他們

答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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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張貼訊息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原則嗎?或是有什麼特別的考量? 

受訪者 : 有拉，facebook上面有一些規範拉，比如說暴力的不行，色情的不行，

這些很基本的絕對不行，或比如說他不是假的，比如說名牌包包，可是他是假的，

但是他標榜的是真的，我們就不會，因為其實facebook是我們在操作，雖然我們

曝光的商品是店家的，但是我們也是會針對我們曝光的商品做第一輪的把關。 

訪談者 : 那主要曝光的訊息還是以商品為主嗎? 

受訪者 : 以商品為主，那畢竟我們還是有商業行為的平台嘛，所以我們還是會

以商品為主，那但是有一些互動的，像是有趣的影片或是有趣的圖片，我們會去

做分享。 

訪談者 : 那這個目的是? 

受訪者 : 就是一個訊息的分享。所以你有多元化的訊息，你會把妳的粉絲叫出

來，你頻繁在po商品訊息的時候，對這個商品訊息沒興趣的粉絲就不會來做任何

回應，他也不會來按讚，可是我們今天po的東西是有趣的，那可能就會造成不小

的回應。就是在佔比上面，我們不會讓他百分百都是行銷行為。 

訪談者 : 那粉絲在塗鴉牆上面po了一些抱怨或是負面的消息，會如何去做回應? 

受訪者 : 主要是看它訊息內容啦，如果他訊息內容是訂單問題，我們就會趕快

去做處理，或是一些客訴的問題，店家抱怨阿或是商品抱怨，我們會去做處理，

但如果是一些廣告訊息或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我們可能就不予理會。 

訪談者 : 會刪除嗎?還是會讓他繼續留在頁面上? 

受訪者 : acebook有一個機制是粉絲或是其他的人留的訊息是不會停留在我們的

塗鴉牆上面，你造訪到我們的粉絲團中是看不到其他的訊息。 

訪談者 : 如果他是直接提到樂天比較負面的，可是跟訂單也沒有關係，也不是

廣告，就是負面消息，這樣子會回應嘛? 

受訪者 : 應該是不會回應，因為我們無從回應起阿，不知道他的抱怨來源是什

麼，如果我知道他的抱怨來源是什麼的話，會去關切這件事情。但是沒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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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發生過，經營到現在。 

訪談者 : 那如何控制發言的質量呢? 

受訪者 : 沒有辦法控制。 

訪談者 : 我說貴公司自己。 

受訪者 : 我們自己喔，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有一定的數字數目，每天固定的

數量，再來所有的文案都壹定要經過潤飾，經過包裝，所以大部分就是用這樣的

方式。 

訪談者 : 那有常發布活動嗎? 

受訪者 : 呃，粉絲活動嘛?粉絲活動基本上一個月會有兩三檔，如果多的話，會

超過這個數字，但基本上一個月一定都會有一至兩檔的粉絲活動。 

訪談者 : 主要就是衝粉絲量嗎? 

受:主要就是要衝粉絲量及粉絲的黏著度。 

訪談者 : 那在經營的過程中，如何讓消費者信任公司發表的言論呢? 

受訪者 : 恩，這個需要時間啦，就是你還是要花時間去跟他們培養感情，就比

如說有客訴一定處理，有問題一定回覆，這是我們在操作FACEBOOK的方式拉，

但是其他平台有些就單純曝光訊息就還好。 

訪談者 : 那有怎麼樣鼓勵消費者發言嗎? 

受訪者 : 沒有耶，都是自發性，就是看我今天內文po的方式是什麼，大家自發

性，讓他們自己回。 

訪談者 : 有如何讓消費者感覺到他們在粉絲專頁是其中的一份子的感覺? 

受訪者 : 恩，這個很難經營啦，這個多半是他有出聲，他的聲音會被我們聽見，

只能這樣了。因為其實粉絲團非常多，他按你一個讚非常容易，他不一定對你有

百分百的忠誠度，所以舉個例子來說，他按我們樂天市場的讚，他也有可能去按

了雅虎購物中心的讚，他按了7-11的讚，他按了星巴克的讚，但是不一定這些粉

絲團po出來的訊息，粉絲全部都買單啦，他們還是會透過自己的喜好去做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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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訊息的接收度上面，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po訊息的時候，我們不一定是要他買

單，我們只是要讓他之到這個訊息，比如說統一獅封王的時候，我們po出一個訊

息是因為統一獅封王了，我們統一集團有幾天有什麼樣相關的折扣，他不一定是

真的po出一個折扣是21世紀現在炸雞多少錢這樣子，他不一定真的會去，可是他

會知道這個訊息，他有可能就會分享這個訊息給他的朋友，所以這個就是粉絲社

群在傳播上面會被看中的原因，即使他自己不消費，不到店，不造訪，但是他有

可能把你這個訊息分享出去，在他自己的塗鴉牆上面，所以他的朋友就會看到這

個訊息，那他的朋友就有可能會去，所以這個是樹枝狀的分布的傳播方式。 

訪談者 : 那樂天市場的粉絲數就還滿多的，有超過20萬，那如何去照顧到消費

者的發言，因為如果人數太多，有覺得無法一對一互動的感覺嗎? 

受訪者 : 恩，這個沒有困擾阿，粉絲數今天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其實是一樣的

操作方式，因為很多粉絲都是潛水族啦，但是真正頻繁造訪你的粉絲團的可能百

分之四十，那百分之四時會出來真正跟你互動留言又非常少，所以在培養感情上

面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訪談者 : 那在使用粉絲專頁這個行銷上有什麼整體的目標嗎? 

受訪者 : 以我們的公司來說的話，我們的目標會是流量，要的是社群的傳播力

量，他傳出去後，他有可能傳達到的消費者是沒有接收到樂天任何資訊的，但是

他透過他的朋友接收到樂天的資訊，所以我們看重的是流量。 

訪談者 : 那有什麼主要的行銷策略在上面嗎? 

受訪者 : 我們還是做互動。 

訪談者 : 那我們訪問就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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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企業端 蘋果日報 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要求匿名 

二、職稱：要求不公開 

三、受訪日期：2011 年 12 月 15 日 

四、受訪地點：壹電視辦公大樓 

 

訪談者 : 為什麼貴公司會想要選擇Facebook當作社群行銷的管道? 

受訪者 : 應該是說各個社群網站我們都有touch到，不只是FB，像是噗浪或是新

浪微博或是G+，我們都有，就是台灣讀者比較常用的社群平台，我們都有用到，

那FB的話就是以目前台灣消費者的使用習慣，FB是主打啦。對阿。就是大家一

天到晚就是泡在上面，所以就是會把精力比較多放在FB這邊。 

訪談者 : 那在FB社粉絲專頁有什麼目標嗎? 

受訪者 : 目標阿，應該是說蘋果本來就是一個走讀者路線的報紙，以平面來說，

我們都是以讀者為出發點，那在報導的方面，也會比較想要貼近讀者想要的東西，

以讀者取向，那如果今天有一個這樣的社群平台的話，那我們就是等於是我們進

一步接觸讀者，就只是單純一個這樣的目的，那以行銷策略這一方面，當然是說

可以把我們的新聞給更多人看到，因為畢竟現在大家的方式都是，怎麼講，就是

你不太可能會去一個新聞網站去找新聞，那今天一個粉絲團推薦給你什麼樣的新

聞，你就去看這樣的新聞，所以用FB就是一個必定的趨勢吧。 

訪談者 : 那所以說是把蘋果日報這個粉絲團就是放在說跟讀者互動這樣子? 

受訪者 : 對，可以這麼說，等於就是我們跟讀者最近的一個平台，因為不管是

報導，讀者有意見也可以在留言裡面反應，那我們有最新的一些像是APP上架阿，

或是一些新的排版，我們都會在第一時間用FB告訴大家。 

訪談者 : 那在FB進行行銷有佔公司的網路行銷的比重多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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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恩，佔多少，你是說數字嗎? 

訪談者 : 例如說像是人力阿或是預算? 

受訪者 : 這應該不太能量化，就是說我們全部的社群，就是這一組人在經營的。

所以沒有針對FB再特別拉出幾個人來運作，那這組人有多少就比較不方便透

露。 

訪談者 : 在FB上進行行銷跟G+或是噗浪這些社群平台上操作起來有什麼差異

感嗎? 

受訪者 : 應該最大的就是讀者回應的頻率吧，因為相對的在其他的平台上，我

們的粉絲數都算多的，但是在FB上三十幾萬的人數的確是不容小覷的，那包括

說隨便一篇報導貼出去，都會有很多人回響，很多人回應，其實幾個平台互動的

方式都差不多拉，只是說FB跟我們回應的數量會是最多。 

訪談者 : 為什麼會有感覺這樣的差異呢? 

受訪者 : 留言數阿、按讚的次數，這些都是比較可以量化的數據，或像現在包

括說你轉分享的次數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多少人感興趣阿，或

是就是在這個同時今天讀者喜歡怎麼樣的新聞。那在噗浪及G+，它同樣也有分

享的功能，可是真的是你人越少，分享的次數也會越小，所以就是那個感覺就不

會有FB那麼明顯。 

訪談者 : 那有因應FB這個平台去設計一些行銷策略嗎?或是活動? 

受訪者 : 好像沒有特別因應它的特性吧，應該是說像之前比較用心的活動，我

們之前要衝30萬粉絲的活動拉，包括說我們真的有請公司提供一些比較好的獎品，

比較能吸引大家願意來幫我們按讚，像說你從7-11或是其他的一些粉絲團，你可

以看得出來獎品是會最吸引受眾就是讀者的，大家就是因為你提供的東西不錯阿，

會給你不錯的回應，但是音為本公司的經費沒有那麼多，所以類似的活動都會有，

只是我們除了4s比較大獎之外，也會提供一些小獎，讓得到的獎品的人可以多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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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在粉絲團都是發布什麼樣的新聞呢? 

受訪者 : 我們會以幾種取向拉，第一個當然是生活面的新聞，就是跟大家比較

息息相關的，再來就是娛樂阿、趣味性的，國際的一些趣聞，讓大家可以引起興

趣的新聞拉，那當然就是重要的絕對不會遺漏，還有包括一些大事情，絕對就是

會在第一時間發布。 

訪談者 : 那發文阿或是舉辦活動的包裝有什麼原則嗎? 

受訪者 : 原則，恩，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則耶，如果你有在蘋果粉絲團發洛我們

的新聞的話，應該可以感覺到說我們就是想要打造一個平易近人的形象，就是其

實所有的編輯，我們就是以一個朋友的角度，來報這則新聞，所以有的時候會比

較KUSO阿，或是就是有時候會讓大家覺得說你就會自己從嘴巴裡講出來的話，

那我們來幫大家講，所以就會比較能引起共鳴，那也沒有什麼原則拉。 

訪談者 : 那成立到現在有什麼成效嗎? 

受訪者 : 很明顯就是粉絲數，它目前就還滿平緩的成長的，到目前都還是不斷

有新的粉絲成員加入。那當然有一部分網站的流量都是從粉絲團帶過來的。 

訪談者 : 那之前在操作策略的時候，有什麼是特別引起粉絲的回應或是按讚什

麼的? 

受訪者 :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策略，我們就是用心去PO這個新聞的，我們不會

像其他的粉絲團，就是說今天就是丟一則新聞給你，用一種想要成為大家的朋友，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我今天想要知道什麼樣的新聞，我可以去蘋果的粉絲團看看阿，

就是很好笑很有趣很重要什麼的。 

訪談者 : 有想說怎麼樣增加粉絲數嗎? 

受訪者 : 沒有想說要快速增加拉，就是穩固好現在的粉絲，畢竟我們是一個新

聞媒體，那新聞媒體它的產品就是新聞報導阿，當你的報導越吸引人的時候，就

會越吸引粉絲會想要點進去看阿，甚至分享給朋友阿。 

訪談者 : 那有想刺激粉絲在粉絲團上發表意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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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它比較可能是從OS那邊下首，像是有時候我們會提出一個意見，讓大

家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阿，可能不是以肯定的話來講，可能就是說妳們是從什麼

角度看到這個事件?你們覺得它的主藝好不好?就是當你的結尾是問號的時候，粉

絲就會開始覺得我覺得怎樣~~ 

訪談者 : 那有想說怎麼樣讓粉絲長期關注蘋果的粉絲團? 

受訪者 : 因為這是一個網路的世界，所以其實說真的，你沒有辦法去要求說今

天讀者一定要待在你的粉絲團，因為大家有很多的選擇權利。那今天有讀者在報

導裡面留言，我們就是會在第一時間回覆，幫她處理，如果粉絲很大一部份喜歡

我們的粉絲團，是因為感覺小編不只是個機器人而已，它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它會跟你互動講話開玩笑，可能有些問題你在這邊反應，會立刻得到解決。 

訪談者 : 那設定小編是以什麼樣的角色或是態度跟消費者互動? 

受訪者 : 我們當然是盡量以一個朋友的角度出發，所以除了像是新聞之外，我

們還會分享一些有趣的影片圖片阿，就是覺得說這個粉絲團就是有時候新聞不見

得那麼嚴肅，那這個粉絲團就是提供大家一個交友的地方，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見，

我們都會虛心的接納這樣。 

訪談者 : 在FB上進行行銷跟過往廣告有什麼差別嗎? 

受訪者 : 我們在FB上面阿，我們是以一個朋友的角度出發，我們會假設我今天

是讀者，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東西，以及我不希望看到什麼樣的東西，所以像是

一些廣告的訊息我們是絕對不會PO的，就是縱使說有廠商要跟我們合作，就像

是之前有家電影公司有想要跟我們合作，那我們是站在一個它今天是有提供免費

的電影票給大家，這些東西是大家喜歡的，所以我們才會讓他露出，完全是站在

今天讀者是可以拿好康的一個角度去做所謂的行銷什麼的。 

訪談者 : 讀者的發文或問題會回應嗎? 

受訪者 : 會阿，就是我們比較會回應的主要就是針對新聞內容的部分，比如說

讀者說今天新聞哪裡有錯字阿，你們今天這樣報導這個地方是不對的，那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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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定時的去看這些留言，會第一時間反應給即時新聞阿或是日報新聞的一些同

事，就跟它們反應，需不需要改正什麼的，有時候一些手機IPAD讀者的發問，

我們也會在第一時間回應他。 

訪談者 : 那負責FB這個平台是只有一個人嗎?還是大家輪流? 

受訪者 : 大家輪流。 

訪談者 : 所以是大家一起操控這些社群平台的? 

受訪者 : 對。 

訪談者 : 那除了新聞外還會接一些有趣的圖片，PO這些圖片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嗎? 

受訪者 : 單純想讓大家笑一笑阿，因為我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相信大家一定也

會有共鳴，那這樣的東西就是好朋友與好朋友分享，就是這樣一個心態。 

訪談者 : 那粉絲提到比較負面的消息會怎麼樣回應嗎? 

受訪者 : 基本上負面的消息的話，一件事情有正反兩面，大家看事情的角度不

一樣，有的時候我們只是想要展現一下小幽默，可能大家覺得我們這個玩笑開得

有點過頭了，就是被罵得很厲害，基本上我們是視情況回應，如果說今天我們在

PO的時候思考得沒有那麼周全，我們會重新PO一篇道歉文，就跟大家說不好意

思，我們疏忽了一些東西，通常大家就不會一直罵了，我們就是會第一時間跟大

家表示我們的歉意，就是我們一貫採取的方式，那有些讀者針對新聞內容的部分，

說怎麼可以這樣報導阿，這樣寫不對阿，那這些不完全是我們可以操控的，我們

會反映給相關的單位，今天讀者有這樣的想法及意見，由他們來決定要做甚麼樣

的調整還是說要撤掉新聞。 

訪談者 : 那現在粉絲數累積到三十萬真的滿多的，可以請問一下如何累積到這

麼多粉絲的? 

受訪者 : 就是經年累月，也講不出什麼撇步，就是說我們目前PO的方式就是大

概八九點開始，就會開始PO文，每三四十分鐘就會PO一篇，一直到凌晨都還會



 
 

157 
 

有人在服務大家，所以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間空襠的時間大概只有四五小時不到，

等於是說你PO的文章越多，看到的人愈多，影響的範圍也會越大，可能你看到

朋友轉貼蘋果的新聞，才會發現原來蘋果有粉絲團，之前怎麼都會不知道，可能

就會按讚了。像我們的假日也是會PO文，甚至是來公司PO阿。 

訪談者 : 那之前有30萬粉絲抽IPHONE，那這個目的也是要衝粉絲數嗎?還是? 

受訪者 : 應該是說他算是一個指標吧，以我們每天粉絲增加的情況，我們大概

可以知道說甚麼時候會到30萬，可是一方面真的為了感謝粉絲，藉機用這樣的活

動，選擇了比之前預期的時間，提前幾天，希望這天到了後可以把大獎送出去，

其實單純感謝粉絲鼓勵。 

訪談者 : 那之前要破20萬就這樣做嗎? 

受訪者 : 好像沒有耶，真的因為FB還滿火熱的，等於我們也是越來越重視FB這

一塊。 

訪談者 : 一天大概會發幾則文呢? 

受訪者 : 平均大概，以平常的日子來算一天都有二五篇到三五篇左右，假日的

時間就會拉得比較長一點，大概是一個小時PO一篇。 

訪談者 : 那有想說如何讓消費者看粉絲專頁產生忠誠度? 

受訪者 : 我覺得應該是回應吧，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期望說我今天的意見都可以

被大家看到，特別是我們今天是隱藏在幕後的人物，所以有時候我們適當的回應，

大家都會滿開心的，所以我們會不定時的跟大家回應阿互動阿，讓粉絲覺得今天

在蘋果日報粉絲專頁還滿好玩的，所以真的有滿大一群粉絲會固定上來，每天就

是非常準時的來報到，每一則新聞都還給你按讚阿，每一則新聞下面都會留言阿，

他們真的就像是朋友一樣。 

訪談者 : 那如何消費者信任發文阿或是活動? 

受訪者 : 粉絲專頁就是站在跟報紙一樣的角度，我們今天敢PO出來，我們就是

做一個負責的態度，就是如果報導有錯，我們一定會立刻刪掉，基本上一定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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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過才會PO上去，所以大家比較信任蘋果的地方，就是蘋果比較敢講，比較敢

把真實的東西告訴大家，那其他方面的地方的信任，我覺得是經年累月的觀察，

我們答應大家的事情就一定會做到，像今天讀者希望我們幫忙的東西，我們就會

立刻跟讀者說我們幫你處理，就是這樣一些小動作，可能讓大家覺得我今天是被

受重視的，蘋果日報是很用心在經營粉絲團的，長期在粉絲團玩的粉絲應該都能

發現啦。 

訪談者 : 那有鼓勵說消費者在粉絲專頁上跟小編或是其他網友互動? 

受訪者 : 當然非常贊成阿，就是我相信可能一些網友，它們常來蘋果日報粉絲

專團留言，他們都會覺得自己好像朋友一樣，因為這些名字就是常常看見阿，大

家都會互相討論阿，大家就是在網路世界上的另外一個好朋友。 

訪談者 : 就蘋果粉絲團粉絲數很多，有想說如何可以一一照顧到粉絲? 

受訪者 : 我們就是盡心盡力的服務大家，說真的拉，像之前三十萬的活動，我

們還算是拿出滿多項產品，像是IPHONE等等，就是希望說願意來參加活動的粉

絲都能夠縱使只是拿到一個小小的獎也能夠很開心。 

訪談者 : 那在操作粉絲專頁的時候主要就是發布新聞嗎? 

受訪者 : 當然因為它就是蘋果日報的粉絲團阿，那蘋果日報就是媒體，媒體就

是報導阿，那粉絲團只是一個輔助的作用，他的主要功能就是發布新聞，像是有

大地震或是國際有發生什麼樣新聞，我們就會以快 訊的方式來告訴大家，就讓

大家知道說可以在第一時間在蘋果可以看到最新消息。 

訪談者 : 那有想說要舉辦什麼樣的活動跟粉絲互動? 

受訪者 : 像之前日本大地震的時候，就是大家集體跟日本祈福，另一方面就是

看到需要幫忙的事情，我們也會舉辦活動請大家來參加支持。實體的話，像明天

我們就會有一日小編的活動，就是有一些讀者願意來體驗一下我們的生活，明天

也會邀情它們來報社參觀阿，就是參加一些儲報會議阿，一些重要的會議，讓大

家來體驗說今天PO是怎樣PO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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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一日小編有什麼目的嗎? 

受訪者 : 主要要讓大家更了解貼近我們，就是覺得了解我們要如何工作，藉此

拉近跟大家的距離。 

訪談者 : 來的人多嗎?有要要求寫日記嗎? 

受訪者 : 就是跟讀者進一步互動。可以參加的人也是任意挑選，不用寫日記。 

訪談者 : 像這樣的活動會持續辦下去嗎 

受訪者 : 看看這次的反應成效如何，再計畫看看，因為像這樣的活動是臨時隨

機想到的，就是看這次反應如何。 

訪談者 : 那差不多這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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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消費者端 林湘屏 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林湘屏 

二、受訪日期：2011 年 11 月 07 日 

三、受訪地點：台北車站丹提咖啡 

 

訪談者 : 你為什麼會想要加入企業的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因為一開始是那個粉絲專頁有提供抽獎的活動，就是你加入他們的粉

絲專頁就可以參加抽獎，然後後來就是看他們的粉絲專頁的一些內容就是很有吸

引力，就是還滿感興趣的，所以後來就是會常去光顧這樣子。 

訪談者 : 那你最喜歡哪些企業的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像樂天、蘋果日報、7-11，然後最近因為懷孕，就會去看一些懷孕生產

的內容，就會去加入他們。 

訪談者 : 那你覺得這些粉絲專頁有什麼特質嗎? 

受訪者 : 像小編發文的語氣，他們的口氣很就是比較生動活潑，然後就是自己

比較感興趣的一些內文阿，就會吸引我去看。 

訪談者 : 你感興趣的內容是哪些啊? 

受訪者 : 就是跟自己有相關，像生活的話，就會去看拍賣阿，或者是像 7-11 那

些平常都會接觸得到的，然後蘋果日報是因為新聞，就會想要去看。 

訪談者 : 那你最不喜歡哪些企業的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就是會一直洗版的，感覺會 PO 一些沒什麼相關的訊息，就會很不喜

歡。 

訪談者 : 那你平常會在粉絲專頁上面發言嗎? 

受訪者 : 對阿，會阿，有感興趣的話題就會去回應阿。 

訪談者 :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會讓你比較想要去發言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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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就可能這個內容很吸引人，就是很有感覺，就會想說跟他互動一下，

就像是樂天拍賣的話，就是你看到這件衣服滿好看的，可能就是會去問價錢，或

是說這件還滿好看的，就是去回應讚美一下這樣子。 

訪談者 : 那平常會在粉絲專頁上提出問題嗎?會嗎? 

受訪者 : 就要看像問題的話，像樂天拍賣的話就會問一件多少錢，有沒有含運

等等回答一些這種問題。 

訪談者 : 那你等了多久沒有等到回應會感到失望? 

受訪者 : 差不多一天，或是像小編有回應卻沒有回應我的話，我會覺得ㄟ怎麼

沒有回應我，就會覺得有點失望，就會不太想要在上面回應，好像不被受到尊重

的感覺。 

訪談者 : 那會在粉絲專頁的平台上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嗎? 

受訪者 : 不會耶，可能就是冷淡，不會特別去跟他有接觸這樣。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上會跟其他網友進行互動嗎? 

受訪者 : 可能就是他有講到一個也是我想要回應的話題，我就會去跟她說我也

是一樣阿什麼的，回應他說我也是這種想法這樣子，就是去跟他互動這樣子。 

訪談者 :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這樣的互動會比較多呢? 

受訪者 : 什麼情況之下阿，就是恩，像是可能就像有些新聞阿，比較有感觸的，

像是可憐的新聞阿，就會去回應說網友所說的，就會去回應，感觸很多的話，就

會去回應這樣子。 

訪談者 : 那這樣子會讓你花更多時間停留在粉絲專頁上嗎? 

受訪者 : 會阿，就是跟他有互動的話，就會很想去看說他有沒有回應我這樣子，

會停留在上面這樣子。 

訪談者 : 會覺得粉絲專頁上的資訊對你來說是有用的嗎? 

受訪者 : 恩~算是有用的啦，就是他可能 PO 一些優惠訊息，或是蘋果日報的話

就是他的一些新聞內容，就是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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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他 PO 出來的訊息，你就會全然去相信嗎? 

受訪者 : 呃，參考拉，也不會說全然相信，就可能說去看它的優惠訊息阿，可

能就自己心裡有個底這樣子。 

訪談者 : 有個底就是會另外去做比較這樣嗎? 

受訪者 : 對阿，可能就是會去蒐尋一下這個訊息。 

訪談者 : 那像樂天阿的粉絲數有超過十萬以上，粉絲數算很多，你會有覺得比

較沒有跟他們對話互動到的感覺嗎? 

受訪者 : 會阿，可能很多人去回應的話，他可能不見得會看到你的回應，可能

他會針對某幾個重要的問題才會去回答，所以有時候會覺得沒有互動到。 

訪談者 : 那如果針對樂天市場台灣這個粉絲專頁有這樣的感覺嗎? 

受訪者 : 恩，基本上是還好啦，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訪談者 : 那就你在樂天市場台灣這個粉絲專頁，不管是你的經驗或是看到其他

人在上面的經驗，你有感覺沒有回應嗎?有這樣的感覺嗎? 

受訪者 : 樂天嗎?基本上還好，因為樂天的話可能針對這件還滿好看這樣的話語

回應，那小編的話就是在你的回應那邊按個讚這樣，就回應也沒有很大阿。 

訪談者 : 那你覺得按讚有跟你互動到嗎? 

受訪者 : 恩，有拉，至少他有看到，就有回應一下的感覺。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發言的頻率要掌握在什麼樣的頻率上才

不會讓消費者覺得心煩?以你的經驗來講的話。 

受訪者 : 以我來說，因為我平常是很常上網，就是在 facebook 上遊蕩的人，所

以半小時一小時我覺得 OK，如果說很少上網，一下子上去看到都是他的訊息就

會覺得厭煩阿。 

訪談者 : 就是版面不要一直出現他們家的訊息就覺得可以接受? 

受訪者 : 恩，對阿。 

訪談者 : 那如果粉絲專頁上發的都是自己家的發文，你會對這樣的發文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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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 

受訪者 : 恩，因為我覺得這也是理所當然阿，這是行銷手法阿，就是要 PO 一些

他們家的東西阿。就是應該的阿。 

訪談者 : 那你會相信他們的說法嗎? 

受訪者 : 恩，就是參考拉，除非有吸引到我的話，才會更進一步去了解，就是

這個商品還不錯的話，我可能就會去比、去 google 看看。 

訪談者 : 哪你覺得這些訊息對你來講有用嗎? 

受訪者 : 如果是有感興趣的話，就有用阿。 

訪談者 : 那會因為粉絲專頁上的訊息會影響你加入或退出這個粉絲專頁嗎? 

受訪者 : 就是如果感興趣的話題，就一定會去加入他們，但如果退出的話，基

本上是不太會退出拉，除非是那種狂洗版又毫無意義的，就可能會退出。 

訪談者 : 那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的行為會影響到你對這家企業的信任嗎? 

受訪者 : 不會耶。 

訪談者 : 不會，所以是不管它們粉絲專頁經營得怎樣，你都不會覺得跟這個企

業有任何關係嗎? 

受訪者 : 我可能就是對商品有忠誠度，對企業的話就是自己本身會喜歡這個牌

子就會喜歡，不會特別因為粉絲專業經營得很好，而更加喜歡他這樣。 

訪談者 : 那粉絲專頁有些就是透露他的訊息，有些就是會努力去回覆，這種會

影響到你對他的觀感嗎? 

受訪者 : 會吧，就是他有認真回應的話，就會更加去她們的粉絲團去看，就逗

留在那邊比較久阿，但如果忠誠度的話，就是我覺得還是要看啦。 

訪談者 : 看什麼? 

受訪者 : 就是看自己的心情。 

訪談者 : 就是喜不喜歡這商品。所以你對企業的忠誠度是建立在商品喜歡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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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對對對。 

訪談者 : 那所以說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的行為會影響到你對這家企業的認同嗎? 

受訪者 : 認同，恩，是會拉，如果他比較有用心經營的話，是會比較有認同。

可是大部分就是覺得他就只是一個行銷手法，對阿，我還是會停留在對商品的喜

愛。不會影響到對這個企業的觀感，除非是不好的觀感，會有點厭惡。 

訪談者 : 那控管粉絲專頁的行銷人員要做什麼樣的手法才會讓你跳脫覺得他是

在行銷手法的這個階段? 

受訪者 : 不會特別去覺得，因為對這個訊息有興趣就是對這個商品而言拉。 

訪談者 : 那你會覺得在粉絲專頁上會感覺到企業的控制嗎?就是像說在樂天市

場台灣這個粉絲專頁，他就是一個宣傳拍賣網站的一個粉絲專頁嘛，那對你來說，

他 PO 的那些訊息會構成你腦中對於拍賣網站的藍圖嗎? 

受訪者 : 是另外一種方式吧。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這是對你的一種控制嗎? 

受訪者 : 控制是看到就會點進去那個網站看，這應該也算一種控制吧。就是會

讓你動滑鼠點進去看，然後就會控制你什麼很吸引人的話。 

訪談者 : 那你覺得這些感覺是正面還是負面的? 

受訪者 : 恩，這算是正面吧。他就是吸引你到他們那邊看，就是流量阿，引導

你過去，就是可以增加它們的一些流量阿。 

訪談者 : 所以對你來講會產生困擾嗎? 

受訪者 : 是還好，因為如果不吸引人，我就不會點進去看。 

訪談者 : 那會覺得說他有幫你整理商品的這個動作嗎?就幫你整理，你就不用一

個一個再去搜尋，有這種感覺嗎? 

受訪者 : 會有，就是突然想要看個鞋子，就可以點進去看，點到他們的賣場。 

訪談者 : 那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用什麼樣的行為會吸引你長期去關注粉絲專頁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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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可能就是感興趣的內容阿，或者是抽獎阿，然後就是投票之類，有互

動的應用程式。 

訪談者 : 會因為這些而對企業產生忠誠度嗎? 

受訪者 : 就可能會增加一點啦，但主要還是以商品的喜愛為主。 

訪談者 : 那你會跟朋友推薦這個粉絲專頁嗎? 

受訪者 : 應該會，如果是抽獎很吸引人的話，就一定會推薦給別人。像很多活

動是要加入粉絲專頁才能抽獎，他們也很聰明阿，會利用這樣的方式讓大家加

入。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在 facebook 上有真正溝通互動到嗎? 

受訪者 : 有。 

訪談者 : 為什麼? 

受訪者 : 因為用網路比較頻繁嘛，因為你一回應他，他看到就會立刻跟你回應

做一些互動，訊息就比較快傳達。 

訪談者 : 哪你有覺得在 facebook 上的應用程式、回覆功能或是舉辦活動有幫助

你更接近企業端嗎? 

受訪者 : 就我之前有參加一個整型診所的，他算是一個活動，他就是說寫下你

的困擾，然後就可以抽獎，然後那時候有寫下一些問題之類的，他有回覆，做一

些互動之類的，又有抽獎抽中，就感覺還滿開心的。 

訪談者 : 所以主要還是要有誘因就是了。 

受訪者 : 對，要有誘因才會比較吸引人。 

訪談者 : 那有覺得在 facebook 上有比其他管道或是媒體或是網站更接近企業端

嗎? 

受訪者 : 恩，會阿，因為主要就是跟她們公司的人有所互動，像是官網的話，

寫客服信箱過去也不一定有回應阿，會有沒看到或是漏信的一些狀況，如果像是

facebook 的話就可以很即時性的跟她們有所互動。讓她們聽到我們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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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上你會去抱怨產品或是服務之類嗎? 

受訪者 : 恩，如果真的是服務真的不好就會直接抱怨拉，但還沒有碰過這個問

題。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比其他管道更有用嗎? 

受訪者 : 要看它處理的態度，如果他就是感覺很敷衍的話，可能就直接打到客

服專線。 

訪談者 : 那你會集結自己的好友在粉絲專頁上發聲嗎? 

受訪者 : 不會。 

訪談者 : 那未來有可能你會這麼做嗎? 

受訪者 : 是不會，但是別人這麼做的話，我可能會去聲援，像之前不是 7-11 的

咖啡漲價，就可能想要抵制的話，就去參加或是按個讚。 

訪談者 : 那為什麼想要參加這樣的活動? 

受訪者 : 因為就是很有興趣，有同感拉 

訪談者 : 那你會在粉絲專頁上跟其他受訪者交換意見嗎? 

受訪者 : 會吧 

訪談者 : 你覺得這樣做有效嗎? 

受訪者 : 會拉，會有效果。 

訪談者 : 好，謝謝。 

 

 

 

 

 

 

 

 



 
 

167 
 

附錄十：消費者端 黃鈺棻 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黃鈺棻 

二、受訪日期：2011 年 12 月 02 日 

三、受訪地點：頂溪捷運站星巴克咖啡 

 

訪談者 : 你為什麼會想要加入企業的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因為就是還滿喜歡這個品牌，所以就會想要跟隨他的狀況，就是有什

麼新的活動或是產品。 

訪談者 : 那你友最喜歡哪些企業的粉絲專頁嗎? 

受訪者 : 星巴克，星巴克國外的粉絲專頁，愛迪達，統一的mister dount&coldstone，

還有payesay，大概是這樣，我其實很少加粉絲專頁。 

訪談者 : 那這些粉絲專頁你喜歡的，你覺得有什麼共同的特質嗎? 

受訪者 : 就是它們的活動訊息發布都算滿頻繁的，我可以第一手知道是在它們

的粉絲團辦什麼活動，比較是資訊型導向吧。 

訪談者 : 那你有最不喜歡哪些企業的粉絲專頁嗎? 

受訪者 : 都還好耶。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說粉絲專頁怎麼做會讓你覺得心煩? 

受訪者 : 就是有沒有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上跟我們對談吧，因為有些就會感覺做

得很草率，都沒有跟我們說話之類的，就是發文很不頻繁，就會覺得它們根本沒

有在經營這個粉絲專頁。 

訪談者 : 那平常會在粉絲專頁上發言嘛? 

受訪者 : 比較少，如果是按讚可能會。 

訪談者 : 那如果是什麼樣的發言或活動會吸引你去做互動呢? 

受訪者 : 新品上市或是因為節慶推出一些限量產品，我就會想要去回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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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上提出問題等多久等不到回應會感到失望? 

受訪者 : 就會覺得不受重視，因為這也算是客訴的一種麻，那沒有及時回應的

話，就會心裡感覺超不好的。因為消費者一定是對你的產品有興趣，有認同才會

去買，那如果在使用上有出現問題的話就已經會失望，就希望它們可以給一個答

案，然後又沒有達到回應，消費者會很失望。 

訪談者 : 那你會直接在他的粉絲專頁上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受訪者 : 我基本上比較少客訴，我是那種產品不好，我下次就不要買你們家產

品的人，除非我真的很愛這個產品，我才會寄EMAIL寫客訴給它們，但是不是

用激烈的方式。 

訪談者 : 那粉絲專頁上會跟其他網友進行互動嗎? 

受訪者 : 如果是討論到產品的話，就會，就是對這個產品有共鳴的話，就會一

起討論，就是問她們喜歡的點在哪邊，我也是。或是它們使用上的一些心得，會

跟它們請教。 

訪談者 : 那會使你花更多時間在粉絲專頁上面嗎? 

受訪者 : 我基本上是要看發文的內容，看一下說其他網友對這篇文章的看法，

進去粉絲專頁會大約的瀏覽一下。 

訪談者 : 那你會全然相信企業在粉絲專頁上貼的資訊嗎? 

受訪者 : 滿相信的。 

訪談者 : 所以覺得在粉絲專頁上接收它門的資訊就足夠了嗎? 

受訪者 : 我自己還滿常上Facebook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方便接受產品資訊的

管道，音為我不會太過主動說一直上官網看，所以覺得Facebook這個平台是不錯。

就會直接相信他公布的消息。 

訪談者 : 那在粉絲數眾多的粉絲專頁上會覺得無法跟企業進行互動嗎? 

受訪者 : 我覺得還好。 

訪談者 : 所以有覺得發文或抱怨沒得到回應這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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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基本上我覺得會參加粉絲專頁

或發文的人都滿熱衷於討論，覺得版主也是都還滿用心在經營，所以比較沒有遇

到說版主都沒有理的回應。 

訪談者 : 那有覺得粉絲專業的發言要控制在什麼樣的次數會比較好? 

受訪者 : 一天基本上不要超過五次，因為有些只是發一些產品資訊在加上它們

一點心得，這樣的話一天三四篇還可以接受，但是一天五篇都是產品資訊，這樣

就覺得很煩，過於廣告化。 

訪談者 : 那企業在Facebook上哪些行為會影響你對這家企業的信任? 

受訪者 : 可能就是它們的用語上吧，如果突然推一些不是它們家產品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這是廣告文，又在那邊講別家的產品，我就會覺得扣分。 

訪談者 : 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的哪些行為會影響你對這家企業的認同? 

受訪者 : 可能就是如果產品上出了什麼問題，危機處理上的處理，在粉絲專頁

上沒有出來回應，態度上沒有傾向消費者的話，就很強硬的態度，不認是自己的

錯誤，我就會比較不認同。 

訪談者 : 企業在粉絲專頁哪些行為會讓你要長期關注粉絲專頁? 

受訪者 : 可能是它丟出來的訊息，那些圖文，文章裡面有我喜歡的圖片，我就

會多去關注。 

訪談者 : 就是採用一種多媒體式的分享? 

受訪者 : 對我來講，圖片真的還滿重要，如果做得是低質感的話，我就不會想

要去看。 

訪談者 : 那活動呢? 

受:活動方面是還好，活動上應該要有些吸引人的關鍵字，但基本上是一般般。 

訪談者 : 就是還是有吸引點，只是要看成現方式吸不吸引人? 

受訪者 : 對。就是要看圖片的呈現方式，還有裡面有沒有一些獎項，夠不夠吸

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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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那你覺得在Facebook粉絲專頁有真的跟企業溝通對話到嗎? 

受訪者 : 我覺得有，因為就很像一種大家族的感覺。因為版主都會以粉絲的需

求去發文，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的發文，有時候會發一些提醒你的文章，就會覺得

還滿窩心。 

訪談者 : 那你覺得粉絲專頁上的應用程式或功能有幫助消費者更接近企業端嗎 

受訪者 : 我是覺得企業更靠近我們，而不是我們去靠近企業，我覺得它們推出

的這些服務都滿好的，很方便我們使用，因為她們就是把這些服務集中在同一個

網站上，就不用再去找很多，只要上粉絲頁就有解答。 

訪談者 : 那有覺得Facebook有比其他的媒體管道更接近企業端嗎? 

受訪者 : 有，我覺得臉書就是一個比較親密的平台，他是以關係維持所建立的，

所以我覺得一但加入粉絲頁，大家都是一起的感覺，我覺得會比一些官網更有人

情味。而且它是常態的，是長時間的經營。不是說一下子就結束的那種。 

訪談者 : 那會在粉絲專頁上抱怨產品或服務嗎? 

受訪者 : 以前不會，但是現在遇到的話，我會敢反映出來了。 

訪談者 : 那你覺得在Facebook上抱怨有用嗎? 

受訪者 : 我覺得姑且先不說企業那邊會不會回覆，我覺得一定會影響到其他網

友，網友也會過來一起討論，這樣就會覺得有被重視到，而且也會也會有個貢獻，

就是其他網友如果要用的話，也可以看看我的經驗是怎麼樣。 

訪談者 : 那有覺得在Facebook上提出自己的問題或建議有比其他管道有用嗎? 

訪談者 : 有到實體環境找不到人詢問問題而到粉絲專頁上詢問的經驗嗎? 

受訪者 :  基本上是沒有，因為我比較是看文章。 

訪談者 : 那會集結自己的好友，甚至是在粉絲專頁上認識的網友在粉絲專頁上

發聲嗎? 

受訪者 : 比較不是偏向這樣子的類型，不過今天產品使用已經危害到健康這部

份的話，我就覺得有必要讓大家知道，必須要去反映，但如果只是一些使用上的



 
 

171 
 

小問題，我就覺得不需要勞師動眾。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上會跟其他網友交換意見嗎? 

受訪者 : 如果有使用到共通產品的話，就會想要用用看。 

訪談者 : 那會覺得這樣做會比較有效嗎?就是聯合其他消費者跟企業溝通。 

受訪者 : 我覺得有耶，人數眾多的話就是不會被當成單一案例，就會對企業來

講形成一股壓力。它們就會比較重視。 

訪談者 : 那有覺得在粉絲專頁上大家發出的聲音會去影響到行銷策略的制定

嗎? 

受訪者 : 我覺得有可能，因為Facebook就是比較即時，所以一但網友真的反映

很多的話，企業在從事下一波同樣的活動就會進行修正。 

訪談者 : 那你會喜歡小編如何跟你互動呢? 

受訪者 : 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口吻，不是比較硬派的話。比較感性的用法。就是

如果小編是用第一人稱的話，我還滿喜歡的。會遠比直接說這個產品怎樣怎樣的，

會比較好。 

訪談者 :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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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消費者端 廖郁琳 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廖郁琳 

二、受訪日期：2011 年 10 月 29 日 

三、受訪地點：景美捷運站 85 度 C 咖啡 

 

訪談者 : 請問你為什麼會想要加入企業的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因為之前有看朋友就是在那邊推薦牛爾的產品，後來是想說可以認識

一下，但是我還沒有使用過，然後就想說可以認識一下，就想說加入它的粉絲專

頁。 

訪談者 : 那你最喜歡哪些企業的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那個牛爾還有康健雜誌， 

訪談者 : 為什麼呢? 

受訪者 : 因為兩個其實都有一些健康的資訊，或者是美容保養對於身體有幫助

的訊息，我覺得事還滿有用的。 

訪談者 : 那你有看過其他粉絲專頁，有比較不喜歡哪些粉絲專頁嗎?為什麼? 

受訪者 : 比較不喜歡的粉絲專頁就像是那個比較常在賣東西的。 

訪談者 : 賣東西?你可以講得比較….舉個例子之類的。 

受訪者 : 就是有時候加一些企業產品的粉絲專頁，然後他就只會介紹他們產品

有什麼，什麼時候再打折，就是一直在哪邊賣東西，就會很不喜歡。然後就會忽

略他或是取消他的粉絲專頁。然後還有那種字很多的也不太喜歡。 

訪談者 : 喔，那你平時在粉絲專頁中會發言嗎? 

受訪者 : 發言，是不會到塗鴉牆發言拉，但是看到，像在牛爾我有看到一些還

不錯的圖片或是好笑的，我就會在下面有回應過。 

訪談者 :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剛剛講好笑嘛，那還有什麼情況下會吸引你去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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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呃，就是其他網友的回應阿，如果就是很好笑，我就會按那個網友讚。 

訪談者 : 喔，所以其他網友的發言也是促使你去互動的一個因素。 

受訪者 : 都會看看她們在聊什麼，就會想說好笑的就按個讚。 

訪談者 : 那你在粉絲專頁中提出問題，等了多久時間等不到回應會對企業有失

望的趕感覺？ 

受訪者 : 會阿，其實牛爾的會回應每一個粉絲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然後如果我

去留言，他沒有對我做出回應，我就會覺得很奇怪，怎麼會漏掉我這樣。 

訪談者 : 那你會在那個平台上直接對企業做什麼樣的行動嗎? 

受訪者 : 對企業做什麼樣的行動喔? 

訪談者 : 就是就…在你失望的心情當中，對於企業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嗎? 

受訪者 : 如果有提出什麼產品的問題，可能就會再提一次，或是去他貼的文章

下留言可不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訪談者 : 那你在訪絲專頁中看到企業貼的那些資訊阿，你會全然相信他們的資

訊嗎? 

受訪者 : 如果是牛爾的話，是還滿相信的拉。 

訪談者 : 為什麼會覺得是牛爾的話就滿相信的? 

受訪者 : 因為他本身就是在做美容這方面的東西阿，然後也比較偏向一些那個

穿著打扮，所以對這部分的資訊應該有他一定的專業程度吧。然後就會多少看一

下，做個參考。 

訪談者 : 所以你覺得在牛爾的這個粉絲專頁吸收他們 PO 的資訊就夠了嗎? 

受訪者 : 因為我還會在看康健雜誌的，或是如果有時候有需要購買產品，我會

去蒐尋其他的做為購買決策的參考。 

訪談者 : 所以還是會另外搜尋一些資訊做為查證就對了。 

受訪者 : 對阿，不會就只有看一個粉絲專頁就決定要買阿。 

訪談者 : 那因為牛爾他的粉絲數量滿多的，有超過十萬，那你會覺得在他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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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那麼多的專頁中，會比較無法跟企業進行互動嗎? 

受訪者 : 呃，是跟牛爾做互動嗎? 

訪談者 : 對阿，就是覺得他有比較忽略你嗎? 

受訪者 : 不會，因為牛爾的他每一則都會回應耶，就是有人去那個留言的話，

他就是會回那個人留言的問題，就還滿會互動的阿。 

訪談者 : 哪你覺得在粉絲專頁中，企業要把握在什麼樣的頻率發言才不會讓人

家覺得心煩? 

受訪者 : 一天就是固定兩三則吧，不要說是每個小時都發，這樣會讓人家覺得

太多，就好像一直在看粉絲專頁的廣告一樣，就會覺得無聊。 

訪談者 : 那如果說，呃，在粉絲專頁上就是直接介紹自己家的產品的發文阿，

那你會對那個發文採取什麼樣的心態嗎?會覺得直接相信嗎?還是會覺得有什麼

樣其他的感覺? 

受訪者 : 會覺得想要去用用看耶。 

訪談者 : 你說就在牛爾這個粉絲專頁當中? 

受訪者 : 因為她有時候會推薦什麼樣的產品阿，什麼紅薏仁阿，保濕的化妝水，

然後因為它牛爾在這方面還滿有專業性，所以會下次用他們的產品試試看。 

訪談者 : 那，你覺得企業在粉絲專頁中不管是發布活動或是回覆留言之類的，

有那些行為會影響你對這家企業的信任? 

受訪者 : 蛤，我覺得就是網友們的回應，我才會覺得這個產品好不好用耶。 

訪談者 : 那企業本身做什麼樣的努力，什麼樣的行為會影響到信任感呢? 

受訪者 : 喔，就是網友提出產品的問題，他都會回應說就會請問你的膚質是什

麼，然後建不建議使用這個產品，我會覺得他還滿中肯的。 

訪談者 : 所以就是有依情況而定，不是那種罐頭留言，就會覺得還不錯，這樣

還蠻直得信任的。 

受訪者 : 罐頭留言這樣的話就不會信任阿，就是每一次都同一則留言的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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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覺得很沒有心在經營這個。 

訪談者 : 那除了回覆之外還有什麼樣的行為會影響到信任呢? 

受訪者 : 嗯，她們自己的平常 PO 的資訊吧。 

訪談者 : 恩，可以再講得詳細一點嗎? 

受訪者 : 平常 PO 的資訊，我覺得就是建立它自己的專業程度吧，因為他平常常

常會 PO 一些美容的技巧阿，然後搭配文什麼的，然後一些健康方面的文章，就

會覺得他在這個方面有涉入，如果 po 車禍的圖片或是一些好笑的圖片，就會覺

得這個粉絲專頁到底在幹嘛?就會覺得怪怪的。不會去相信它的東西。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當中，企業做什麼樣的行為會讓你長期去關注這個粉絲

專頁?然後會對這個企業產生忠誠度? 

受訪者 : 喔，就是他有定期的更新資訊，會跟網友做互動。 

訪談者 : 所謂的互動，你可以講比較細的嗎?像是做什麼樣的互動? 

受訪者 : 就是回應網友的訊息。 

訪談者 : 除了回應還有什麼嗎? 

受訪者 : 因為我覺得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互動的哪個留言耶，其他部份好像沒

有辦法直接跟粉絲做到接觸。 

訪談者 : 恩，那你覺得在粉絲專頁有真的跟企業端溝通互動到嗎? 

受訪者 : 如果有問題的話，算是會有吧，因為針對牛爾這個粉絲專頁會有回應，

雖然說 FB 是有回應的功能，可是有一些他就是不會給你回應阿。所以就是覺得

相較之下牛爾的筆較有回應阿，就會覺得他是真的在乎我的。 

訪談者 : 恩，那你有覺得說在粉絲專頁的一些應用程式或是一些功能，他有幫

助消費者更接近企業端嗎? 

受訪者 : 有耶，他有一個就是介紹牛爾品牌的訊息，然後就是他是用地圖的方

式讓你去點，然後他就會有一個松鼠在那邊走，你就會比較了解牛爾這個產品的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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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所以他設定的這些應用程式有讓你覺得更，那你覺得就是你這一方面

的了解麻，那如果是跟他們對話哩?有這個感覺嗎? 

受訪者 : 對話，對話是還好耶，因為那明明就是一個程式阿，那不是一個人阿。 

訪談者 : 我是說除了剛剛你說的那個程式外，還有其他你覺得可以跟他們對話

的功能或程式嗎?除了剛剛那個程式之外? 

受訪者 : 跟他對話…. 

訪談者 : 有嗎? 

受訪者 : 就是留言阿、然後塗鴉牆，其實我覺得整個看下來，企業單向互動還

是佔有比較大的比例，對阿，因為他不可能每則網友的留言他都回應麻，就是挑

對他們家產品有問題的做回應，在這個部份他是比較突出的，可是其他部份，他

還滿單像在做一些貼文的動作，然後或許他會依照使用者的興趣來做 PO 文。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說在 Facebook上有比其他媒體管道或是網站更接近企業端

嗎? 

受訪者 : 有耶，因為他會滿會回應你的，他會在乎參加粉絲專頁的人喜歡看什

麼，需要什麼樣的資訊，他會把資訊挑過再呈現給你，有問題的話也會回應你，

相較於電視官網或是實體店面的話，就會覺得看到就是那些東西，不會有一個人

的感覺來解決你的問題。 

訪談者 : 那你會在粉絲專頁上抱怨他們的產品嗎? 

受訪者 : 有，有用過的話，如果覺得不好，下次就不會再使用拉。但是如果有

產生皮膚上的狀況的話，就是會跟他反應。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在 Facebook 上反應是比其他管道有用嗎? 

受訪者 : 滿有用的阿，因為 FB 上就是人很多阿，然後她們也很用心在經營，所

以一定看得到消費者的心聲。 

訪談者 : 那你有那種在實體環境找不到人來解決你的問題，然後到粉絲專頁上

去詢問你的問題的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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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這個經驗是還沒有，但是我覺得透過粉絲專頁來詢問是滿有用的，因

為牛爾是開架式的，根本就找不到他們公司的人來直接實體問他問題。但是如果

在 FB 上反而可以更近的接觸到企業。 

訪談者 : 那你會集結自己的好友，或是在粉絲專頁上認識的網友在粉絲專頁上

可能發聲之類的嗎? 

受訪者 : 如果就是那個產品已經嚴重到危害到我的皮膚，或是皮膚產生什麼很

嚴重的問題，一定會在粉絲專頁上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在粉絲專頁上號召網友來

支持我，因為我也會擔心如果我出現這樣的問題，那其他人是不是也會產生一樣

的問題，是不是他們在品管上有出現一些錯誤，那我提出問題的話，也可以幫助

企業端來作品管上的控管。 

訪談者 : 恩，那你覺得這樣做會有效嗎? 

受訪者 : 還滿有效的吧，因為有些像一些社會案件或是一些社運都會透過 FB 來

做號召的動作，然後也會上新聞，就是媒體會報導，所以其實他的效應很大，那

我在牛爾這個粉絲專頁上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也是很多粉絲在看阿，因為他一個

訊息就五六百個讚阿，所以一定有很多網友看到我的問題，所以號召的能力應該

是有的。 

訪談者 : 那你覺得在粉絲專頁上的這種發聲阿，有比其他媒體管道或是網站更

有效的原因是什麼? 

受訪者 : 因為可以直接接觸到企業端，就不用再等一個程序說我可能要播電話，

我可能要單獨的面對企業端，可是在粉絲專頁上還會有網友看到，那就等於不只

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啦。就是其他網友在下面支持你說我自己或我朋友也有這樣的

問題，這樣子我就是一個把問題丟出來的人，就是做一個拋磚引玉的動作。相較

於實體店面官網或是打電話的話，這個動作會比較直接，快速有用。 

訪談者 : 那關於企業在粉絲專頁上也會舉辦一些活動麻，那會吸引你去參加嗎? 

受訪者 : 會阿，優惠的那個東西會想要參加，像他就有加入粉絲，你就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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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麼樣的優惠，然後最近他在辦一些，就是你已經是粉絲了，他會想說可以去

參加抽獎，然後可以按讚、留言，就可以參加他們的抽獎，拿到他們官網購物的

抵扣金。 

訪談者 : 那你覺得辦這些活動也會影響到你對這家企業的信任嗎? 

受訪者 : 會覺得他還滿有優惠的，會想到消費者阿，就不會一直賺錢，麼優貨

都不給我們這樣子。 

訪談者 : 那他辦活動就只有優惠比較吸引你嗎? 

受訪者 : 因為就比較實質一點阿，還有投票的活動阿，他會想說讓你投票說哪

個產品好用，就會送你一些試用包或是旅行組。 

訪談者 : 哪這些活動會吸引你去長期關注粉絲專頁嗎? 

受訪者 : 因為平常就有在看他 PO 的那些健康阿美容的資訊，他如果有活動的話，

應該會看到。 

訪談者 : 這樣會讓你對企業產生忠誠度嗎? 

受訪者 : 恩，應該會他的產品用完會還想要再買，才會去特別注意有沒有什麼

優惠活動，因為一般買了產品來用會用三四個月或四五個月，不會那麼快就用

完。 

訪談者 : 所以這樣會有忠誠度的建立? 

受訪者 : 如果好用的話，我還滿滿意的話，就會繼續投入在這個社群，然後看

他有什麼優惠活動，然後成為我下次考慮購買的目標。 

訪談者 : 那你覺得企業在粉絲專頁上有哪些行為會影響你對這家企業的認同? 

受訪者 : 認同喔，恩，像，恩，什麼樣的認同啊? 

訪談者 : 就是說對於這個品牌會產生好感阿，有正面的態度這樣子。 

受訪者 : 因為我現在…還不錯阿。 

訪談者 : 還不錯是說對這家品牌已經還不錯是不是? 

受訪者 : 感覺這家品牌還滿有信用的吧。因為牛爾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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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 你說創辦人? 

受訪者 : 恩，創辦人，就會覺得這個產品還滿可信的。 

訪談者 : 那他粉絲專頁上的行為呢?所以像牛爾他是實際本人有在經營這個粉

絲專頁，這個行為會影響到你的認同嗎? 

受訪者 : 會阿，會覺得他真的有在做阿。像是有些藝人的粉絲專頁，有些藝人

就會自己 PO，有些會交給助理，那相較之下藝人自己 PO 的會比較有感覺，因

為我喜歡的不是助理，而是那個人阿。 

訪談者 : 那你會把你看的粉絲專頁推薦給你的同學或是朋友嗎? 

受訪者 : 牛爾的，不會耶。 

訪談者 : 為什麼? 

受訪者 : 如果是直接在 FB 上分享，就會因為品牌會有一個印象，就是你這個人

用的是什麼樣的品牌就讓人家有想像，那如果是朋友私底下想要用什麼樣的保養

品，我可能就會推薦牛爾，就會說你可以上他的粉絲專頁看一下阿，說不定會比

較了解。就是不會公開拉，會私底下推薦。 

訪談者 : 那你會覺得加入他們的粉絲專頁會收到大量來自他們的訊息嗎?就是

每天在你的最新動態那邊會出現她們的訊息，你會覺得這樣對你來說是方便的嗎?

還是會造成你的困擾? 

受訪者 : 你說它暴露的訊息嗎? 

訪談者 : 對。 

受訪者 : 不會阿，如果他沒有一直很頻繁的 PO 就不會覺得困擾。 

訪談者 : 那你會覺得你說你會信任他，他所提供的商品資訊是你可以信任的嗎? 

受訪者 : 會阿，就是因為她發表出來的那些文章，網友在下面也會看到這些訊

息，就可以看網友的反應來看這產品怎樣。也不會覺得說他在造假阿。 

訪談者 : 那你會覺得說在粉絲專頁上 PO 的那些訊息會降低你去搜尋那些資訊

的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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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會阿，會覺得他就已經把那些資訊都收集好，就不用再去收集其他管

道的資訊，因為其實去搜尋其它管道的資訊，不見得那個訊息是可以用的，反而

會浪費時間。然後直接在粉絲專頁上看會直接得到有用的訊息。 

訪談者 : 那你會去質疑他這些的資訊來源嗎? 

受訪者 : 不會阿。 

訪談者 : 還是你就覺得說滿相信他所給你的一些資訊。 

受訪者 : 因為如果是關於產品的就是他們公司的產品那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沒有關於產品的，像是一些溫馨的圖片或是一些穿搭的圖片，這些資訊不會對

我造成威脅。 

訪談者 : 那像是牛爾他是一個美妝知識的粉絲專頁麻，那對於你對美妝知識的

建立，就是腦中對於美妝知識建利的這個藍圖，你會覺得越來越鞏固嗎?還是覺

得是有牴觸的? 

受訪者 : 應該會越來越鞏固吧，因為她就是這方面的專家阿。 

訪談者 : 所以你覺得他對資訊的控制，你覺得是正面的嗎? 

受訪者 : 對阿，而且覺得是有系統、一致性的。 

訪談者 : 你認為在 Facebook 上有比其他的媒體、管道獲得更大的權力去參與企

業的行銷策略制定嗎?若有實例舉出更好。 

受訪者 : 就企業整體的行銷策略規劃上，應該是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去讓企業改

變既定的行銷策略；但是，就消費者在社群參與時，所發出來的心聲，是有機會

影響企業在社群操作上的表現，但非影響全面的行銷策略。例如，消費者在粉絲

專頁上的表達與參與行為，會讓企業在社群經營上，增加許多的互動，像是辦消

費者喜歡的活動，或者"我可能不會愛你"很多網友要大仁哥的桌布，小編聽到了，

就會盡可能的滿足社群成員。所以消費者參與社群的發聲效果，多半停留於社群

上，而不會影響至社群外。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與其他媒體相較的話，前者是

較具影響權力，原因或許是因為粉絲人數與聚集程度，加上 Facebook 本身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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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功能，讓企業更不能忽視社群成員的心聲，因此賦予 Facebook 較他者大的影

響力。 

訪談者 :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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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消費者端 郭濡賢 深度訪談逐字稿 

 

一、受訪者：郭濡賢 

二、受訪日期：2011 年 12 月 18 日 

三、受訪地點：景美捷運站 85 度 C 咖啡 

 

訪談者 : 請問為什麼會想要加入企業的粉絲專頁呢? 

受訪者 : 呃，我當初加入這個就是還滿愛看蘋果日報的，看到蘋果日報有粉絲

團，就想說這樣就可以知道最近有什麼比較重要的新聞，或是有什麼比較流行的

事件，就可以比較快的知道更新，就是一個便利性， 

訪談者 : 那你最喜歡哪些企業的粉絲專頁呢?為什麼? 

受訪者 : 呃，想我會加入滿多像是生活用品阿，搞笑類的，一些科技類的，軟

體類的，一些什麼遊戲公司，一些主機板阿，比較資訊相關的。就是哪些東西有

更新，有什麼產品新發表，對我來說滿有幫助的。 

訪談者 : 就是你有興趣的就是了。 

受訪者 : 對對對對對對對。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說這些你喜歡的粉絲專業有什麼共同的特質嗎? 

受訪者 : 恩，我覺得他們共同的特質就是提供一些快速確實的情報及重要的事

件，或是有一些特別的優惠阿，或是舉辦活動。 

訪談者 : 那你不喜歡那些企業的粉絲專頁嗎?為什麼? 

受訪者 : 呃，不喜歡的喔，撇去企業的類型不講的話，可能是建立了又沒在經

營，或是他們的PO文就是一些制式化阿，就是很無聊，就是不停的告訴你，快

來買快來買，有特價囉，就是一些重覆又無聊的訊息，就是讓我覺得他們一直在

打廣告而已，對我來說就是洗版而已，我根本就不想去看。 

訪談者 : 那你會喜歡控管粉絲專頁那個人，我們姑且叫他做小編好了，你喜歡

小編怎麼樣跟你互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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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小編的話，除了要幽默一點外，就是他要跟滿多各式各樣的人溝通，

所以EQ要滿好的，因為大家可能會有一些情緒性的發言，如果他是一個情緒爆

躁的小編，那以後我有什麼事情想要跟他講，就會想說算了還是不跟他講好了，

他就會生氣什麼的，我就比較不喜歡跟這個粉絲團做溝通這樣子。所以小編還滿

辛苦的拉，我們都知道要他面對各式各樣的言論。 

訪談者 : 那你會喜歡她們怎麼樣跟你互動，用什麼樣的方式? 

受訪者 : 什麼樣的方式嗎? 

訪談者 : 恩，就在粉絲專頁上面。 

受訪者 : 我覺得現在比較多粉絲專頁會用比較多元化的方式跟粉絲做溝通，像

是文字類阿、或像是新聞類再附上圖片、照片去做介紹，這樣版面閱讀起來會比

較生動，可以針對新聞畫面，我們可以去做討論，我們可以給他一些意見。 

訪談者 : 那平時在粉絲專頁上會發言嗎? 

受訪者 : 若看到特別有趣的新聞或事件，有感而發就會在下面發言，像最近比

較宏就是總統大選，就會看到藍綠雙方會在下面討論這樣子。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提出問題，等了多久等不到回應會對企業感到失望? 

受訪者 : 呃，蘋果日報的粉絲留言數還滿多，動輒兩三百則，其實也不會提出

太特別的問題，就是畢竟新聞就寫得還滿清楚。恩，比如說我發言之後，他沒有

回我，但是他卻PO了另一則文，那就代表說他一定有看過我的發言阿，他竟然

不當一回事，繼續PO他的文，就表示他忽略了我的問題，對我們的問題感到漠

不關心吧。當然這也要給他們兩三天的時間去討論怎麼回答我這樣子，所以一般

來說如果超過兩三天沒有回我，我就會覺得他好像不是很重視我的問題。 

訪談者 : 那你會在粉絲專頁的平台，對企業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嗎? 

受訪者 : 像之前蘋果日報給大家的印象就是腥羶色，但畢竟FB是公眾的平台，

也有很多小朋友會上，那之前蘋果日報會放一些對小朋友來說比較不那麼適合的

照片，網友也有跟他們說在照片的挑選上要更加注意，那時候有跟到這一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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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在下面支持說照片這東西最好篩選一下，再去PO照片，那小編看到後也有

跟內部討論，決定之後比較不適合大眾的新聞或圖片就會以比較隱匿的方式去做

處理，像是照片或新聞要真的點到他們官網，有過濾一層你是否有滿十八歲這樣

子，我覺得這樣對那些小朋友或是沒有想要到那些新聞畫面的人，是可以讓他們

做選擇的，我覺得我們這樣做，蘋果是真的有看到，也會真的做改變。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中什麼樣的情況下會跟其他網友做互動呢? 

受訪者 : 主要是新聞事件拉，像是他講說城市幸福排名，看到板橋人都很悲傷，

哭哭，其他人也是板橋人，也會自己有一種凝聚力，其他城市也會有，主要就是

新聞事件拉，去做討論，像是最近天氣變冷，就會圍繞在台北怎麼冷的話題。 

訪談者 : 那會使你花更多時間停留在這個粉絲專頁嗎? 

受訪者 : 喔，會阿，因為跟網友有討論阿，我也會想要知道別人對這個產品有

什麼看法，就會停在這個頁面看有沒有人回覆，如果有人回就會覺得很開心，因

為我們都對這件事是有共識，同樣非常關心的。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說在粉絲專頁上看到的資訊，對你來說是有用的嗎? 

受訪者 : 他有一些新聞事件或是好像有特賣會的介紹，我都會去有沒有可以利

用到的，覺得有興趣的時候就會點進去看一下，可以讓我了解這世界上發生了甚

麼事情。 

訪談者 : 那你就百分百相信嗎?還是會去做其他查證? 

受訪者 : 新聞嘛，如果說是優惠什麼的，那通常是正確的，畢竟登報了，那一

些八卦阿，大家也知道蘋果日報看看就好，那至於內容是真是假，可能過幾天就

知道訊息有沒有更新拉，也會去看看其他報的新聞，比如說聯合，因為報社立場

的關係，可能會有一些差異。 

訪談者 : 那因為蘋果日報他的粉絲數量滿多的，有超過三十萬，那你會覺得在

他粉絲數那麼多的專頁中，會比較無法跟企業進行互動嗎? 

受訪者 : 那如果在留言比較多的時候，很容易被淹沒，那如果說在留言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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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發言下，一般來說他們比較容易看到的拉，要不然就是留一些隱藏的發文，

只讓管理者可以看到，那不會影響她們的版面，這樣她們也比較容易回覆我。 

訪談者 : 那你在蘋果日報這個粉絲專頁有實際感覺到他們有忽略消費者的感覺

嗎? 

受訪者 : 不會阿，像剛剛提到說照片那個，我就覺得它們還滿用心，還讓我滿

驚訝的，因為蘋果日報給人的感覺不是屍體就是裸體，就是一個做一些大家想看

的東西給我們看，但是在fb上面就是另外一個個性的人，還滿善良，像是一些社

會新聞案件，他就會說天阿怎會這樣，就會覺得他也滿有同情心的，就是跟他平

常給人的觀感滿不一樣的。 

訪談者 : 哪你覺得在粉絲專頁中，企業要把握在什麼樣的頻率發言才不會讓人

家覺得心煩? 

受訪者 : 像那種一小時內就發了四五六篇，幾乎是十分鐘一篇，那這樣子就會

覺得很煩，我可能只是想要看一下我朋友的訊息，那他就一直停留在我的塗鴉牆

上面，我就覺得很煩，次數的話，我覺得一天頂多三次吧，但也不要太集中，太

集中就覺得很洗版面，那他又太少，像是說每個禮拜一次，那就真的太少，所以

每天拉，每天大概兩三則差不多。 

訪談者 : 那在蘋果日報粉絲專頁上看到的訊息，你覺得都是什麼? 

受訪者 : 就是新聞阿，他其實都會加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說像是一些新聞事

件，他就會說怎麼那麼可怕，或是天氣冷大家要注意保暖，他不是單純po新聞，

他還是會加上小編想要跟網友說的話，會有私人的訊息在裡面。 

訪談者 : 那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的哪些行為會影響到你對這家企業的信任呢? 

受訪者 : 我覺得比較爭議的新聞點，大家都會去討論，也會看小編怎麼去回答，

因為他們畢竟就是報業，就還是會滿相信的，若像是一些八卦，就會看小編是如

何跟我們作應對，我覺得他們要持續性的跟我們做溝通，然後看我們有一些問題，

他回覆的態度是怎麼樣，這都會影響到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如果他對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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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積極的想要回覆我們，然後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就會覺得他們滿值得信任

的。 

訪談者 : 那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的哪些行為會影響到你對這家企業的認同呢? 

受訪者 : 認同喔，除了要常回覆我們之外，還有一些平常的貼文，我覺得因為

我們平常都會在網路上活動，看到那些新聞，像是之前過年蘋果都會放一些益智

遊戲在報紙上，他可以把這些遊戲應用在網路上，比如說一些小遊戲作互動阿，

可以跟實體作一些連結，像是用qr code掃描，或是一些集字集點的活動，在網路

上做的事情在實體上有一些改變，比如說虛實結合的方式，像是打卡，可以給店

員說我在這個地方打卡，他就可以給我一些特別的優惠，比如說我刷一些打卡機

制，讓他看說我是他們忠實的會員。可以給一些比較特別的服務。 

訪談者 : 喔，你是說在粉絲專頁上臉書好友專屬嗎? 

受訪者 : 就是說在上面我證明我有打卡，那他就可以給我粉絲專屬的優惠，我

就覺得有點殊榮，就我也沒做什麼，就可以得到優惠，有點像會員的感覺。就會

覺得我們是partner的感覺 

訪談者 : 那在粉絲專頁上有感覺到企業的控制嗎? 

受訪者 : 我覺得難免拉，它們不要去攻擊其他報社，放一些它們自己相關的資

訊，因為我們就是想要看它們這間公司的資訊，所以適當的控制是ok的。 

訪談者 : 那企業在粉絲專頁上的哪些行為會比較吸引你長期去關注粉絲專頁

呢? 

受訪者 : 我覺得他常常要PO文之外，他PO的內容也要比較多元化，比如說像是

新聞就可以分很多種，像是地方、文義等等，類型不要都是很單一，很普通的。

看的時候粉絲可以有不同的心情。他們用一些不同且多元的方式跟我們做溝通，

我們也會覺得很新鮮，ㄟㄟ這次是文字，接下來是圖片，明天是影片，我就覺得

說不會無聊，這樣的手法還滿有趣。 

訪談者 : 那除了多元化的呈現外，還有什麼覺得說可以關注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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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 像是定期舉辦一些小活動，多送一些小禮品阿。 

訪談者 : 這樣會促使你對企業產生忠誠度嗎? 

受訪者 : 對阿，這家粉絲專頁做得好，因為我們常常去做接觸，就會產生好感，

進而產生忠誠度。 

訪談者 : 那你覺得在粉絲專頁有真的跟企業端溝通互動到嗎? 

受訪者 : 恩，有阿有阿，其實我們都會把我們的想法經驗寫上去，像我之前討

論兒童是否適合照片的經驗，我也會覺得說他們是有重視到我們的意見，可能無

法影響到實體報紙的頭條不會是裸體加屍體，但是我覺得他們至少在經營上有試

圖了解粉絲的想法。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說在粉絲專頁的一些應用程式或是一些功能，他有幫助消

費者更接近企業端嗎? 

受訪者 : 喔，他除了一些功能是可以放圖片照片的，或是透過小遊戲，我就可

以更了解說他們的企業或是文化精神，不會比較生硬或死板，其實小遊戲中都會

有一些訊息在裡面，我們在玩的時候也會默默接收到很多訊息。 

訪談者 : 那你有覺得說在Facebook上有比其他媒體管道或是網站更接近企業端

嗎?跟企業端對話嗎? 

受訪者 : 當然，如果你想要反映這件事，要去找客服專線什麼的，但透過粉絲

專頁你可以簡單的留言告訴她們想要說的話，我覺得這個管道對於企業或是消費

者來說是非常簡單且快速的管道。因為他們人好像就一直在上面。 

訪談者 : 那有覺得說在粉絲專頁上抱怨服務或產品，有覺得比其他管道有用嗎?

還是沒有? 

受訪者 : 恩，當然最快最有用的方式還是打消費者專線，但是有心的企業應該

都會想要解決消費者的問題，所以facebook算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達到這樣的目

的。 

訪談者 : 那你會集結自己的好友，或是在粉絲專頁上認識的網友在粉絲專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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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發聲之類的嗎? 

受訪者 : 我覺得有些錯誤報導的部分，網友提出來後，隔天就會在蘋果日報上

看到昨日那裏有錯誤，好像真的有感覺到我們push它們，它們真的有改進。 

訪談者 : 那你覺得在粉絲專頁上的這種發聲阿，有比其他媒體管道或是網站更

有效嗎? 

受訪者 : 恩，有效拉，我覺得是有用的。我覺得像是剛剛提到新聞圖片的東西，

它們有真的希望有要做更好，因為他們天天都要上，就可以跟他們作比較即時性

的溝通。 

訪談者 : 那聯合其他消費者呢? 

受訪者 : 目前是不太確定拉，不過我相信未來應該是有用的，他們應該也會了

解到大家都很重視這個問題。 

訪談者 : 好，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