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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研究主題乃是分析新莊地政事務所之臉書粉絲專頁(E起 fun新

莊 https://zh-tw.facebook.com/xinzhuang.ntpc)的經營模式，與

原有提供民眾諮詢服務的社群軟體如：Line、Skype之不同處與特點，

以期達成更佳的政策行銷效率。 

 

壹、 主旨及背景說明： 

自 2008年起一股來自網路上的社群勢力蓬勃發展，Twitter、Plurk、

facebook甚至後來興起的 google+等社群網站，同時也因手持式裝置

的普及，彼此相輔相成，因而刮起了一陣旋風，不但改變了人們的生

活方式，更改變了人的行為方式，低頭族這麼名詞也由此產生，更因

此出現了新的行銷方式，facebook也是當中的佼佼者，透過按 “讚” 

的方式讓文章的能見度拓展開來，根據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 

Separation：假設世界上所有互不相識的人只需要很少的中間人就能

夠建立起聯繫的理論, 引自 wikipedia)我們很可能可以將訊息傳播

到你所想像不到的地方，也因此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的經營，政府機關

可以將政策推廣開來，讓更多人得以理解政府的理念以及施政方針。  

 

  



貳、 關於 E起 fun新莊 

一、 緣起： 

自 103年 12月 30日起創立粉絲專頁-E起 fun新莊，並開始第一則

貼文(圖-001)，為了推廣專頁於 104年 1月 23日辦理第一個粉絲專

頁活動「E起 fun新莊粉絲募集活動」共計 200多人參與活動，成立

近 2年依然維持著每週至少 2則貼文的發文頻率，目前累積粉絲數已

達 1,176人。 

 

第一則貼文(圖-001)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91331227651859/


二、 成員架構： 

成員架構主要由研考擔任編輯，即粉絲專頁之主要負責人，與各課指

派之小編 1人共同組成撰文小組(圖-002)，並成立 Line群組(含主任

秘書及各課課長)研討各次貼文資訊之正確性、內容的完整性和修飾

用詞用語等，讓貼文辭彙盡可能保有一致性，使能得到較佳的閱讀舒

適度。 

 

粉絲專頁-成員架構(圖-002)  



三、 貼文原則： 

由各課小編定期撰文，取材內容不拘，但需以政府機關宣導為精神制

定內容，並且有文附圖或是附影像，大致上貼文內容為各課自行辦理

之活動、說明會、研習、講座訊息或標竿學習及辦理過程之現場實況、

花絮，亦有宣導新北市舉辦之各項活動、與民眾相關新上路之地政政

策或者外單位需協助宣傳之訊息，擬稿完成後先於 Line群組張貼內

容進行討論，當群組成員討論確認可行後於粉絲專頁貼文(圖-003)。 

 

E起 fun新莊首頁(圖-003) 

 

  



發文時間也是另一項重點，主要分成 3個時段，中午 12:00~1:00、

下午 5:00~8:00及晚上 9:00~10:30其中時段的選定與每個人的生活

作息有關，中午時段主要是讓粉絲能夠在中午休息時看到貼文，下午

則是選擇通勤制晚餐時間，而晚上則是讓睡前習慣滑手機的朋友們可

以觀看，因為貼文的時間若太早，有可能會被其他人的貼文給掩蓋掉，

而太晚則可能讓粉絲接收不到最新的訊息，如圖-004所示 E起 fun

新莊的粉絲上線時間約為中午過後達到高峰，下午 3點左右略幅下滑，

及至下午 5點過後持續上揚至晚間 10點，善用貼文發布時間可以讓

宣傳效果更加有效。 

 

粉絲上線時間(圖-004) 

 

  



當然為了能夠讓貼文準時發出，主要是利用粉絲專頁提供的”排程”

功能，也就是說文稿撰寫完畢後按下發布按鈕旁的”倒三角”就可以

設定排程讓貼文上稿(圖-005)，並時時關注貼文之回應情形，如遇到

粉絲發問，則由該貼文之小編擔任主要回覆人員。 

 

排程貼文(圖-005) 

 

參、 其他社群軟體 

一、 Line 

LINE，是一個即時通訊軟體與行動應用程式，於 2011年 6月發表。

使用者間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在不額外增加費用情況下與其他使用者

傳送文字、圖片、動畫、語音和影片等多媒體資訊（甚至進行語音通

話）。 



在 2016年 3月以來，LINE於全球擁有超過 10億人註冊使用，其中

約有高達 2.15億活躍使用者。(引自 wikipedia) 

 

二、 Skype 

Skype是一款通訊應用軟體，可通過網際網路為電腦、平板電腦和行

動裝置提供與其他聯網裝置或傳統電話/智慧型手機間進行影片通話

和語音通話的服務。 

使用者也可通過 Skype收發即時通訊資訊，傳輸檔案，收發多媒體資

訊，進行視像會議。(引自 wikipedia) 

 

三、 線上客服區 

為了讓有急需的民眾得到即時解答，特別在目前最常用的通訊軟體

Line、skype建立帳號，並由專業的客服人員(服務台同仁)提供最即

時的回應，不論大小事只要與地政相關或在能力範圍內可找到解答的

問題，都在上班時間可以利用 Line或 skype帳號向線上客服(圖-006)

發問。 



 

線上客服專區(圖-006) 

 

肆、 粉絲專頁的不同之處 

一、 支援多人管理 

粉絲專頁可以同時有多個管理人，並可透過電腦、平板或手機進行編

輯，彈性較佳，且可將 facebook帳號加入成為管理員(粉絲專業角色)，

依屬性給予授權(管理員、編輯、版主…等)如圖-007，其中透過電腦

登入網頁時，可以看到發出貼文的帳號方便管理。 



 

雖然 Line可以發布動態消息，且 Line好友可以按”讚”可以像

facebook一樣讓好友的好友看到，然而因為使用習慣的不同，對於

Line動態消息的推播效果不是很好，此外 Line 有綁定手機的設定，

所以不適用多人管理，彈性較差。 

 

 

  

 

粉絲專頁管理者權限(圖-007) 



二、 使用洞察報告，易於分析 

善用粉絲專頁分析工具可以得到很多訊息，例如圖-008就是洞察報

告摘要性的總覽，可以看到粉絲專頁的瀏覽次數、專頁的讚數、觸及

人數、貼文的互動次數等，並以近 6天的數值變化作為折線圖，並且

點擊小圖後還可會轉到有較詳細且以月為單位的分析圖，在總覽的下

方還有圖-009的觸及人數分析針對近期貼文做觸及人數評比，藉此

可以觀察到與實價登錄相關的、他機關至本所參訪、本所獲獎消息、

自製短片等貼文皆是觸及人數較高的，針對高人氣的貼文類型可以多

多益善，而人氣不佳的貼文，則可改變敘事方式，提高人氣。 

 

此外還可以透過按讚分析(圖-010)觀察近期粉絲數成長情形，通常粉

絲數成長到一定數量就會進入緩慢的停滯期，大約是在粉絲數 200、

700、1000，當粉絲數很久沒有增加，辦活動就是渡過瓶頸期的最好

方式，通常會配合節慶(春節、端午、中秋)或是自行辦理的小型展覽，

透過打卡按讚的方式，搭配精美小禮品熱絡粉絲專頁。 

 

最後就是分析粉絲如何進入粉絲專頁的(圖 0-11)，透過入口網站的

的連結，發展另類的異業結盟，如影隨形的貼近廣大的粉絲群也是重

要的行銷方式。 



  

粉絲專頁摘要(圖-008) 觸及人數(圖-009) 

  

按讚分析(圖-010) 主要來源(圖-011) 

 

  



三、 分析粉絲族群 

透過分析粉絲年齡層的方式，瞭解主要客群區間選擇合式的行銷方式，

如同圖 0-12所示，E起 fun新莊的粉絲男女比率約各占一半，主要

的年齡層落在 35-40歲之間，次高者為 25-34歲之間，其後便是 45-54

歲之間，由此可知粉絲專頁主要的還是多以年輕族群觀看，所以貼文

用語盡量以活潑生動的辭彙，又因為年輕族群較無法接受長篇大論，

故文章建議盡可能的精簡。 

 

而圖-13已接觸的用戶表示曾經來瀏覽過貼文的臉書用戶，也許這些

用戶並非粉絲專頁的粉絲，也就是說其中包含著潛藏的粉絲，其分布

與圖 0-12相近，也就是說 E起 fun新莊頗受年輕族群(25-44歲)的

歡迎。 

 

其後圖-14參與互動的粉絲，可以看得出主要是35-44歲的族群為主，

與圖-13相比之下可觀察出一件事實，雖然 25-34歲的瀏覽者很多(占

32%)，但實際互動的用戶卻僅有 15%將近一半不到，也就是如何提升

25-34歲的瀏覽者，實際參與粉絲專頁的互動就是未來重要的課題，

因為有興趣的粉絲才會實際參與互動的，畢竟每個人有空閒可以看臉

書的時間是有限，如果有其他粉絲專頁的話題更吸引他，則潛藏的粉



絲可能就此消失，增加粉絲的黏著度也是經營粉絲專頁的一大挑戰。 

 

你的粉絲(圖-012) 

 

已接觸的用戶(圖-013) 

 

參與互動的用戶(圖-014) 

 



伍、 結論與建議 

經營粉絲專頁需要極大的耐心與不停的創意，當臉書用戶搜尋到一個

與興趣有相關粉絲專頁時，一定會去瀏覽專頁的內容，發現最新一則

貼文離現在時間很久，則會直覺的認為該粉絲專頁是沒在經營的，便

會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下一個有相似內容的粉絲專頁，如此便流失了一

位潛在的粉絲，粉絲數就很難增長，而 E起 fun新莊自創立起至今已

將近 2年的時間裡，仍能維持著一週至少 2則的貼文頻率，仰賴的是

諸位小編的熱情與創意以及長官的全力支持，其中最的意外收穫就是

有民眾直接利用粉絲專頁的訊息功能詢問問題，在原先提供的社群軟

體 Line、Skype的線上客服服務之外，還能有一項能夠解決民眾困擾

的方式，也就是說提供更多元的管道就能服務到更多不同層面的民眾，

這也是政府機構份所當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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