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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的
「受眾」
為什麼與眾不同？

生意做這麼久了，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會買你家商品的人，

其實消費者輪廓有點接近？但真正的消費者輪廓他並不是

表面上的性別、年齡，而是生活習慣。Facebook 基本上是台

灣人生活習慣曝光最大的管道（按讚、分享、打卡），從這些

看起來沒關係的維度綜合出來的消費者輪廓，正是大數據

應用的最佳典範。



多設定自定受眾（類似受眾）的目的是什麼

人口統計
性別、年齡、地區

人口統計
性別、年齡、地區

行為分析
興趣、行為

這是大多數人的設法，這樣子
設很浪費FB廣告系統的強大

多選了「興趣跟行為」，有效發
揮FB收集的大數據資料，但還
是有機會跟大家一起競價

人口統計
性別、年齡、地區

行為分析
興趣、行為

受眾
分析

舊客、瀏覽客

我們加入受眾分析，結合第一
方資料，繞開大家都投遞的受
眾，精準卻省錢！



了解 Facebook 像素 一個用於轉換追蹤、最佳化和再行銷的像素。



Facebook Pixel

<!-- Facebook Pixel Code --> 
<script> !function(f,b,e,v,n,t,s){if(f.fbq)return;n=f.fbq=function(){n.callMethod? 
n.callMethod.apply(n,arguments):n.queue.push(arguments)};if(!f._fbq)f._fbq=n; 
n.push=n;n.loaded=!0;n.version='2.0';n.queue=[];t=b.createElement(e);t.async=!0
; 
t.src=v;s=b.getElementsByTagName(e)[0];s.parentNode.insertBefore(t,s)}(wind
ow, document,'script','//connect.facebook.net/en_US/fbevents.js'); 

fbq('init', '1008119829260027'); 
fbq('track', "PageView");

</script>
 <noscript><img height="1" width="1" style="display:none" 
src="https://www.facebook.com/tr?id=1008119829260027&ev=PageView&nos
cript=1" /></noscript> 
<!-- End Facebook Pixel Code -->

Facebook Pixel 基礎型

紅色字部分代表「事件」

可讓 Facebook Pixel 了解到當下
消費者走到了哪一步

其他更多內容請上
https://www.facebook.com/business/help/40279114
6561655



要有事件，其實是為了轉換

標準事件需要工程師協助

行銷人員必須釐清九個標準事
件會要在哪些頁面或哪些按鈕
發生

沒有工程師就用自訂轉換

跟 GA 一樣，找出「到了哪一頁
面」會「達成什麼目標」來套用
到標準事件上



網頁九大標準事件與流程的關係

開始結帳 輸入收件訊息 新增付款資料
感謝你購買

（購買）

fbq('track', 'InitiateCheckout');

fbq('track', 'AddPaymentInfo');

fbq('track', 'Purchase', {value:'0.00', currency:'USD'});

填入註冊資訊 驗證聯絡資訊
感謝您註冊
（完成註冊）

fbq('track', 'CompleteRegistration');

瀏覽商品頁（查看內容）

fbq('track', 'ViewContent');

Landing
Page

按鈕事件
加到購物車 <a href="#" onclick="fbq.push(['track', 'AddToCart'])">加到購物車</a>
加到願望清單 <a href="#" onclick="fbq.push(['track', 'AddToWishlist'])">加到願望清單</a>
搜尋 <a href="#" onclick="fbq.push(['track', 'Search'])">搜尋</a>

訂閱電子報（潛在顧客）

fbq('track', 'Lead');

標準事件延伸可設定的「值」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marketing-api/facebook-pixel/website-custom-audiences/v2.6

購物流程

註冊流程



ViewContent 範例

fbq('track', 'ViewContent', {

  content_ids: ['FRT0000012874'], //產品id

  content_type: 'fit', //產品類型

  content_name: '【虎航‧上野/秋葉原/淺草/新宿/池袋】東京自由行 5 天(4人成行第2人減

1000)', //產品名稱

  content_category: '國外旅遊 > 東北亞> 日本> 東京都(關東地區)> 自由行', //產品分類

  value: 11,500.00, //產品售價（起）

  currency: 'TWD' //幣值

 });



課堂作業一：請列出網站各事件的相應網址及填入按鈕事件

頁面事件
● 查看內容 ViewContent
● 開始結帳 InitiateCheckout 
● 新增付款資料  AddPaymentInfo
● 購買 Purchase
● 潛在顧客 Lead
● 完成註冊 CompleteRegistration

按鈕事件
A. 加到購物車  AddtoCart
B. 加到願望清單  AddtoWishlist
C. 搜尋 Search

/product/detail/
/cart

/cart/finish



自訂廣告受眾 (Custome Audience）



四種建立自訂受眾的方式

1. 顧客名單
把舊有的會員名單引入建立  Facebook 
上的受眾

2. 網站流量
需配合 Facebook Pixel ，收集消費者
在網站上的資訊

3. 應用程式動態
需配合 Facebook SDK，收集 APP 內
消費者的動作

4. 在 Facebook 上的互動
其中包含影片互動、名單型廣告、全螢
幕廣告（Canvas）、粉絲專頁互動



三張圖搞懂什麼是CALL客投放法

一、顧客名單



三張圖搞懂什麼是CALL客投放法

二、網站流量（應用程式動態）



關島之家為案例



針對租車網站進行受眾建立

1. 選擇流量類別

2. 選擇網址包含內容

3. 設定包含幾天內的流量



網站流量類別

1. 所有有瀏覽你網站的人
a. 適用狀況：一個或是有太多跨網站瀏覽的網站主（如：關島之家、 104 ）
b. 潛在利用：針對全站活動、品牌故事、客戶見證等，培養潛在用戶購買意願

2. 瀏覽特定網頁的人
a. 適用狀況：針對特定頁面探究興趣及目的，依據消費者習慣來進行分眾

b. 潛在利用：分館活動、特定分類商品促銷，使消費者進入購買步驟

3. 瀏覽特定頁面但未瀏覽其他網頁的人
a. 適用狀況：找出重點關鍵頁面，未到達的都算是目標沒完成

b. 潛在利用：瀏覽未註冊、購物未結帳

4. 未在特定時間範圍內瀏覽的人
a. 適用狀況：老客戶太久沒回來了嘛？



瀏覽特定網頁的人



受眾架構

A. 依網站不同

1.租車興趣受眾
car.guam.com.tw

2.跳傘興趣受眾
skydive.guam.com.tw

3.開飛機興趣受眾
sky.guam.com.tw

4.旅遊書興趣受眾
travelguide.guam.com.tw

5.關島興趣受眾
www.guam.com.tw

B. 依重點指標頁面

1.菜單有興趣興趣受眾
coupon.guam.com.tw/menu/1

2.高空跳傘評論興趣受眾
www.guam.com.tw/comments/35

3.包船方案興趣受眾
boat.guam.com.tw/party

4.夏令營興趣受眾
study.guam.com.tw/summer_camp/

5.地圖興趣受眾
travelguide.guam.com.tw/map

C. 推測意圖未達成

都跳傘了包個船
A2 BUT B3

租車就開遠一點去吃
A1 BUT B1

有旅遊書就要賣地圖
A4 BUT B5



三張圖搞懂什麼是CALL客投放法

三、類似廣告受眾 Lookalike



為什麼 Lookalike 可以這麼有效？

音樂：阿妹 19.33%

食物：Subway 19%

喜好品牌：Forever21 18.24%

電視節目：甘味人生 17.02%

精品品牌：COACH 13.26%

汽車：Audio 12.53%

化妝品：NYX 9.1%

雜誌：少年快報 8.1%

我們發現喜歡整容手術的女生
喜歡吃 Subway 跟聽阿妹的歌
，於是我們找了幾個暨有會員
做了一些分析



Facebook 怎麼看一個人？

https://www.facebook.com/ads/preferences/edit/



建立類似廣告受眾流程

1. 可以透過自訂廣告受
眾、廣告轉換追蹤像
素（即將失效）及粉絲
專頁建立 Lookalike 
受眾

2. 國外收集受眾超過 
100 以上，即可在「國
家/地區」選擇該國

3. 1 ~ 10% 是由準度到
廣度。



CALL客投放法 - 成效投放邏輯

興趣投遞

轉換 CA
轉換
 LL



目標的「價值」如何設定？

Facebook 

Google Analytics
目標達成流量

（工作階段）

曝光

100

目標價值

10,0001,000,000
CR

轉換率
CTR
點擊率

單次流量價值
（單次工作階段價值）

單次曝光價值

x CTR x CR x 1000

x CR

MAX 
CPC

MAX 
CPM



Remarketing 及 自訂受眾 的設計邏輯

所有
使用者

A.必備第一包

已購買
過顧客

B.必備第二包

Event
Landing 

page

C. 必備第3包

其他
分類頁

or
商品頁

D. 必備第 4 ~ N包

● 如果你要提升活動頁  CTR：興趣 + D
● 品牌活動求曝光：興趣  + A
● 鎖定新客招募：興趣  - B
● 提昇商品廣告  CR ：興趣 + B + C

還有更多想像 .........



 利用「類似受眾」開發新客的概念是什麼

已購買
過顧客

受眾A

已購買
過顧客

已購買過
顧客類似

受眾

受眾B



實務操作範例
以「聯盟行銷」為例



廣告投遞說明 - 內容行銷轉換

● 首先先寫一篇針對「成長駭客」為主題的網誌，希望消費者看了推薦文章後會

想要買書，並埋下博客來 AP 聯盟連結。

● 粉絲專頁網誌並沒有辦法埋設 Pixel ，也沒辦法從粉絲來建立受眾，所以利用

受眾吧方式來收集文章閱覽受眾。

● 廣告投資報酬率（ROAS）約 1:10
● 自我檢討優化：應該在跳轉到博客來的購買頁面也使用受眾吧收集受眾，增加

精準率。



步驟一：先寫出內容行銷導購文章

內容行銷不是一直寫一堆無相關的內容，是要緊扣你的服務、產品及品牌的精神所撰
寫的文章，才能吸引到真正的潛在客 戶。



步驟二：到受眾吧輸入目標網址及輸入像素ID

未來真正廣告網址



步驟三：投放前先建立自訂受眾收集對文章真正有興趣的人

把剛剛「未來真正廣告網址」輸入
建議選擇「網址包含」，把整串輸入
進去



步驟四：先針對「精準興趣」來設定第一次的廣泛受眾

在精準興趣的
設定下，其實
建議在一開始
並不需要設定
年齡跟性別



步驟五：當自訂受眾達到 100 人之後，便可以建立類似受眾

1%~10% 該怎麼抉擇？

越要精準越要 1%

越要廣泛越要 10%



結果報表：

觸及人數
支出金額 

(TWD)
瀏覽次數 連結點擊次數

CPC
（連結） 
(TWD)

不重複 CTR
（連結）

興趣受眾 69,774 2,860 112,928 722 3.96 0.94%

Lookalke 受眾 24,079 1,930 35,267 666 2.89 2.59%

以 CPM 的角度來說， Lookalike 帶來的受眾成本高了一倍，但是在高點
擊率的狀況下，單次流量獲取成本反而是低的（節省 27.02%），單純以著
陸頁無法更動的情況底下（轉換率不便），我們的投資報酬率便有機會有
第一步的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