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用軟體行銷與應用



GOOGLE 我的商家



Google 我的商家

• 您可透過 Google 我的商家，在 Google 

搜尋和 Google 地圖上顯示商家的營業時

間、電話號碼和路線資訊，使用 Google 

我的商家完全免費。

• 提升網路曝光率，吸引更多的顧客上門

讓使用Google的人
都能找到您的商家



無論您的商家在重要假日

暫停營業還是開設新店，

都可以即時編輯所有商家

資訊。

集中修改商家資訊



展現商家特色
張貼相片、回覆評論，並大力宣傳您商家與

眾不同之處。



步驟1

• 開始登錄前，請先準備

農場/商店相關的資訊，

並且確認資訊的正確性，

因為在登錄這些資訊之

後，緊接著就會在網路

上曝光。



步驟2
• 開啟Google我的商家網頁

• 點選「在Google上曝光」按鈕



步驟3
• 輸入農場詳細資料，包含農場名稱、地址、電話等



步驟4
• 勾選「我已獲得授權負責管理這個商家」→按「繼續」



步驟5
• 透過郵寄的方式驗證，Google 會直接寄一封驗證的實體信到農

場地址。確認地址正確之後，請點選「郵寄驗證」



步驟6
• 點選寄出明信片後，要在30天之內進行驗證，故這段期間請留

意信箱是否有收到明信片

• 再來需要開始設定詳細資料，請點選「繼續」



步驟7
• 請點選「管理營業地址」，進入編輯商家資料



步驟8
• 開始填寫農場相關資料，包含農場的照片、營業時間、網址等，

完整填寫可以方便消費者的查詢



步驟9
• 填寫完成後 → 等待明信片寄來

• 收到明信片 → 進入我的商家，進行驗證



步驟10
• 超過30天沒有收到驗證信

• → 大約 14 ~16日內寄達

• 如要申請新的明信片，請按照前面步驟11進入，再次提出申請，
在螢幕上方的藍色列中，按一下 [要求另一組驗證碼]

★ 注意：申請新明信片後，舊明信片上的驗證碼便會失效



GOOGLE 雲端硬碟運用



步驟1
• https://drive.google.com



步驟2
• 使用Google帳號登入Google雲端硬碟



步驟3
• 上傳資料

• 點選「我的雲端硬碟」，再點選「新增資料夾」



步驟3-1
• 為新的資料夾命名



步驟3-2
1.我的雲端硬碟 > 上傳檔案 2.選取要上傳的檔案後，點「開啟舊檔」

3.檢查檔案是否
上傳是否成功



步驟3-3
1.我的雲端硬碟 > 上傳資料夾

2.選擇要上傳的資料夾

3.確認資料夾是否
已上傳成功



GOOGLE
CHROME擴充功能



開啟chrome後，請點選
選擇更多工具>擴充功能。

步驟1



開啟擴充功能後，請點選 功能表，
選擇開啟Chrome線上應用程式。

步驟2



搜尋欄輸入「Line」後搜尋，
右方欄位會出現搜尋結果。

點選+到Chrome。

步驟3



點選+到Chrome後會出現確認對話
框，請點選「新增擴充功能」。

步驟4



安裝完成後，會在視窗的右上角
出線LINE的小圖示，點選後會出
現LINE的登入畫面，即可登入。

步驟5



LINE@介紹
https://account.line.biz/login?redirectUri=https%3A%2F%2Fmanager.line.biz%2F

https://account.line.biz/login?redirectUri=https://manager.line.biz/


功能介紹
前所未見的行銷功能，讓您無所不能。

• LINE＠生活圈是能將各種
訊息傳送給顧客及粉絲的
最佳幫手。透過輕鬆建立
一個專屬帳號，您不僅可
以在1:1聊天室內輕鬆回覆
好友的問題，也可以透過
群發訊息一次發送資訊給
所有好友。透過即時的
LINE訊息互動，讓您顧客
及粉絲更靠近。





帳號分類
LINE@帳號分為企業帳號、一般帳號與認證帳號，讓你的品牌識別更有保障。

•一般帳號

任何人皆可擁有此類型的帳號，且無須等待審核，即便是個人或虛
擬角色等皆可申請。本類型的帳號除了提供1:1聊天、群發訊息等LINE＠
生活圈的所有基本功能，亦可供您升級至付費的推廣方案與申請專屬ID。

•認證帳號

本類型的帳號僅有特定業種才
可申請（以申請表上出現的業種為
主），並通過本公司的審核作業後才
能取得。認證帳號除了提供一般帳號
的基本功能外，並可於下列地方進行
搜尋：官方帳號列表、LINE@列表、
LINE好友列表，同時也會顯示已認證
的藍色標示。



如何申請

※一組LINA@帳號可以多人管理，可透過LINE@ APP或是LINE@ MANAGER管理。

※LINE@加入好友人數滿50人後，並申請專屬ID後，可用MAIL向官方申請認證帳號。
(資料請項LINE@官方確認，認證過程需約7-10天)



專屬ID
•每個LINE@帳號一經創立，就會擁有一組由系統隨機指定的一般ID。
但若您想指定一組特定的ID做為您的LINE ID，您可加購「專屬ID」，
讓顧客輕鬆加入您的帳號。

•若要申請驗證帳號，一定要申請專屬ID。



LINE@ 開發新客戶

•先設定專屬ID，讓消費者更容易找到。

•若有電子商店，可以在自己的電子商店裡放上
LINE@的QR CODE，發送優惠訊息更迅速，互動
更加即時。

•把握線上、線下每一個與顧客的接觸點，宣傳帳
號，吸引潛在顧客加入，在節慶尚未來臨前就加
以互動預熱。



LINE@ 豐富帳號內容
•歡迎訊息或群發訊息放優惠券或抽獎券：透過獎勵誘因，加深好友對帳號的
印象、持續關注。

•更新主頁和行動官網，豐富好友一加入帳號時會看到的內容，有效降低封鎖
率，也提升好友的興趣。



LINE@ 顧客聯繫與系列活動

 圖文選單宣傳節慶主題，讓好
友一加入帳號，就能清楚知道
你的節慶內容，有效導流導銷
售！

 善用圖文影音、聲音訊息、關鍵字等
互動功能，打造節慶限定體驗。



•針對消費過的好友，可運用圖文訊息、分眾訊息、抽獎、優惠券或問卷，
活絡帳號和刺激熟客回流

•善用圖文訊息、抽獎券、優惠券等功能，推廣節慶活動，有效提升到店
率與消費

•搭配節慶優惠即時推播，好友回流消費最有感

LINE@ 顧客聯繫與系列活動



有機中心LINE@



經營模式的差異

LINE@ FACEBOOK

商品促銷訊息 品牌內容經營

即時提醒 媒體話題與粉絲共鳴

增長好友數提高觸及率 粉絲互動產生流量

快速宣傳 不求速效的社群經營

1對多的單向發訊 多對多的共同參與



BAND
BAND 是首款「專為群組討論和團隊管理打造」跨平台的APP

https://band.us/home

https://band.us/n/aeaa12l5Zci2Z

有機資訊化讚BAND

https://band.us/home
https://band.us/n/aeaa12l5Zci2Z


BAND社團群組人數無上限

 可以1對1聊天，也可以
多對多討論

 社群人數無上限



社團動態牆
 所有成員皆可以在社團公佈欄貼
文

 貼文上傳可以永久保存，不用擔
心找不到資訊

 貼文可以設為公告，並將該貼文
置頂於公佈欄

 貼文使用標籤，資訊分類、方便
搜尋



表決意見派工不用苦惱

 直接在動態牆上發
表投票內容

 增加工作待辦事項
 將工作加到群組行
事曆



一對一、多對多

 團體討論
 私人訊息
 公開社團
 非公開團體



照片不消失，方便管理

貼文可以一次上傳100張照片
新增相簿，將照片分類，不怕
消失



團隊專屬行事曆

共享團隊行事曆
確認活動出席統計人數
設定鬧鐘提醒出席
與手機連動行事曆活動不漏接
活動可以公告到動態牆上



跨平台、電腦也可以使用

 可用facebook、line、mail等多種方式登
入

 邀請連結，即可加入band
 電腦網頁版，工作討論訊息不漏接



建立BAND群組---1

登入後的首頁

建立BAND群

輸入團名

設定社團大頭照

隱私設定



邀請通訊錄好友使用

建立社團後首頁

點開更多功能，會跳出功能表

建立BAND群組---2



貼文---投票

投票主題

投票項目

發表貼文處選擇「投票」
並設定投票主題、選項等資料

在貼文區塊進行投票



貼文---打卡



貼文---待辦事項 發表貼文處選擇「待辦事項」
並設定標題與新增待辦工作項目。

標題

工作項目

完成工作後打勾



貼文---申請書 團隊工作需要招募志工時，就
可以在貼文中新增「申請書」



貼文---新增活動

標題
活動說明

可以新增EDM或照片
可以新增附件

是否要求所有成員都要出席



貼文---簽到
團隊工作需要活動簽到，就可以在貼文中新增「簽到」



LINE@與Band之比較

LINE@ BAND

型態 1對多
1對1

多對多
1對1

費用 設定專屬ID：720/年
中用量用戶：9600/年

免費

使用工具(管理者) LINE@MANAGENMENT
(APP或電腦版皆可)

BAND APP

使用工具(訂閱者) LINE BAND APP

功能(管理者) 行動官網、發佈動態消息、進行調
查與舉辦集點/優惠券活動。

上傳照片、建立相簿、行事曆、貼文。

功能(訂閱者) 使用集點卡、優惠券，填寫問卷，
查看行動官網，閱覽動態牆。

上傳照片、建立相簿、行事曆、貼文。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