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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洋行數位行銷整合 屠海謙 總經理 

．數位行銷基本概念 

流量×成交率×客單價＝營業額 
好的內容決定消費者的成交率，數位行銷的內容

包含：影片、圖片素材、清楚文案 
．共享行銷部的理念 

㇐站式服務 成為貴司內設的行銷部門 
每月只收取㇐位同仁的薪資，提供全方位數位行
銷方案 

 
針對產品生命周期提供最需要的行銷規劃 
成為實際解決問題的行銷專家 

除了明白理論，更能動手協助 

沒有預設工具立場，只為吸引對的消費者來購買 
．協助四大問題解決 

人事開銷、溝通成本、專業能力、多元需求 
．網路行銷掌握重點 

美：美的圖片 
順：順暢動線 
清：清楚說明 
對：對的流量 

．圖文設計案例 
㇐張吸睛的圖片會為商品說話，擁有好的網路圖
片素材可讓您的商品業績提升銷售量 73％。 
1.㇐頁式 DM：介紹單㇐商品引起消費慾 
2.FB 發文設計：粉絲互動不被遺忘 
3.產品包裝 CIS 設計：大型看板展場設計 
4.各式 Banner 設計：展現企業／粉絲團專屬風

格 
5.多尺寸數位廣告素材：網路行銷精準吸睛成效

高 
．粉絲團經營 

1.實拍圖片商品介紹文：多圖設計知識文、插圖
風格節慶文、賣場風格促購文、有趣時勢議題
文 

2.網美素材操作：美麗人事物是吸睛的不二法門，
高人氣 PG 合作除了取得大曝光，更有行銷素
材可應用 

大量並具真實性的分享，使消費者對品牌商品產生
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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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美素材操作 

美麗人事物是吸晴的不二法門，高人氣 PG 合作

隱了取得大曝光，更有行銷素材可應用，大量並

具真實性的分享，使消費者對品牌／商品產生好

感 

．部落客行銷 

網紅部落客口碑推薦永遠是建立信任感的方式，

搭配時事議題，以誠懇方式向消費者推薦 

．口碑議題操作 

素人分享為眾多網友收集資訊的方式，運用㇐般

素人平台帳號操作深度議題行銷，好的議題可激

發消費者興趣 

．新聞議題置入 

消費者已不再喜歡單方面廣告行銷的推播方式 

運用目標客群感興趣的議題更能獲得好感與注

意 

知識性議題文章讓信任感增加混淆式類新聞

SEO 更加分 

．品牌專欄撰寫 

新多新商品都需要教育消費者，由官方專業知識

詳盡介紹給消費者可增加信任 

．影片拍攝剪輯 

主題式影片讓產品更具說服力及話題，FB、

Youtube 同步放送增能見度，在 FB 持續調整演

算法則接觸率下降影片吸引消費者眼球成王道 

．媒體廣告投放：主題式影片讓產品更具設服力及

話題，FB、Youtube 同步放送增加能見度 
 

 

 
 

 

 
 

 

．數位行銷成功動線的企劃力 

A:注意 I:興趣 D:慾望 A:動作 

．企劃力應由目的而生 

1.達成目標：訂單成交、會員加入、粉絲成⾧、

發文互動、參加活動、廣度形象 

2.客群方向：確認商品、銷定區隔 

3.執行方式：單純圖片、影片製作、抽獎方式 、

時間確認 

4.圖文方向：圖文內容、議題選擇、動線設定 

5.產出圖文：排程上線、追蹤成效 

．網路只有便宜才能立即銷售 

1.滿足客戶對資訊的需求 

先別急著只將自己產品的優點或特色讓客戶

知道，找出消費者關心的議題並此議題與您相

關 

2.優化動線方便購買分享 

下標時需考慮議題有趣性、品味代表性、分享

方便性，期許內容擴大傳播優化搜尋 

3.貼近大眾方式表達議題 

找出該議題痛點，運用優質並易懂的內容幫助

於顧客解決問題、滿足需求、達成願望 

4.強化議題多方包圍 

持續產出不同角度但與消費者站在同㇐陣線

的內容，讓顧客信任你，喜歡你，以及讓顧客

尋找優質內容時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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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扶輪青年服務團現在是扶輪的成員類別之㇐。 

2.扶輪青年服務團將被允許輔導其他扶輪青年服

務團，或自己在無人輔導下成立。 

3.扶輪青年服務團將對所有 18 歲以上的年輕人開

放。不再有 30 歲的上限。 

4.扶輪青年服務團現在有資格在地區級或國際扶

輪的委員會任職。 

5.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將享有更多支援、訓練、並

取得來自扶輪的工具。 

6.2022 年，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將支付團員會費

每人每年 5 美元或 8 美元。 

保管委員會鼓勵扶輪青年服務團在全球獎助金計
畫和扶輪社合作。 
扶輪社應繼續在會議和活動以及服務專案上與扶
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合作。 
常見問題： 

這是否意味著扶輪青年服務團自動成為扶輪社員? 

不。扶輪社員是扶輪社的成員，扶輪青年服務團的

成員仍然是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這個制定案不會

改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有別於扶輪社員的身分。 

現在扶輪青年服務團必須支付會費給國際扶輪嗎? 

理事會同意，扶輪青年服務團應在 2022 年開始支

付團員會費，並正在研究如何通過募款和與輔導扶

輪社合作來減少團員的負擔。大學為基礎的服務團

的費用為每人每年 5 美元，社區型的服務團則為每

人每年 8 美元。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能將扶輪基金會的資金用在

他們的專案嗎? 

目前，只有扶輪社可以向基金會申請全球和地區獎
助金。基金會保管委員會有權決定誰有資格申請全

球獎助金，並將審查任何允許扶輪青年服務團使用

基金會資金的提案。保管委員會鼓勵扶輪青年服務

團在全球獎助金計畫和扶輪社合作。扶輪青年服務

團也可以透過扶輪社獲得地區獎助金的資助。與往
常㇐樣，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能透過基金會申請獎

學金及扶輪和平獎學金。 

為什麼刪除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的年齡上限? 
扶輪青年服務團仍然是専為年輕專業人土而設計，

但提升扶輪青年服務團特別任務小組和國際扶輪

理事會決定，重要的是給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彈性，
讓他們自己決定準備何時離開扶輪青年服務團・

大多數接受意見調查的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認為，

取消年齡限制要麼會增進，要麼不會改變他們的服
務團經驗，並表示他們今後仍將尋求機會加入扶輪

社，扶輪青年服務團仍然可以設定自己的年齡限制。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仍然會被鼓勵成為扶輪社員
嗎? 

是的!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將被鼓勵在任何時間加

入能提供他們所要的經驗的扶輪社。扶輪社應繼續
在會議和活動以及服務計畫上與扶輪青年服務團

團員合作。自 2016 年以來，只要是現職的扶輪青

年服務團團員都能加入扶輪社；該雙重成員資格選
項不會改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們也可以成立自

己的扶輪社。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能否在國際扶輪理事會或保
管委員會任職或提供建議? 

理事會和保管委員會重視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的

意見，並已建議國際扶輪社⾧指派扶輪青年服務團
團員為委員會委員。他們將繼續討論讓扶輪青年服

務團團員今後參與的新方法。 

扶輪青年服務團是否會列入扶輪的全體社員人數
中? 

不會，扶輪青年服務團將不會列入地區的扶輪社總

數，而且扶輪社員和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將繼續分
開計算。 

(摘自 5 月份扶輪月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5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5 名    出 席 率：8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Banker,Boss,Brain,Frank,Garden,Jia-Pin 

Jimmy,Ortho,Park,Printer,Tech,Tony,Trust,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屠海謙 總經理 十三洋行數位行銷整合  本社 
四、捐款報告 

 

  1,311,750 

Shi-Lo  4,250 

Michael  50,000 

Ortho  4,250 

Trust  4,250 

Bueno  6,250 

Building  4,250 

Building  4,250 

Gyne  4,250 

Lucky  6,250 

Post  4,250 

  92,250 

  NT$1,404,000 

㇐般捐款 
Oral  1,000 

  NT$1,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Michael 5/8  1,000 

Ocean 5/13  1,000 

Frank 5/13  1,000 

Archi 5/9  1,000 

Stock 5/10  1,000 

Tiger 5/10  1,000 

Vincent 5/13  1,000 

  NT$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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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76 例會 

                        109 年 05 月 21 日 

●   

  

●  

●   

第 2775 例會 

                        109 年 05 月 14 日 

●  Founder &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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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77 例會 

                        109 年 05 月 28 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