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美髮業】
加好友廣告密技
LINE l 圭話⾏銷



上週來消費過的顧客，如何叫他再來

出了新活動新產品，如何讓附近的⼈知道

你知道客⼈平均的客單價與消費週期嗎?

你如何讓附近的⼈知道有你這家店?1.

2.

3.

越做越輕鬆的⾏銷⽅式
先問幾個問題

4.



LINE 加好友廣告
美圖找到新好友

（地區範圍x興趣)

美容美髮業鐵粉養成的⼩訣竅

圖⽂選單
提醒加預約好簡單

多⾴訊息
作品⼀次呈現
⼀起變美好



01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鎖定地區，⽣活圈⼀把抓 指定地點，半徑範圍3~50公⾥任你選

廣告資
源
不浪費

⽬標客群怎麼選？

廣告資源
不浪費

可直接輸⼊你的店
點地址，設定從店
點開始的指定範圍！
不⽤⾛出⾨發傳單，
也能網羅附近的
潛在顧客

可直接輸⼊你的店點

地址，設定從店點開

始的指定範圍！

不⽤⾛出⾨發傳單，

也能網羅附近的

潛在顧客。



01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標客群怎麼選？

多種可選興趣，找到對的⼈ 混合應⽤，客群更精準

針對⾃⼰的客群進⾏投放

精準投放成效也更好

初次使⽤CPF廣告建議受眾
可抓50萬-200萬⼈之間



01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預算怎麼下？

單⽇最低預算100元，總預算最低500元，1元可觸及10⼈以上唷！

投放LINE加好友廣
告能讓你的品牌廣
泛曝光給潛在顧客，
且廣告僅在實際帶
⼊好友時才收費。



02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預算怎麼下？

• 建議⽇預算⾄少在300元以上

• 預算有限的商家，總預算可以先
以2,000元試走，預算若過低會較
不利系統優化學習。若有較多的
數字累積，能幫助系統更快地學
習，幫您以最佳的成本獲取好友。

• 達到好友需求數可隨時暫停廣告，
無論曝光量多⼤都不會有廣告花
費，實際帶入好友才有花費

預算經驗分享



02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預算怎麼下？

進階設定：每位好友預算上限
第⼀次投放者建議

建議第⼀次投放可以不設定，這樣可以讓廣告曝光且有成效，

如果⼀開始就設定上限，可能會導致廣告無法順利完整投放。

多次投放經驗者

有過多次投放經驗，可以抓出單位好友價格，就可以採⽤
⾃⾏設定出價上限的⽅式。⼿動出價最低設定為16元。

＊美業的客⼾，因為有固定消費週期，可以試著計算⼀個好友
多少錢可承擔。



03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廣告創意怎麼做？

LINE OA CPF廣告的
圖⽚尺⼨

正⽅形：1080px x 1080px 
--------------------
⻑⽅形：1200px x 628px

廣告創意建議

• 確認圖與⽂清晰可⾒。

• ⽂字不⽤太多，因為有些廣告出現的地⽅會
略⼩，可以參考圖片預覽來看是否清楚。
右圖為預覽⽰意。

• 如果沒有設計製作圖片素材，商家也能使⽤
LINE Creative Lab的模板快速製作「吸睛的
素材」。LINE Creative Lab操作步驟請⾒後
續⾴⾯介紹。



03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廣告創意怎麼做？⽂案建議

範例

• 標題不可超過20字，重要的點
放在前14字

• 標題傳達清楚，像是 《新好友
限定20% OFF》，標題最好可
以吸睛引⼈停留

• 可以⽤限定特惠、口感、情感、
金句、承諾、問句、挑戰等等
方式來吸引人

限定優惠：《限定新好友特惠，給⾃⼰⼀個機會》

問號語氣：《別⼈老樣⼦，你是樣⼦老?》

外在內在：《向上的⼼，不該配下垂的臉》

情感雙關：《愛⾯⼦，才有⾯⼦，OO美容陪你美麗》

⾦句名⾔：《被歲⽉偷走的青春，從這裡補回來》



03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廣告創意怎麼做？⽂案建議

範例

• ⽂字說明不超過75字

• 清楚說明加入好友的優惠或能享
有的服務，加強受眾立即⾏動的
誘因

• 詳細說明設計師特⾊，讓消費者
更清楚要做下⼀步的原因，像是
要買的原因、誰適合買、什麼情
境要⽤等等

• 如店鋪有地域限制，⽂案要能讓
消費者清楚識別相關地區資訊

美甲限量預約中!

上千好評的美甲師為你服務，畫出你的特⾊，讓朋
友驚呼連連，從指尖到⼼，指為妳美。現在指要
XXXX，為妳指間換新裝。



03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廣告創意怎麼做？素材建議

美業圖片素材秘訣

1. 美觀好看：好看的作品，清晰表
達差異，突出⼿部、髮部特⾊。

2. 品牌識別：累積品牌曝光、增加
品牌識別度，可在畫⾯上有清晰
品牌LOGO。

3. 促購訊息：優惠訊息很有⽤，免
運、升級、現折50元，都可以應
⽤圖⽂加強印象。可配合檔期規
劃有記憶點的⽂案。

4. 畫⾯背影與作品顏⾊要突出:
讓消費者更清楚看到作品，切忌
不使⽤同⾊系背景。



03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廣告創意怎麼做？避雷提醒

廣告素材「避雷提醒」

• ⽂案：廣告素材要確認誰會在

哪邊看⾒，看到後會想要⾏動，

舉例「正式上線」和消費者較

無直接關係，可改為「新站上

線，天天送500元」、「加入

好友抽好禮」等溝通。

• 圖片：圖片中不要涵蓋太多元

素，並且要留意在⾏動裝置上

螢幕瀏覽的體驗，讓消費者在

瀏覽過程可以快速抓住重點。

NG

元素過多，導致消費者無法第⼀時間抓著重點

NG

溝通對象不明確，且沒有呈現加入好友可以獲得的價值。



03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廣告創意怎麼做？⽤LINE Creative Lab製圖
廣告創意建議

2

3

在後台設定廣告創意的地⽅，點選「選擇圖片」並選擇「LINE Creative Lab」的⾴籤，
即有多產業、多種情境適⽤的素材範本可做使⽤

1

點此觀看操作教學影⽚

https://lihi1.com/O2Qji


03 加好友廣告美業找好友⼩訣竅
廣告創意怎麼做？⽤LINE Creative Lab製圖

21 3選擇您喜歡的範本 您可⾃由調整⽂字、Logo和圖片 完成後可儲存檔案，或直接
將素材傳⾄官⽅帳號

點此觀看操作教學影⽚

https://lihi1.com/O2Qji


加好友廣告

恭喜你投放完成

當你做完以上，即可按下⼀步，就可以申請審核，
期待廣告開始投放，就可以準備歡迎新朋友了。



官⽅帳號經營美業吸引⼈的歡迎訊息
歡迎訊息⼩訣竅04

使⽤LINE加好友廣告帶入新客後，當新朋友加入官⽅帳號時，⾸先會看到帳號的歡迎訊息

我是誰

歡迎訊息⼩訣竅

好的歡迎訊息可以降低封鎖
率，建議你可以參考以下⽅
式撰寫歡迎訊息。

1.我是誰
2.有好處
3.給互動(建議加入抽獎券)

好的歡迎訊息會
搭配互動活動，
推薦做抽獎活動

有好處

給互動



官⽅帳號經營美業好友專屬優惠
優惠券設計⼩訣竅04

好的歡迎訊息會搭配互動活動，推薦做抽獎券活動

很多⼈加入LINE之後，看到歡迎訊息都不知道該做什麼這時候給
消費者⼀個抽獎，就可以有效⼤幅降低封鎖率。

ü 針對加入帳號的新好友提供獨家優惠，除了讓
好友留下好的第⼀印象，更能促成第⼀筆訂單
的成交，奠定與好友長期互動的基⽯

ü 優惠券可直接設定新好友領取即⽤的優惠，例
如憑券換試⽤品⼀份；此外，更能開啟抽獎功
能增加互動性，建議中獎機率可以設定⾼⼀點
如99%，創造抽中禮物的好⼼情，好友也會更
願意繼續與你互動下去。

互動抽獎⼩訣竅



官⽅帳號經營美業預約諮詢好簡單
圖⽂選單⼩巧思04

ü 針對加入帳號的新好友提供獨家優惠，除了讓好友留

下好的第⼀印象，更能促成第⼀筆訂單

ü 針對常被詢問的問題，可以做⼀個常⾒問題的選單，

讓消費者可以快速知道答案。

ü 推薦選單可以做

• 「每⽉抽獎」

• 「常⾒問題」

• 「立即預約」

• 「最新優惠」

• 「最新價格」

圖⽂選單⼩技巧



官⽅帳號經營多種作品/設計師資訊呈現
多⾴訊息操作教學04

ü 善⽤多⾴訊息來發表作品，因為多⾴訊息可以放多種

內容，非常適合有很多作品要發表的產業。

ü 可在多⾴訊息內設定預約相關訊息，針對不同美容師

預約，或是直接聯繫皆可。

ü 使⽤多⾴訊息製作⼼理測驗，也是種很多的互相⽅式，

舉例如 選擇⼀種動物，點下去會搭配關鍵字回應即

可做出簡單⼼理測驗。

ü 【快速上⼿】多⾴訊息操作教學活⽤案例

多⾴訊息使⽤⼩技巧

https://www.linebiz-blog.com.tw/%E3%80%90%E5%BF%AB%E9%80%9F%E4%B8%8A%E6%89%8B%E3%80%91%E5%A4%9A%E9%A0%81%E8%A8%8A%E6%81%AF%E6%93%8D%E4%BD%9C%E8%A8%AD%E5%AE%9A%E6%95%99%E5%AD%B8/
https://www.linebiz-blog.com.tw/%E6%B4%BB%E7%94%A8%E5%A4%9A%E9%A0%81%E8%A8%8A%E6%81%AF-%E6%B8%85%E6%A5%9A%E9%99%B3%E5%88%97%E5%A4%9A%E7%A8%AE%E7%94%A2%E5%93%81%E8%B3%87%E8%A8%8A/


多⾴訊息案例分享04

ü 美甲彩繪、美髮院、按摩院

的設計師陣容，都可以製作

這樣的⼈物⾴⾯的卡片輪播

選單，讓顧客可快速⼀覽不

同服務⼈員介紹⽅便做比較

之外，並可進⼀步直接做選

擇與預約服務的動作。

多⾴訊息⼩技巧

官⽅帳號經營多種作品/設計師資訊呈現



到這裡就是⼀個很完整的好友招募流程囉

最後，我們還要加碼和各位美業的朋友分享美業⽣意經營⼼法，立即跟著我們的腳步學起來！

更多進階「官⽅帳號經營操作」與「廣告操作」歡迎參考LINE Biz-Solutions官網介紹。

美容美髮業
好友招募秘笈



美業經營⼼法創造顧客回流⽤數字說故事
打造你的LINE官⽅帳號商業模式05

美業業者在開始經營、或評估未來投資前，都建議先列出你所

需的⽬標營業額，可以是以⽉為⽬標，也可以年為⽬標。建議

先設定⼀個最低⽬標，之後不斷提⾼，會更有達成成就感，更

能循序漸進達到設定的⽬標。

ü 當有⽬標後，我們就可以更細分拆解⾏動，就可以更容易

達成⽬標。客單價可以⽤主要客⼾群來計算，因為有時候

產品價格可能落差很⼤，但是我們可以針對主要顧客群來

計算，太⾼單價與太低都可以略過不算，當有平均客單後，

就可以計算⼈數。

ü ⽬標營業額 除 平均客單價，你會得到所需顧客數，我們就

可以知道每天需要多少客⼈、舊客需要多久回來⼀次。

⽬標營業額與客單價觀念的建立

⽬標營業額：希望可以達成的營業額

平均客單價：每次客⼈來所花的平均費⽤

回購天數：多久客⼈需要再回來購買⼀次

邀請回購：如何通知客⼾回購與回購原因



美業經營⼼法創造顧客回流⽤數字說故事
打造你的LINE官⽅帳號商業模式05

美業經營⼝碑、讓舊客穩定回流⾄關重要！

⽬標營業額：希望可以達成的營業額

平均客單價：每次客⼈來所花的平均費⽤

回購天數：多久客⼈需要再回來購買⼀次

邀請回購：如何通知客⼾回購與回購原因

ü 回購天數：你認為消費者該多久回來買呢?
• 可以試著計算真實消費者回來的天數，進⾏平

均後可以得到回購天數。

ü 邀請回購：如何通知與為何要買
• 通知⽅式-LINE訊息群發、每⽉固定抽獎
• 為何要買-給予成功故事、優秀作品呈現

ü 回購訊息：
• 成功案例分享、使⽤前後
• 每⽉限量優惠
• 會員⽇預定更划算(給予特定時間訂購)
• 特別⾝分優惠(如教師本⽉優惠)



臉書：圭話⾏銷

社團：⾏銷部落

加入我們學習更多LINE官⽅帳號經營

⾺上加入 LINE商家報
產品新訊、直播教學等豐富內容不錯過

LINE商家報 官⽅合作講師-何佳勳(⼩圭老師)

https://lihi1.com/xAbo4
https://lihi1.com/IMuCl
https://lin.ee/WrZu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