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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什麼是 LINE樂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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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for�Business
以全⽅位⾏銷為基礎，為企業提供多種廣告⾏銷⽅案

Sales�Promotion
促銷活動模組

Official�Account
官⽅帳號

Banner/Display
展⽰型廣告

LINE
Ads�Platform

LINE
Sales�Promotion

LINE
Account�Connect



LINE for�Business - LINE�Sales�Promotion
以全⽅位⾏銷為基礎，為企業提供多種廣告⾏銷⽅案

Sales�Promotion
促銷活動模組

Official�Account
官⽅帳號

Banner/Display
展⽰型廣告

LINE
Ads�Platform

LINE
Sales�Promotion

LINE
Account�Connect



LINE�Sales�Promotion 是專為「促進產品銷售」所設計的廣告解決⽅案，
藉由提供獎項、購買誘因，互動和指定任務，快速吸引⼤量消費者參與活動；短期就能看到顯著效果

無論是線上或線下，LINE�Sales�Promotion 涵蓋完整⾏銷⽣態圈，提供全⽅位的促銷活動⽅案

品牌可以掌握消費者的購買⾏為、選擇偏好、潛在客群…等重要⾏銷數據，
洞悉消費者的需求、延伸與消費者的溝通，為品牌後續的⾏銷規劃鋪路。

什麼是 LINE�Sales�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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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O2O
Online�to�Offline Offline O2O

Offline�to�Online

• 電⼦發票

• LINE樂兌• LINE樂兌 • LINE樂兌• LINE樂兌

• LINE�POINTS�Ads



什麼是 LINE樂兌？⽀援三⼤常⾒SP活動

數位派樣

商品促購

線上/線下導流

數據累積

突破購買思考防線
有效提升轉換，達到商品促購

零限制派樣
從產品介紹到體驗

⼀次到位

掌握消費者的⼼
為後續的追蹤、溝通鋪路

1. 抵達指定地點
2. 抵達指定⾴⾯/平台

LINE樂兌為 LSP�中，同時⽀援 Online�&�Offline，打造OMO虛實融合的廣告⼯具



為什麼需要 LINE樂兌？

過去：破碎的⾏銷⽅式 消費者難以追蹤



為什麼需要 LINE樂兌？

由「數據累積」出發，以全新＋全數位＋全⽅位的⽅式執⾏Sales�Promotion⾏銷活動，完整保留使⽤者消費⾜跡

現在：以LINE樂兌串起⾏銷活動最後⼀環



02.�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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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樂兌活動流程 ‒ 使⽤者視⾓

曝光、參與、獎品、兌換，簡單直覺。

STEP�1
透過各平台/媒體曝光

STEP�2
參加活動

STEP�3
開獎動畫

STEP�4
獲得禮物

STEP�5
專屬通知

STEP�6
導流兌換

太棒了！
獲得

品項

＊於「LINE樂兌通知」
官⽅帳號進⾏通知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LINE樂兌活動流程 ‒ 廣告主視⾓

Attraction Recognition Redemption Follow-up

產品兌換

Data &�Branding

帶標籤UID名單

LINE�跨產品精準⾏銷 (Cross�Targeting)，連結 LINE官⽅帳號、LAP

LINE TODAYLINE�官⽅帳號

QR�Code Beacon

參加活動
⾃動加好友/解封鎖

活動專屬問卷 產品影⽚

輕鬆串連線上線下，簡單參加、⼤量擴散、數據累積，持續追蹤再次⾏銷

ü 活動URL容易分享、擴散
ü 適⽤於各種線上、線下媒體
ü 簡單百搭，玩出組合技

ü 擴⼤好友數，活絡已封鎖好友
ü 使⽤者⾏為搜集、累積數據
ü ⾃動貼標、分眾
ü 產品溝通、宣傳

ü 線下通路已串連
ü 線上適⽤官網、APP
ü 獎項形式多元

ü 再⾏銷利器
ü 精準⾏銷必備
ü 後續追蹤再溝通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LINE樂兌 ‒ 詳細流程

活動⾴⾯ 選擇產品・通路

LINE媒體
LINE官⽅帳號

LINE�Ads�Platform
LINE�TODAY

LINE�POINTS�Ads
LINE�Beacon

其他媒體
⾃有曝光平台

其他⽅式:�OR�Code…

獲得獎品

⾃動加好友/解封鎖

紀錄每位參加者以下資訊：
1. UID
2. 參加⽇期
3. 獎項內容
4. 問卷回覆選項

兌換券畫⾯⽰意

到達指定通路、平台
進⾏兌換

※如僅⼀種獎項及⼀個
兌換點，可省略此步驟 ⼤獎

參加獎

問卷 影⽚

※許可 LINE樂兌通知官
⽅帳號以限定「電話綁定
LINE帳號」參加活動

活動宣傳 獎品兌換參加活動・獲得獎項，取得兌換資格

※Optional※ LOGIN後才可參加活動

通知及兌換連結

※獎項於「LINE樂兌通知」
官⽅帳號進⾏通知

※URL型獎項會由「獎項兌
換」另開網⾴取得

※序號型獎項會直接在「LI
NE樂兌通知」官⽅帳號收到
序號訊息

開獎動畫

※3款可選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03.�成功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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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送666份免費新品，社群病毒式⾃主分享，刷出新品上市聲勢

LINE樂兌成功案例 ‒ 哈根達斯香草焦糖脆⽪甜筒

破100萬 參加次數，近40萬 參加⼈數，70% 兌換率

商品派樣



LINE樂兌數據結合Cross�Targeting， IPSA�挖掘100%⾼含⾦量新客

LINE樂兌成功案例 ‒ IPSA淨化歸0前導精萃

整合各專櫃官⽅帳號、LINE�樂兌已分眾 的參加者資料 (性別/年齡/地區/購買習慣)，實踐精準⾏銷

成功讓CPC降低 40%，創造更⾼轉換，平均客單價提升 1.8�倍，好友數成⻑3.6倍

櫃點導客



先試吃，再後測，搜集最真實準確的回饋，作為後續⾏銷、新產品的參考。

LINE樂兌成功案例 ‒ 双響泡

狂送10,000 份新品，社群討論度加溫，創造話題性
消費者喜好/習慣問卷回收率100%，產品兌換率達90%

派樣後測



LINE樂兌 ‒ 平均成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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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LINE內部資料
• 資料週期：2020
• 平均活動週期：7天

63萬
平均觸及⼈數

10萬 80% 10萬
平均參與⼈次 平均導流/兌換率 平均加好友數



LINE樂兌 ‒ 最佳成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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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LINE內部資料
• 資料週期：2020
• 每項數據來源為不同案例

150萬
最⾼觸及⼈數

25萬 95% 25萬
最⾼參與⼈次 最⾼導流/兌換率 最多加好友數



04.�產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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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萬+
台灣⽉活躍⽤⼾數

各年齡分布平均具有⾼黏著度

86.8%
LINE使⽤率No.1

過去7天會使⽤的社群/通訊媒體

90%
單⼀帳號⽐例

LINE黏著度⾼、觸及度⾼

※資料來源 LINE內部資料



1 2

40%的參加者
同⼀活動連續參加2次以上 8分鐘搶完800份⼤獎

3 4 5

累積100萬+不重複參加者 影⽚觀看率55% 問卷準確度88%

⽤⼾/活動特⾊
ü 忠誠度⾼，連續參加
ü 不重複參加，全新⽤⼾+
ü 商品誘因⼤，⾼⾏動⼒
ü 有效產品溝通
ü 準確數據蒐集、累積

※資料來源 LINE內部資料



1 2 3 4 5 6

創新玩法&體驗 便利執⾏ 彈性使⽤ 產品溝通 促購&�導店 完整UID

打破傳統SP玩法
創造使⽤者全新體驗
廣撒or�精準推播都OK
數位⾜跡全記錄

不需製作活動⾴
不需技術串接
不需消耗訊息費
沒有時間 /地點限制

不只在LINE玩
可搭配其他媒體平台曝光
疊加各種LINE產品、功能
MGM∕核銷驚喜
LINE�POINTS
LINE�Beacon

…

主視覺
問卷
影⽚
開獎動畫
商品兌換

獲取⼆次接觸機會
提⾼轉單率
網友變⼈流
好友變顧客

資料累積再應⽤
輪廓清晰辨別

可搜集性別/年齡/消費習
慣/商品喜好/個⼈資料

04.�產品優勢



05.�產品功能

24



1 2 3 4

無痕加好友∕解封鎖 活動URL任意分享 問卷蒐集⽤⼾資訊、喜好 30秒可略/不可略影⽚

5 6 7 8

專屬獎項通知 5種獎項選擇 ⽀援5種獎項形式 3種開獎動畫
*reward�type *reward�form

LINE樂兌 ‒ ⼋⼤特⾊功能



無痛建置活動⾴⾯
URL任意分享 無痕加好友/解封鎖 專屬獎項通知

不耗訊息費 完整、可識別UID名單

功能說明 ‒ 平台

26※�⽰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功能說明 ‒ 問卷

⾃動貼標、分眾好幫⼿
• 問卷僅於每位消費者第⼀次參加活動時出現
• 問卷內容共5題，其中含2題制式參加者基本資訊:�性別/年齡；3題可⾃訂
• 問卷作答形式為選擇題（單選/複選）及開放式問答
• 開放式問答個資型（PII）問題僅限：⼿機號碼、電⼦郵件、會員編號

注意事項
1. 此為加價購功能，費⽤請參考「LINE樂兌 ‒加購功能費⽤」
2.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3. 複選題的選項限10個以內
4. LINE不保證收集資料之正確性
5. 依個資法，個資資料需於活動⾛期過後90天刪除，請客⼾妥善存檔，不再⼆次提供

27

問卷填寫率100%



功能說明 ‒ 影⽚

產品、活動宣傳利器

• 影⽚可選可略或不可略
• 影⽚⻑度限制30秒內

注意事項
1. 此為加價購功能，費⽤請參考「LINE樂兌 ‒加購功能費⽤」
2.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3. 影⽚實際規格請參考上架資料表

28

影⽚完整觀看率55%



刮刮卡 扭蛋機 夾娃娃機

功能說明 ‒ 三種開獎動畫

為獎品帶來趣味、期待感及互動性



功能說明 ‒ 獎項選擇 (reward�type)

1.�正品 2.�樣品 3.�現⾦券 4.�折價券 5.�LINE�POINTS

適合新品上市、⻑青品再出發
的商品派樣活動

誘因⾼

適合低預算活動，進⾏⼩包裝
試吃、試⽤
誘因低

適合⽤於線上∕線下，容易提
升轉換、導⼊⼈流

誘因⾼

適合⽤於線上∕線下，容易提
升轉換、導⼊⼈流

誘因低

適合無實體商品、⾼單價商品
品牌，易於社群創造⾃主分享

誘因⾼

廣告主可依據⾏銷⽬的，選擇不同獎項，作為活動獎項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形式 1.�LINE�POINTS 2. 獨⽴序號 獨⽴連結

⽰意圖

說明
由LINE直接發點給使⽤者，可設定發點數量

易控管數量，適合作為⼤獎
1.2元/點

英數混合序號，每⼀序號僅能被兌換⼀次
適⽤環境廣泛，APP/官網/Kiosk機/連鎖通路/⾃有

通路…易控管數量，適合作為⼤獎
ex:�POINT�CODE序號型,�虛寶兌換碼

每⼀獎項為獨⽴連結，每⼀連結僅能被兌換⼀次
易控管數量，適合作為⼤獎

ex:�POINT�CODEURL型/LINE代製電⼦票券

功能說明 ‒ 獎項形式 (reward�form)

獎項形式分為：LINE�POINTS、連結、序號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形式 4.�單⼀連結 5.�單⼀序號

⽰意圖

說明
獎項為統⼀連結，不易控管數量
適合作為⼆、三獎或參加獎
ex:�指定網⾴、隱形賣場

獎項為統⼀序號，不易控管數量，適合作為參加獎
ex:�APP折扣碼

功能說明 ‒ 獎項形式 (reward�form)

獎項形式分為：LINE�POINTS、連結、序號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功能說明 ‒ MGM

Member Get Member = 好友拉好友

注意事項
1. 此功能僅適⽤該檔LINE樂兌活動組合使⽤，且走期需與LINE樂兌活動對⿑

2. 此加購功能成效為預估，非保證擴散效果，素材內容、獎項可能影響擴散效果、參與數

3. Smart Channel為加碼資源，非保證曝光次數，不得指定素材、⽂案且不提供成效報表

4. MGM詳細產品規格請參考「MGM產品規格」⾴⾯

平均可將參與⽤⼾有效擴散⾄2~4倍以上

33

將活動精準推薦給興趣使⽤者
2021�Q2 加碼功能： Smart�Channel推播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功能說明 ‒ LINE樂兌 +�MGM�⽤⼾流程

34

Minnie

James

分享者

被分享者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06.�銷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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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樂兌 ‒ 基本⽅案

服務 項⽬ 內容 數量 專案價（未稅）

LINE樂兌

⾏銷⼯具 平台費 ⼀式

$300,000⾏銷版位
(三選⼀)

REV�Ad 3�天

In-read�Ad 400萬次曝光

Billboard 125萬次曝光

活動獎項 LINE�POINTS 50,000點

服務 項⽬ 內容 數量 補充說明

LINE�POINTS任務牆

⾏銷版位

LINE�POINTS�好康情報置頂橫幅Banner 2週 -

LINE⽣活圈 LINE�⽣活圈OAP 1則 LINE獨家資源，⾮廣告產品

MGM LINE�Smart�Channel 依使⽤者喜好推薦 LINE�樂兌＋MGM獨家資源

加碼：購買基本⽅案，即可申請以下LINE�Family Service�媒體資源

• 以上專案內含之LINE�POINTS�50,000點若於活動期間未使⽤完畢，不予以退費或折讓專案費⽤
• 以上專案價不包含票券費、商品費和其他獎項費⽤，若要加購LINE�POINTS，各獎項費⽤請參考「LINE樂兌 ‒獎項費⽤」
• 詳細注意事項請參考「LINE樂兌 ‒產品規格」⾴⾯說明

此⽅案適⽤2023/3/31前執⾏之專案



LINE樂兌 ‒ 獎項費⽤
項⽬ 說明 數量 單價 ⾦額 申請⾨檻

LINE代製
電⼦票券

• 由LINE協助製作，產⽣指定通
路＋指定商品的電⼦票券 ⼤獎贈送數 12元/張 - ⼤獎贈送數 x $12 - 限單⼀商品

- 連鎖通路正品：3,000份以上
- ⾃有通路正品/樣品：2,500份以上• 商品於指定通路之售價，將⽀

付給通路 ⼤獎實際兌換數 通路售價 - ⼤獎實際兌換數×通路售價

獎項特規
• 增加⼤獎項⽬ ⼀項 $15,000 - $15,000 -

• 增加兌換通路 ⼀項 $15,000 - $15,000 -

LINE POINTS • 由LINE協助發點 - 1.2元/點 - -

注意事項
• 以上LINE代製電⼦票券報價限1種品項，如欲執⾏多獎項，需加購−增加⼤獎數
• LINE代製電⼦票券依通路有不同票券形式，請洽LINE業務詢問。
• LINE代製電⼦票券分為2種形式：POS條碼、電⼦章票券

• POS條碼
• 適⽤通路：7-11、全家、萊爾富、家樂福、屈⾂⽒、美廉社、丁丁藥局
• 如欲執⾏多通路，需加購−增加兌換通路（超商算同⼀通路）
• 全新品項於連鎖通路兌換時，需先確認該品項是否已於通路建⽴產品品號，需待產品品號⽣效後，才可進⾏LINE樂兌相關進稿作業。
• 超商通路須於上線前五週確認合作

• 電⼦章票券
• 適⽤通路：⾃有通路，ex:�百貨櫃點
• 各專案內含40顆以內之電⼦章，電⼦章需妥善保管，如遺失或損毀，每個電⼦章之賠償費⽤為$3,000(未稅)�

• ⼤獎兌換期限最⻑為活動期間結束後30天。



LINE樂兌 ‒ 加價購功能

項⽬ ⾏銷⽬的 加購價（未稅）

客製化需求 變形玩法 $50,000

MGM 病毒擴散 $80,000

問卷 ⾃動貼標 $50,000

影⽚ 溝通宣傳 $50,000

項⽬說明請參考個別「功能說明」⾴⾯



07.�聯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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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優惠：POINT�CODE

40

單筆採購點數 優惠單價

300,000�~�599,999點 NT$�1.18

600,000�~�999,999點 NT$�1.16

1,000,000�~�1,500,000點 NT$�1.14

• LINE樂兌專案加購POINT�CODE，單筆採購超過30萬點LINE�POINTS，依據下列⾨檻提供對應的點
數單價折扣（原單價為NT$1.2未稅）

注意事項
1. 以上優惠價格僅適⽤於LSP產品加購，客⼾需⼀次性回簽委刊單集單筆產出LINE�POINT�CODE，不可分批申請及領取。
2. 以上優惠價格POINT�CODE不得與其他優惠、專案疊加使⽤
3. 此優惠資源僅適⽤於2023年3⽉31⽇前執⾏之專案。



08.�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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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樂兌 ‒ 產品規格
活動⾛期 不限天數，活動⾛期可重疊，⼀檔活動最⻑為15天

上線時間
活動⾸⽇需為週⼀⾄週五（不含國定假⽇）
活動設定為⾸⽇10:00�開始、最後⽇22:59�結束

活動規則 每⼀⽤⼾每天可參加⼀次活動，每⼈限獲得⼀次⼤獎，若想更改活動規則請依加購功能之客製化需求加購

獎項品項&數量
正式獎，最多兩項，有無數量限制皆可
參加獎，只限⼀項，必須無數量限制
⼤獎兌換期限最⻑為活動期間結束後30天

平台 基本功能：無痕加好友/解封鎖 (需為認證帳號)、UID名單提供、獎項通知訊息費、動畫三選⼀，影⽚/問卷/MGM為加價購功能

問卷

問卷內容共5題，其中含2題制式參加者基本資訊:�性別/年齡；3題可⾃訂
問卷作答形式為選擇題（單選/複選）及開放式問答
問卷選項最多10個
開放式問答個資型（PII）問題僅限：⼿機號碼、電⼦郵件、會員編號

影⽚
影⽚可選可略或不可略
影⽚⻑度限制30秒內

注意事項

※ 基本⽅案專案價僅適⽤於2023.3.31回簽訂單
※ 不包含獎項費⽤及使⽤獎項產⽣之票券費、商品費和獎項費⽤；各獎項費⽤請參考「LINE樂兌 ‒獎項費⽤」
※ 不包含活動宣傳及後續追蹤宣傳
※ ⾏銷版位需於在活動⾛期內執⾏，限定曝光該檔活動，訂版、進稿流程遵照個資源之規範
※ 洽詢時請先告知欲進⾏兌換之通路及獎品形式，以確認可⾏性及核銷⽅式
※ 活動宣傳素材圖⽚及⽂案中需註明⼈⼈有獎，禁⽌使⽤抽獎、中獎等相關字眼
※ LINE樂兌專案進稿時間為四週，可能依獎項內容有所調整，請洽LINE業務確認
※ 以上產品規格及販賣⽅式，LINE保留異動權利，如有調整將以公告版本為主
※ 本Sales�Kit資訊僅供參考，不具效⼒，雙⽅如欲締約，應以實際簽署之合約內容為準



MGM�‒ 產品規格

活動⾛期 需與LINE樂兌活動相同

上線時間 需與LINE樂兌活動相同

獎項品項&數量
正式獎，最多兩項，有無數量限制皆可
參加獎，只限⼀項，必須無數量限制
⼤獎兌換期限最⻑為活動期間結束後30天

活動規則 A分享給B，B成功進⼊LINE樂兌活動⾴⾯，A獲得彩券⼀張，A使⽤彩券即有機會獲得正式獎或參加獎

注意事項

※ MGM活動為⼀獨⽴之連結，客⼾可另⾏曝光。
※ MGM活動為LSP產品之加購項⽬，分享之活動內容限定為原購買之LSP活動，不可為其他連結，例如官網導流等。
※ MGM活動產⽣之彩券及獎項通知訊息，將由「LINE⽣活圈」官⽅帳號發送，⽽⾮客⼾官⽅帳號。
※ MGM活動期間，每個UID最多可透過分享機制獲得⼗張彩券。
※ 因MGM活動為LSP產品之加購項⽬，簽約後兩者即同步執⾏，恕無法單獨暫停或取消其⼀。若需暫停或取消活動，請參考LSP產品之產品

規格，收取之費⽤以LSP產品原售價加上MGM加購價合併計算。
※ 以上產品規格及販賣⽅式，LINE保留異動權利，如有調整將以公告版本為主
※ 本Sales�Kit資訊僅供參考，不具效⼒，雙⽅如欲締約，應以實際簽署之合約內容為準



09.�版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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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版位：LINE POINTS�任務牆 REV�(Review�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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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Review Ad)
預估可獲得：40,000~45,000點擊數！
1. 於LINE�POINTS任務牆中，
享有免費專屬廣告版位「REV」3天

2. 點擊「REV」廣告任務，
將直接外導⾄LINE樂兌活動⾴⾯

注意事項
1. REV廣告型態為直接外導連結，無LINE POINTS點數贈送。
2. 點擊數為預估不保證，需依實際執⾏數字為主。素材內容可能影響點擊率及點擊數。
3. 此⾏銷版位會出現在LINE�POINTS任務牆「優惠卷」專區。
4. 此⾏銷版位僅適⽤於2023年3⽉31⽇前執⾏之專案，且限使⽤於該檔LINE樂兌活動之宣傳。
5. 此⾏銷版位⾛期須於LINE樂兌活動⾛期期間，限週⼀⾄週五上線。
6. REV版位之相關進稿流程及注意事項須遵循該產品之規範，請洽LINE業務索取相關檔案。

LINE�POINTS�任務牆

版位價值
$10萬

優惠券

哈根達斯香草焦糖脆⽪皮甜筒
立即參參加『LINE樂兌』活動，有機會搶先
體驗哈根達斯香草焦糖脆⽪皮甜筒！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銷版位：LINE�TODAY In-read�Ad�廣告版位

In-read
⾼可⾒度

規模化
精準曝光

預估可獲得：4,000-8,000點擊數！*版位價值
$10萬

1. 點擊數為預估不保證，需依實際執⾏數字為主。素材內容可能影響點擊率及點擊數。
2. 此優惠資源僅適⽤於2023年3⽉31⽇前執⾏之專案，且限使⽤於該檔LINE樂兌活動之宣傳。
3. 此優惠資源版位不包含條件鎖定，若增加鎖定條件須額外加價，詳請參閱TODAY�In-read�Ad�Sales�kit。
4. In-read�Ad�之相關進稿流程及注意事項須遵循該產品之Sales�kit，請洽LINE業務索取相關檔案。

In-read�Ad�400萬次曝光
⽂章中⾼吸睛度版位

跟隨新聞熱潮締造品牌話題、影響消費者決策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銷版位：加碼 LINE�TODAY⾸⾴告⽰牌Billboard 增加曝光、點擊！

圖像式Image素材
• $10萬元(未稅) ►保證125萬次曝光，預估可獲得2,500-3,000點擊！

注意事項
1. 此優惠資源僅適⽤於2023年3⽉31⽇前執⾏之專案，且限使⽤於該檔LINE樂兌活動之宣傳。
2. 此優惠資源點擊數僅為預估不保證，素材內容可能影響點擊數及點擊率。
3. Billboard之相關進稿流程及注意事項須遵循該產品之Sales�kit，請洽LINE業務索取相關檔案。

（若希望鎖定條件，需另外加價，增加⼀個條件加價20%）

47



專案加碼： LINE⽣活圈OAP 1則 外加 免費條件鎖定！

48

注意事項
1. 此⾏銷版位檔數有限，，⾮保證式廣告產品，請儘速發信予PM以預定推播檔次，若因延遲預約⽽無法使⽤，將不退費。
2. LINE⽣活圈團隊保留此附贈媒體資源最終排程、⽂案之權利。
3. 此⾏銷版位僅適⽤於2023年3⽉31⽇前執⾏之LINE樂兌專案，且限使⽤於該檔LINE樂兌活動之宣傳。
4. 此⾏銷版位將會於該檔LINE樂兌活動⾛期間推播，不提供指定時間，LINE⽣活圈團隊保留最終排程之權利。
5. 此⾏銷版位需以制式模版製作圖⽚素材，並經由LINE設計團隊審稿。
6. 此⾏銷版位需提供推播⽂案作為參考，LINE⽣活圈團隊保留最終⽂字修改之權利。
7. 此⾏銷版位可免費鎖定條件，LINE⽣活圈團隊保留最終調整權利以維持有效推播數。
8. 此⾏銷版位不提供成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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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活圈 OAP
• 點擊訊息à完成活動參與，轉換率30%

• 免費條件鎖定：地區/性別/年齡
LINE獨家資源，僅與LSP配合，⾮廣告產品

※�⽰意圖僅供參考，實際呈現⽅式請以活動上線版型為主



專案加碼： LINE POINTS 好康情報 Banner 2週

49

Ｘｃ

49

活動固定⼊⼝！
透過 LINE POINTS 任務牆

每週約2,000萬曝光量

導流⾄「LINE POINTS好康情報」

活動專區，獲得有效曝光。

Ｘｃ

版位價值
$20萬

注意事項
1. 此⾏銷版位檔數有限，⾮保證式廣告產品，訂版流程⽐照原有規範
2. 此⾏銷版位預設使⽤制式素材（如⽰意圖），如需使⽤⾃訂素材，請參考媒體資源既有規範與進稿作業⼯時
3. 此⾏銷版位僅適⽤於2023年3⽉31⽇前執⾏之LINE樂兌專案，且限使⽤於該檔LINE樂兌活動之宣傳。
4. 此⾏銷版位⾛期對⿑LINE樂兌活動，最⻑為2週
5. 此⾏銷版位不提供成效報表。



LINE樂兌常⾒問題集

• LINE樂兌⽬前可以合作的通路有哪些？
不限，只要廣告主提供獎項可⾏的領取/兌換⽅式，即沒有通路限制

如果需要LINE代為洽談、協助，LINE僅⽀援以下通路：
連鎖零售通路：7-11、全家、萊爾富、家樂福、屈⾂⽒、美廉社、丁丁藥局
品牌⾃有通路：不限，但需依品牌確認可進⾏的兌換機制

• LINE樂兌的獎項⼀定要「正品」嗎？
不限，⽬前已⽀援多獎項，可依⾏銷⽬的彈性選擇、搭配；如欲在連鎖零售通路，即限定正品

• 為什麼要收商品費？
如果由LINE代為與通路洽談，即會收取票券費、商品費
票券費：⽀付給票券製作廠商
商品費：⽀付給通路，LINE為代收代付；因為⽤⼾會⾄通路賣場免費取⾛銷售中的商品，需要以零售價⽀付通路商品費⽤。

• 品牌⼀定要有官⽅帳號才能使⽤LINE樂兌嗎？
LINE樂兌活動⼀URL，即使沒有官⽅帳號亦能使⽤LINE樂兌服務，但唯在有官⽅帳號的情形下才可有加好友、UID名單等強勢功
能



LINE樂兌活動報表

• Campaign�Report
• LINE將於活動⾛期結束後15個⼯作天內提供活動報告，包含以下資訊：
⁃ 活動參加⼈數
⁃ 活動不重複參加⼈數 (UU)
⁃ 活動⾸⾴PV數

※報表項⽬有可能變更，恕不另⾏通知。
※依個資法，個資資料需於活動⾛期過後90天刪除，請客⼾妥善存檔，不再⼆次提供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