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個在社群媒體上分享 dōTERRA 的秘訣 

 

從絕佳策略開始 

1. 如果您不是天生的社交好手，不要緊！先從 dōTERRA 網路外的社交上多下點工

夫，然後再開始網路上的社交。 

2. 預先規劃。將你的社群媒體應用規畫為介紹 dōTERRA 產品策略中的一環並且追

蹤成效，而不只是非正式、想到才做。 

3. 耕耘長持久的 dōTERRA 關係。dōTERRA 宛如一個小型的地球村。在社群媒體裡，

對待人們有如他們將是您一輩子的朋友。真誠的建立關係，保持自我－而不是機械

性的互動。  

4. 保持聚焦和善用時間。任何不需要親自動手或展現個人風格的東西都可以讓它自

動化 (例如：部落格訊息公告、分享對您的 dōTERRA 事業有幫助的新聞) 

5. 弄清楚您透過社群媒體的分享精油的成效如何。列出哪些業績或 PV 點數是來自

於社群媒體的經營，再扣除成本 (電話、電子郵件、聊天、時間) 找出實際的收益。 

6. 分享 dōTERRA 的策略內容是要您自己很喜歡。問問您自己，這些內容的目的、

對象為何。您要溝通的對象是精油的門外漢還是熟手？鎖定能長期吻合您戰術的

「好主意」。 

7. 您的特質很重要。用人們容易理解的方式來溝通。不論是您上傳的影片、照片、

評論或文章，要有自己的一套 — 要專業，但不要官腔官調。 

8. 不光只是寫而已。與其貼一張使用 dōTERRA 產品的食譜，不如在 Youtube、臉書

這些社群體上上載一段自己下廚的影片。拍一個有趣的教學或分享精油活動的影片。 

9.  用您自己的照片、訊息插圖和具有創意的設計感來增添豐富性和新鮮感。參考

別人如何使用 Pinterest 這個社群媒體並且邀請大家也這樣做，這樣可以學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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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將網路訓練研討會融入您的精油分享中。當然，沒有比讓人親自嗅吸和使用精

油更有威力的了，但網路視訊研討會開創了一個讓顧客參與的新方式。您可以打破

地域的限制，回答特定的問題，蒐集名單和地址以便跟進。 

11. 被難倒了？在社群媒體上討論精油時，記得問問您自己：「我的主題是否有趣？

受不受歡迎？資訊夠新嗎？」確定是您自己喜歡的主題，獨特而且能讓您樂在其中。

您所傳達的知識和熱忱往往比訊息更令人印象深刻。 

12. 參與社團會比只跟個人互動效果更好。傾聽和參與社團服務  (例如：您當地的

學校、健身中心、自行車隊、家長網絡) ，在您能分享秘訣、智慧、觀點之處提供

意見。很快你就能知道您「真實人生」的社交內容是否值得在社群媒體上分享。   

13. 有趣、相關的網路調查是定期評估您的社群媒體的好辦法。許多部落格平台有

免費的民調功能，能幫您收集新點子。接收到新資訊時要能聰明的判斷，這是個測

量認知和觀點的好方式。 

 

傾聽才是關鍵。 

14. 留意人們對健康的需求，現今社會的保健型態。在 Google Alerts 設定各式主題，

包括您事業的名稱，利用它傳送的新聞快訊來蒐集更多資訊。這樣能有助您隨時掌

握各種觀點，讓 dōTERRA 產品更具吸引力。 

15. 不必將時間浪費在老是愛挑剔、愛批評、負面思考的人身上。任何行業都會有

這些份子，因為他們藏身在社群媒體的保護傘下。要了解什麼能引起顧客的共鳴又

不會招來攻擊。切記，精油芳香調理或內用對很多人來說是新的熱門話題。如果您

能幫助他們了解精油的與眾不同，透過這些人的專長也許反而能幫精油發聲。 

16. 利用 Google Alerts 新聞快訊蒐集 dōTERRA 產品效果、純淨和科學性的正面評價，

找出適合跟相關的與您的顧客和組織成員分享。這樣可以為您的事業建立消息靈通

和受歡迎的良好形象。 

17. 分辨出誰是您的最佳顧客、產品熱愛者和事業經營者，然後跟您的事業經營者

分享這麼做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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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信、機智的回應有關 dōTERRA 產品的話題。所有您上傳的影片、照片、評論

或您用來回應稱讚和抱怨的文章都是組成您這個「品牌」的一部分，您提供什麼，

您的顧客的認知就是什麼。 

19. 隨時留意並分享精油產業中的「有力人士」的發現。網路論壇、網路視訊研討

會、訓練課程、座談會和大學，dōTERRA 科學顧問團的成員正是由這些有影響力的

專家所組成的。他們探究精油的功效、化學作用、來源、品質、傳統以及現代的應

用方式，讓許多精油應用的想法具體化。 

20. 了解您的客戶一開始是如何接觸到 dōTERRA 的，這樣有助於您開發更多樣化的

分享 dōTERRA 產品的新契機。看看他們在臉書、推特或 Pinterest 上是怎樣討論

dōTERRA 這個品牌的。這樣可以讓您知道從何著手，不會浪費時間走冤枉路。 

21. 聽聽當人們討論到健康的問題和需求時的用詞用字。dōTERRA 誠摯的希望協助

人們藉由精油變得更健康―傾聽是很重要的。您會發現人們的種種需求，紓緩病痛、

健康或壽命的提升乃至於做菜的小秘訣。您可以把自己的語言轉換成他們的慣用的

口吻。 

22. 當您傾聽時，技巧性的提出與健康相關的問題。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中的人

際關係技巧在社群媒體上是行不通的。如果在社群媒體上和人們進行有意義的互動

是您的目標，你的口袋裡可得多準備些好題目。 

23. 多數非直銷的公司在維繫顧客關係上都很吃力。思考一下某家您很欣賞的公司

在社群媒體上的戰術，他們做了什麼？怎麼做的？dōTERRA 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與顧客社交和維繫的方式也正是我們銷售產品的方式。 

24. 找到人們都是在哪些網路平台上討論他們在保健上的需要和產品，不要管那些

競爭品牌的保健果汁，隨它們去吧！看看人們怎麼解釋自己的需要和疑惑。他們問

些什麼問題？在乎什麼？問問他們現在為什麼會用那些產品？他們是否對 dōTERRA
精油各種產品的功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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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要跟得上時代！當人們在社群媒體上抱怨他們現有的保健方式、診斷、習慣或

建議時，別一下就跳進去發表高論，耐心的聆聽。如果您發現他們有可能把

dōTERRA 納入考量，就可以開始分享您的經驗和故事。 

26. 了解最能影響您顧客的人是誰，這些人為什麼那麼有影響力？有什麼渠道可以

讓對方得知您在精油上的經驗？找出他們和他們的追隨者在意什麼？讓他們知道精

油也可以幫助保健。 

27. 如果您有招募到產品顧問而且他們有在銷售產品，藉由社群媒體關心他們。了

解哪些人真的有在產品銷售技巧上下工夫，仔細尋找訓練和最佳分享方式的新契機。 

28. 觀察哪些分享產品的點子受歡迎、被轉發或分享，為什麼？是因為善用比喻、

新方法、用語還是風格。同樣的概念也適用於部落格。人們都關注哪些東西？為什

麼？記下來，然後帶頭做，成為您的小圈圈裡具影響力的專家。 

29. 看看社群媒體裡的領頭羊怎麼做。加入討論，回答問題，跟人們說：「......對
我有效！」您也可以像他們一樣帶領話題，聊聊精油的效果或純淨，然後您越聊就

會發現越多可以在部落格上討論或是在跟朋友閒聊時的新主題。 

30. 利用社群媒體找出您能提供什麼出色的客戶服務。當問題發生時，立即回應。

可以是單獨一封簡訊，也可以發群組簡訊給您的新顧客們。別忘了，身為產品顧問，

您通常是新顧客尋求答案時最主要的渠道和來源。您是在耕耘一個顧客的園地。 

31. 當您的顧客、忠誠會員或產品顧問們稱讚您或幫助您時，要勤於回覆。 

32. 如果有嚴重的問題，不需要升高爭議，邀集大家到社群媒體外另行討論並確定

問題完全解決。社群媒體有時會忘了要維持良好的調性，把挫折轉換成開心的氣氛

是一個很棒的目標。 

33.當您或您的 dōTERRA 夥伴因為某些事情或成就被誇讚時，要廣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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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和人們建立關係 

34. dōTERRA 常常舉辦促銷活動。例如：每月打九折優惠產品、「忠誠顧客獎勵計

畫」的每月一物、單張訂單滿 200 PV 點數的贈品，等等。它們固定會在公司的臉

書和以其他的方式公佈。將這些資訊在您的臉書、部落格和其他社群媒體上分享－

尤其是跟您自身經驗有關的產品的促銷。 

35. 取悅您的顧客，給他們驚喜！如果您舉辦自己的促銷活動，記得要您 dōTERRA
社群媒體圈的每個人都跟一位朋友分享。每個人都喜歡分享好東西！  

36. 定期在您的社群媒體圈中舉辦意見調查。例如：問問大家最喜歡怎麼用

dōTERRA 的檸檬、薄荷、薰衣草。辦一個公平的比賽，給參賽者產品或其他獎品做

獎勵。您會立刻發現很多人不僅熱衷於使用產品，而且還能講得頭頭是道。 

37. 在您所選擇的社群媒體上，徵求您經歷過的或是新聞報導過的某個特別的保健

建議。例如：「預防醫學雜誌」報導：每天花一點時間放鬆或冥想是對抗壓力的關

鍵。您如何紓解身心？如何幫助您的孩子放鬆？然後，選一個最棒的點子然後慷慨

的給予獎勵。 

38. 遵循社群媒體的基本禮儀 

a. 如果有人關注您，您也要關注他們。 
 

b. 不要隱藏自己的身份。狀態顯示人們對跟一個有名有姓的「Jenny 
Matsumori」對話的意願遠超過跟一個沒名沒姓的「SK8R 女孩」對話。貼一

張體面的照片也很有幫助！ 

c.   愛出風頭和亂發垃圾訊息的人在社群媒體上是吃不開的。 

d.  如果您要轉貼訊息或者受邀轉貼 dōTERRA 的訊息，要很清楚自己轉貼的是什

麼並且記得註明引用出處。 

e.不論使用何種自動社群系統，所有的文字、設計都應該保持有您自己的風格

―不要光只是沒有感情、機械式的複製、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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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誠意是最重要的優勢。 

f. 如果您開放評論，就要負責管理它們。 

g. 如果您不認識對方，別表現的好像您們很熟或是好朋友似的。 

h. 自相矛盾的貼文或太多的貼文會把人淹沒。記得把非 dōTERRA 的貼文和

dōTERRA 的貼文相互彙整。讓人們感受到，在從事 dōTERRA 事業之餘，您也是

個活生生的人。一星期 3~5 個臉書貼文，一個月兩篇部落格貼文恰到好處。要

加以融合。 
 

i. 別讓人空等。如果您打算經常性的參與線上對談，那就要定期的參加 －不要

三天打漁兩天曬網。 
 

39. 牢記 dōTERRA 的文化並自我介紹。問候對方，向他們致謝而且注重禮貌。讓

對方感受到您關心他們的健康、快樂和您的人情味。正確的拼音和標點符號的使

用，能提升您的可信度。 

40. 多數人的天性裡都習慣加入某個有影響力的團體或小圈圈。您在某個團體裡可

能是帶頭的，但在另一個團體裡卻是個新人或是客人。一旦接觸新的領域，機會就

等著您。 

41. 不要把社群媒體當成擂台，攻擊別人或其它公司，也不要分享敏感的資訊。如

果您很好鬥，那麼您就不足以代表 dōTERRA 的文化。  

42. 爭議性的題材能帶動亢奮的情緒，讓人高談闊論。這不要緊，但如果您碰到有

人沒完沒了或是批評 dōTERRA 產品和直銷產業，問問自己： 

a. 我需要回應這個話題嗎？如果是，有幾個適用的秘訣： 

b. 確認問題的根本是什麼－哪邊走偏了？ 

c. 釐清誤解和不正確的資訊。 

d. 提供解答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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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會接受有些事情是不見得馬上就能被補救或改善的。 

f. 別這麼好鬥。把這個話題從網路上帶開，面對面解決比較好。 

g. 保持風度的致謝。這是最好的方式。  

 

檢視什麼事對你行得通 

43. 想想看，社群媒體裡有哪些談話主要是關於精油或健康的？您多常參與或發動

這樣的話題？其中有多少是和您要分享的產品有關的？您的貼文是否有被轉貼或分

享？ 

44. 檢視一下，您跟您顧客的互動如何？一段有關您朋友保健需要的成功對話遠比

亂槍打鳥的到處張貼一堆訊息來得重要的多－一口氣都放上網，然後癡想能得到回

應。訣竅是深度的互動而不是蜻蜓點水的散播訊息。 

45. 在 dōTERRA，最有影響力的產品顧問不斷加強自己的能力以分享 dōTERRA，影

響對方並激發行動。他們用社群媒體來跟顧客建立信任、傳遞價值和累積關係。不

一定得以量取勝，雖然量大也能達到目的。 

46. 檢視您的社群媒體的成效要看它是否能令人印象深刻。要讓人印象深刻的要素

是保持簡單、自然、合法 、可信，您可以談談各種精油的用法、成功故事或各種

應用，把人們在乎的事物融入真實生活的經驗中並且涵蓋了 dōTERRA 的故事元素

來營造您的特色。  

47. 不要自個兒輕易的根據－您臉書上的好友或按讚的人數、您或您關注的人所貼

的精采照片、您部落格上獲得的評語就預下判斷。這些的確在檢視您所觸及的層面

上扮演了某種角色，但那只能呈現單一的面向而非您真正潛力或影響力的指針。 

48. 謹記在心：社群媒體上的人不是坐在家裡的電腦螢幕前。他們是利用日常生活

裡的一時半刻上網―在雜貨店排隊結帳時使用智慧型手機、等候子女練習的時候或

任何他們有空交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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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追蹤您花了多少時間在社群媒體上分享 dōTERRA，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您要

有均衡的生活，也只有您才能決定在哪裡最能發揮您的影響力。 

50. 從一個好的方案出發對檢視什麼方法真的有用很重要的。您會從朋友或一些公

司聽到很多很棒的教戰計畫，但那會讓您看起來活像個搖滾巨星似的。但做為

dōTERRA 產品顧問，您在建立關係時所展現的真心、誠懇和關懷才是最重要的。 

 

總而言之，在 dōTERRA，聰明的社群媒體行銷是幫助人們而不是天花亂墜的唬弄。

dōTERRA 有絕佳的產品會為自己發聲，它們真的有效。不過儘管精油處處飄香，但

誠如所言：「產品沒辦法自個兒上街，幫自個兒叫賣」......這就是你的社群媒體該

發光發熱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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