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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部落格？ WordPress？｜

1-2 部落格？WordPress？

部落格這三個字，大家一定都不陌

生，在社群網站竄紅之前，每個人

幾乎都會寫寫所謂的部落格（Blog），在
上面放放照片，像是於前幾年才關閉之紅

極一時的「無名小站」等等。而這些提供

部落格服務來讓使用者申請帳號使用的服

務，簡稱為 BSP（Blog Service Provider
部落格服務供應商），他們正如字面上

所說的，免費或付費提供部落格服務給

大家，再透過網頁廣告賺取利益。而常

見的 BSP 像是痞客邦、yam 天空部落、
Blogger、已關閉的無名小站等等，相信
許多人也都曾經在各家 BSP中申請屬於
自己的部落格，而你們一定會想，既然網

路上申請部落格這麼容易方便，為什麼

我還要改用 WordPress自行架設一個網站
呢？雖然 BSP 有其優勢，但缺點仍然非
常多：

圖 1-2-1 yam天空部落 /痞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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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掛擴充功能豐富

WordPress將大多數擴充功能發展成獨立的外掛程式項目，外掛數量十分龐大（截至
2015/9/18，目前官方外掛頁面已經蒐錄了超過 40,176個外掛，總下載次數更是高達
1,036,889,673次，其中還不包括一些私人未上傳的外掛程式呢！），功能五花八門，想
要的功能 WordPress幾乎都能幫你實現，而且熱心的 WordPress開發者仍然不斷的為
外掛程式推陳出新、維護，覺得內建的功能不夠完善，你不需要學習開發方法，只要

學會搜尋、蒐集你想要的外掛功能即可，透過外掛程式絕對能讓你的網站符合你的需

求。（在第六章也會有筆者推薦的WordPress外掛可供讀者選擇使用）

圖 1-3-4 
WordPress外掛功
能豐富

佈景主題實用

就跟 WordPress外掛一樣，佈景主題也是獨立成一個項目，而佈景主題就是讀者看到
的網站版型，好的佈景主題不但能吸引讀者的來訪，還能建立良好的網站第一印象。

網路上有著非常多的不管是免費還是付費 WordPress佈景主題，你不用有設計開發網
站的經驗，只要下載並且啟用就能快速將你的網站改頭換面一番，所以對於沒有網頁

設計基礎的人是一大福音。而如果你有能力的話，WordPress在控制台提供了非常便利
的主題編輯器，讓使用者快速完成佈景主題的修改，你也能在佈景主題中加入一些自

己的巧思，就能讓自己的佈景主題更加特別，甚至自己從頭到尾開發一個屬於自己風

格的佈景主題也是沒有問題的！

圖 1-3-5  
WordPress佈景主
題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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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到 PCHOME購買在地網域｜

如 圖 2-3-4 所 顯 示 的 內
容，在台灣想要註冊網

址，你需要填寫非常詳細

的註冊資料，連身分證字

號都要填，如果申請的是

個人網址（如 .tw、.idv.
tw），只要填完資料付完
款之後就算完成了，接

著他們就會寄給你啟用

信，如圖 2-3-5 所示。但
是，如果你購買的網址

是 .com.tw或是 .org.tw等
等，還需要附上相關的證

明文件，審核通過之後才

算是註冊完成。

收 到 啟 用 信 之 後 回 到

PCHOME， 登 入「 管 理
我的網址」，可以看到所

有在 PCHOME 購買的網
域，如圖 2-3-6所示。

圖 2-3-5 在 PCHOME購買的網域之後的啟用信內容

圖 2-3-6 作者在 PCHOME所購買的網域摘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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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到 GoDaddy購買國際網域｜

2-4 到 GoDaddy 購買國際網域

為什麼要買國際網域？

以作者的定義，只要不是以 .tw結尾的網域，都視為是國際網域（相對於台灣人來
說）。使用國際網域的好處在於不需要特別的身分查證，任何人均可以申請註冊 .com
或 .net，甚至是 .org的網址，而你不必是公司或是網路業者，也不用是某組織的網
站。此外，申請國外的網域，只要你有付錢，資料的正確性大都不會特別做查證，所

以，你當然也不用把你的身分證字號交給別人，對於許多朋友來說，也比較安心。再

者，由於國際網址的代理業者非常多，是一門競爭相當激烈的生意，所以你經常會在

一些網站上看到促銷，有時候瘋狂價第一年竟然只要不到 1美元（當然第二年之後續
約會恢復原價，但是也不會刻意提高到不合理的價格），所以，只要這些網站是在做正

當生意的網站，趁促銷的時候去註冊網域，何樂而不為呢？！（經常會有超值網址促

銷的網站：http://tar.so/dns）

前往 GoDaddy購買網域

網址：http://godaddy.com

優點：世界上知名的網址註冊商之一，系

統穩定，價格實在

缺點：在作者編寫此書之前，在台灣只能

使用信用卡線上刷卡或是 PayPal帳戶付款

GoDaddy 是作者最喜歡的網址註冊商之
一，主要的原因是價格實在且系統穩定，

操作介面也非常方便好用，不過可惜是家

美國公司，所以不能使用轉帳的方式，在

台灣要付款只能選擇信用卡線上刷卡或是

PayPal帳號付款（作者推薦使用 PayPal，
還沒有申請的趕快去辦，在本書的後面也

會有申請的教學）。但是，只要你在付款

上沒有問題，不排斥英文的話（放心，

他們不會打電話給你，所有的客服都可

以透過線上系統或電子郵件來完成），則

GoDaddy絕對是你購買網址的最佳選擇之
一。而且要找網址，它們的主網頁也設計

得不錯。進入網站之後，首先會看到一個

幫助你想網址的介面，如圖 2-4-1所示。

圖 2-4-1  
GoDaddy主畫面，幫助你找到喜歡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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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如何取得免費的主機空間？｜

如何申請免費 yabi.me主機空間？

網址：http://yabi.me

優點：中文化。10GB磁碟空間容量夠大，100GB頻寬也符合大部分朋友的使用，又有快速安
裝網站系統軟體的自動化安裝系統 Softaculous，提供的網址 yabi.me短又好記，後台使用是
最受歡迎的 cPanel主控台。

缺點：系統有時並不太穩定，記得要為你的網站做好備份。

申請 yabi.me的方法很簡單，請依照下列的步驟和圖例操作即可。

步驟 1：連線到主網頁
http://yabi.me。並點擊箭
頭所指的「註冊免費主

機」連結。如圖 3-2-1 所
示。

步驟 2：在註冊的網頁
中，請依序輸入你要使用

的帳戶名稱（請注意，不

要太長，而且千萬不要使

用底線符號）、密碼、電

子郵件位址（一定要再三

核對，因為他們沒有給

你修改的機會）、網站種

類（選擇個人用途即可）

及驗證碼，最後再按下

「註冊」按鈕即可。如圖

3-2-2所示。

圖 3-2-1 yabi.me主網頁

圖 3-2-2 yabi.me的註冊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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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網站主機的規格與租用｜

步 驟 1： 前 往 HostGator
首頁，可以馬上看到所有

主機方案的價格及規格資

訊，對於初學架站的朋友

來說，請直接按下「Get 
Started Now」， 就 會 前

往他們的 WebHosting 方
案。他們偶爾會有促銷活

動（尤其是在美國的國定

假日前後，或是感恩節假

期，更是瘋狂促銷，如果

有幸遇到別忘了趕快下

手，因為他們的促銷活動

期間通常都很短）。如圖

3-4-1所示。

步 驟 2： 在 HostGator 的
規 劃 中，WebHosting 有
3種方案可以選擇，看讀
者自己的需求來購買。如

果你只要建立一個網域的

網站（子網站數量沒有限

制），那麼可以選擇最便

宜的 Hatchling Plan 就好
了，如果你想要建立的網

站及網域數超過 1 個以
上，就選擇 Baby Plan。
當然如果你是打算做商

務運用，那就是 Business 
Plan。確定之後，再往下
捲動畫面，然後按下您的

選擇即可進入下一步。如

圖 3-4-2所示。

圖 3-4-1 HostGator的首頁畫面

圖 3-4-2 選擇 HostGator主機方案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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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自己的電腦安裝WordPress（Windows篇）

如果只是要作為練習之用，其實不需

要申請網路虛擬主機，直接使用自

己的個人電腦就可以安裝 WordPress了，
所有的功能都一模一樣。

就 如 同 第 4-1 節 中 的 說 明， 要 讓

WordPress可以順利運作需要 3個條件，
包 括 Apache 網 頁 伺 服 器、MySQL 資
料庫伺服器，以及可以執行 PHP 程式
語言的環境。這三者在 Windows 作業
環境下我們簡稱為 WAMP（Windows + 
Apache + MySQL + PHP）， 在 Mac OS 
作業系統下則叫做 MAMP（MacOS + 

Apache + MySQL + PHP）， 而 在 Linux 
作業系統下當然就叫做 LAMP（Linux 
+Apache+MySQL+PHP）。很棒的是，前
兩種環境都有人幫我把打包好應用程式，

只要下載到作業系統中進行安裝，一次

步驟就可以全部到位。本節我們會介紹

Windows 下的 WAMP安裝，在下一節我
們會介紹 MacOS下的 MAMP安裝方式。

在這一節，我們要介紹的 WAMP是作者
認為最簡單的安裝版本 EasyPHP。請參考
以下的步驟說明。

WAMP網址：http://www.easyphp.org

WordPress最新版網址：https://tw.wordpress.org/releases/

步驟 1：連線到 http://www.easyphp.org網站，可以看到如圖 4-2-1所示的畫面。

	

圖 4-2-1  
EasyPHP的官方網
站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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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網站搬家指南

WordPress是 CMS（內容管理系統）的一種，而目前市面上常見的 CMS網站，
不外乎由 PHP主程式和 MySQL資料庫所組成，所以，簡單地說，如果想要把

網站從這個主機搬到另外一個主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檔案統統都複製下來，把

資料庫匯出，然後到了目的主機再上傳檔案，匯入資料庫就可以了。如果主機商不同

但是網址相同，那麼只要用這種方式搬過去之後，網站馬上可以恢復運作。可是如果

網址也不一樣，想要複製或搬移網站的內容，那麼在搬家之後，還有一些系統的設定

要調整。這些在後續的章節中我們會陸續提到。

不過在做這些複雜的動作之前，可能有些朋友原本就有其他的部落格，現在想要使用

WordPress重新架自己的網站，那麼當然要把這些部落格原有的內容搬到你的新站才
行。搬移文章很簡單，只要該部落格系統有提供匯出的功能，大部分匯出的都是標準

的檔案，只要有了該檔案之後，再到新建立的WordPress網站中執行匯入操作即可。
不過，可惜的是，大部分都只提供匯入文章的功能，圖片的部分還是會連線回原來的

網址去。以下就以痞客邦為例，為大家說明如何把痞客邦的文章搬到WordPress中。

從痞客邦 pixnet搬家到 WordPress

步驟 1：請登入到痞客邦的管理後台，選擇匯入匯出備份功能，並點選「匯出備份檔」
頁籤，如圖 4-6-1所示。選定之後點擊右下角的「下一步」按鈕，系統即會進行備份的
工作，如圖 4-6-2所示。

	

圖 4-6-1  
在痞客邦中選擇匯出備份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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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如何使用其他的網路服務？｜

5-5 如何使用其他的網路服務？

自己架設 WordPress 網站最大的好處
之一，就是可以彈性地自由增加網

站的功能，每一個地方你都有權利可以自

行修改而不會被網站主機限制。我們除了

在文章及頁面中可以增加這些功能或連結

之外，大部分的情形下，都是使用前一節

中介紹的小工具來增加網頁的額外功能。

你可以把小工具看成是一個網頁上的功能

區塊，內容可以自訂，也可以使用現成

的。但是可以放在網頁上的哪一個地方

呢？大體上是由佈景主題來決定。我們在

前一節中介紹一些常用的小工具，每一個

小工具都有它自己的功能，有一些是原本

就有的，而有一些則是由安裝的外掛所提

供的。在這一節中，我們先不介紹外掛，

而是使用「文字小工具」來放置其他的網

站所提供的服務。

在前一節的介紹中，如果你有開啟過「文

字小工具」，會發現其實它是空的，沒

錯，它裡面什麼都沒有，就只是一個簡單

的容器。所以，如果你熟悉網頁 HTML
和 CSS語法，可以自己建立一個網頁的
片段，然後把它放在文字小工具中，再把

這個內容呈現出來。就像是圖 5-5-1所示
的樣子。

然後在網頁上看起來就像是圖 5-5-2所示
的樣子。

圖 5-5-1  
使用 HTML和 CSS語法來設計文字小工具的 
內容

圖 5-5-2  
使用 HTML和 CSS語法來編輯網頁所呈現出來
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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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備份安全通吃｜

BackWPup

外掛網址： https://wordpress.org/plugins/backwpup/

作者： Inpsyde GmbH（http://inpsyde.com/）

	

圖 6-6-9 
外掛效果圖

簡介：這個外掛應該是所有筆者使用過的免費備份外掛中，功能最齊全也最方便使用的一

款，剛剛上面介紹過的「WP-DB-Backup」外掛只能備份網站資料庫的部分，而這款外掛
除了能備份網站資料庫外，還能備份網站資料、外掛清單、WordPress XML，並且優化、
檢查、修復網站資料庫。備份存放的位置選擇也相當多元，除了能存放在 FTP目錄內，也
能存放在 Dropbox、S3、Microsoft Azure (Blob) 、RackSpaceCloud、SugarSync，如果升級
成專業版更能將備份檔儲存於 Google雲端硬碟中。

使用教學：

啟用外掛成功後，會自動跳轉到一個歡迎頁面，這樣就代表你成功安裝這個外掛了，

之後點擊到「BackWPup Dashboard」這個總覽頁面提供了許多英文影片教學，讓你能
透過他們官方的影片了解這個外掛如何設定以及備份紀錄。

	

圖 6-6-10 
BackWPup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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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isqus討論區的安裝與應用｜

8-2 Disqus 討論區的安裝與應用

和
部落格的網友透過留言在網路上互

動是和讀者交流最直接的做法，也

是提升讀者粘著度成效很好的方式。在早

期為每一篇文章加入留言功能以增加和網

友之間的互動是非常簡單的一項設定。不

過，由於網路上的垃圾留言實在太多，使

得一些防範措施愈來愈多，最後乾脆大家

都直接要求註冊會員並登入帳號之後才能

夠留言，反而造成了因為要再多記一個帳

號和密碼而降低了網友留言的意願，實在

是可惜。

好在，社群媒體現在十分發達，每個人至

少都會有一個 Facebook 或是 Google 的
帳號，也因此，如果我們的留言系統直接

整合這些帳號的設定，那麼建立的留言板

會員驗證的部分只要透過這些社群網站幫

我們把關即可，這樣使用者留言的意願就

會大大地提升。最常見的狀況是，網友

在瀏覽你的網站之前已經在 Gmail 或是
Facebook中登錄過，因此在你的網站中要
留言，只要第一次的授權就可以了，非常

方便。

這一類的留言功能，我們在第 6 章中所
介紹的 Jetpack外掛就具備有此項整合帳
戶的功能，只要在 Jetpack的 setting中把
Comments 功能打開即可，如圖 8-2-1 所
示。

	

圖 8-2-1  
打開 Jetpack外掛
的 Comments留言
評論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