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了解搜尋機制
網域如同招牌
網站是由網路伺服器裡的 HTML 以及其他檔案所組成，使用者可透過瀏覽器
瀏覽這些檔案。伺服器（網站）擁有像是郵遞區號一般的 IP 位址，但使用者很難
記住以一連串生冷數字組成的 IP 位址。
若無法讓使用者記住網址就做不成生意，所以才會將如同店門招牌的網域指派
給網站（圖 1-1）
。
●

IP 位址：221.242.76.80

●

網域：

http://all-web.org

IP 位址

→很難背
→很容易背

郵遞區號
很難背

網域

招牌
很好背

圖 1-1 IP 位址是一連串生冷的數字。
「網域」可為網站命名一個方便使用者記住的名稱

即便擁有地位如同網站招牌的網域，使用者也不一定知道這塊招牌，也無法從
網域判斷網站的性質，因此搜尋引擎才會應運而生。
搜尋引擎可瀏覽網站的內容，再將內容新增至資料庫。新增至資料庫的這個過
程又稱為「建立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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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演算法的變化與
SEO 的新思維新
SEO 真的已死？
SEO 就是搜尋引擎最佳化的意思，是一種讓網頁在搜尋結果名列前茅的措施。
SEO 已死之所以在 2013 年年底成為話題，最大的理由在於搜尋引擎的進化。
Google 為了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而讓搜尋引擎不斷進化。進化的內容包含
個人化、蜂鳥搜尋引擎、Google+、author、HTML 元素、效能、網域等等，光是
隨便列舉也列舉不完，而演算法就是基於這些元素的複雜組合而進化。
據說目前的演算法是由 500 種項目組合而成，更新的頻率也隨不同的國家與
關鍵字而有所不同，Google 也公佈每年會有超過 200 種以上的項目進行微調。
由於演算法持續朝複雜的方向進化，導致 SEO 的效果難以驗證，SEO 已死才
會成為話題。

Google 的搜尋引擎將消失？
在 Facebook 的全盛時期裡，來自社群媒體的流量比來自 Google 的搜尋還高，因此 Google 的
搜尋引擎是否會消失？成為當時的話題之一。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但是只憑 Google
搜尋引擎執行的行銷策略卻需要改變。此外，行銷策略仍無法忽略規模最大的 Google 搜尋
引擎，所以讓我們在增加流量此一層面上，了解 Google 的搜尋機制吧！

Facebook

Google

圖 1-14 來自 Facebook 的流量較高，所以才出現了 Google 無用論。實際上，行銷策 略不
能只憑藉著 Google 的搜尋結果執行，還必須利用各種手段增加流量，才是真正的
網路行銷。

搜尋引擎演算法的變化與 SEO 的新思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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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SEO 誕生？
在 由 SEO 世 界 級 講 座 Search Marketing Expo（http://searchmarketingexpo.
com/）主辦的 SMX Advanced 2015 裡，seoClarity 的 Mitul Gandhi 曾重新將 SEO
定義為「SEO=Search Experience Optimization：搜尋經驗最佳化」
。
到目前為止，搜尋引擎行銷策略的對象都是搜尋機器人，但是就找出使用者需
要的內容，建置更容易爆紅，更方便搜尋的網站這層意義來看，搜尋經驗最佳化的
這種思維說不定最為適切。
搜尋引擎的目的在於提供使用者需要的資訊，所以第一步該做的是先透過搜尋
引擎了解有關使用者的一切。Google Search Console（以下簡稱為 Search Console）
可說是透過搜尋引擎了解使用者心聲的工具。
Google

網站

圖 1-15 新型 SEO 的定義
搜尋引擎是一種搜尋使用者需求的機制，今後提供使用者最佳的搜尋經驗將是所謂的新型 SEO

新型 SEO 考慮的是使用者經驗
Google 將使用者經驗這個因素放入屬於搜尋結果前段班的演算法裡，只要觀
察 Search Console 就會發現，網路爬蟲的統計資訊加入了使用者的回應與行動裝
置可用性，從中也可略窺一二。
舉例來說，隨著越來越多使用者搜尋「附近的便利商店」這類「附近的」資
訊，所以 Google 也修改搜尋的機制。這些搜尋不會在之前以電腦為主流的時候出
現，但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使用者接觸網路的方式也跟著改變，因此 Google
也開始考慮使用者的使用情境。
之後的網站置可使用行動裝置優先、persona 分析、顧客體驗旅程地圖這些優
點考慮使用者經驗設計與使用情境之餘，為了提供使用者適切的資訊，也必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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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使用了 nofollow 與 robots.txt，只要目的不是為了讓網頁登上搜尋結果前
幾名，就不算是 PageRank Sculpting 的行為。為了讓搜尋機器人更了解網頁的構
造而使用 nofollow 或 robots.txt，不算是 PageRank Sculpting 的行為。或許有些人
會怕弄巧成拙，但其實是能加以判斷的。

2-1

垃圾內容的種類
垃圾內容也隨著網頁的進化改變，但不代表早期的垃圾內容已經消失，所以我
們除了要了解現在具代表性的垃圾內容，還必須了解其他種類的垃圾內容。
在此介紹的是垃圾內容的手法，但一如前述，有問題的不是手法，而是目的。
也有完全不想發送垃圾內容的例子，還請大家試著了解。
具代表性的垃圾內容
利用樣式表與 style 屬性，讓 HTML 原始碼裡的文字不於瀏
覽器畫面顯示的行為。為了讓搜尋引擎將關鍵字編入索引，
隱藏文字、隱藏連結

而將文字的顏色設定為背景色，以及利用 display:none;、
visibility:hidden;、text-indent:-9999 這 類 屬 性 讓 文 字 無 法 於
畫面顯示，導致使用者無法瀏覽的行為。

垃圾社群連結
偽裝、stealth、phantom
重複內容、重複頁面

關鍵字堆砌

在社群媒體的熱門話題裡植入連結，或是在留言欄貼入大量
連結的行為
讓使用者實際瀏覽的網頁與搜尋引擎顯示的網頁不同的行為
大量生產多張內容類似的網頁，或是利用相同的關鍵字讓頁
面闖入搜尋結果前幾名的行為
在網頁內、頁面內的文字或 alt 屬性裡植入 SEO 所需的關鍵
字

與垃圾內容有關的行為都很糟糕？
有些網頁製作者與經營者會覺得為什麼採用了垃圾內容的技巧，自己的網頁就
得被歸類為垃圾內容，但是，就算是採用了相關的技巧，也不一定會被處罰。
垃圾內容的問題在於讓網頁名列前茅的目的，而非垃圾內容本身的製作技巧，
所以重點在於目的，而非技巧。

要避免發送垃圾內容 就要對垃圾內容有更深的了解

027

2-5
設計與內容相關的指南

從 HTML5 之後，semantic（語意）就逐漸強化，網路標準也越來越重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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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網頁構造的基本常識！
路標準的基本就是以 HTML 組成文件構造，再以 CSS 撰寫網頁的設計，然後以
JavaScript 撰寫動態與程式（功能）
。
雖然為了方便管理而將 HTML、CSS、JavaScript 寫成不同的檔案，但是寫成
不同的檔案之後，http 請求就會產生，所以最近也出現將這三部分的內容整理成單
一檔案的例子（只要不是大型案件，不那麼重視管理的方便性，或許也不會產生問
題）
。只不過，即便整理成單一的檔案，HTML、CSS、JavaScript 各自扮演的角色
依舊不變，一樣是以 HTML 撰寫文件構造，以及透過 CSS 撰寫設計的部分。

HTML
文件

CSS
設計

JavaScript
動態

圖 2-13 了解網頁的基本構造

各種瀏覽器對於 CSS 的支援都不同，所以利用 CSS 撰寫設計時，當然會出現
不同的結果，但是有企業希望網頁能在所有的瀏覽器環境下顯示相同的結果，所以
利用圖片製作網站。
HTML5 的規格書也提到 img 元素不該用於編排網頁。尤其透明圖片（例如
gif）不是文件裡的資訊，也沒什麼用途，所以不該使用。

設計與內容相關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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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圖片完成網站的設計是表格設計時的往事，但在響應式網站設計裡，這種
方法已經過時。所謂的響應式網站設計就是讓圖片隨著裝置調整大小的意思。在電
腦版網站是方便閱讀的文字，到了智慧型手機就可能縮小至難以閱讀的程度。請不
要將文字內容放在圖片裡。
圖片裡的文字

難以閱讀
サッカーの試合をみんなで見よう

サッカーの試合をみんなで見よう
* 月 * 日 * 時から
会場：東京都渋谷区 * * * * *

* 月 * 日 * 時から
会場：東京都渋谷区 * * * * *

圖 2-14 依照電腦螢幕製作的圖片文字，換到智慧型手機顯示後，
就會隨著智慧型手機的螢幕縮小到難以閱讀的程度。

響應式網頁設計雖然也有解圖片的方法，但是利用圖片製作能以 CSS 或 HTML
完成的設計後，就必須依照各種裝置的特性解讀圖片，也必須切換大量的圖片，光
是這些圖片的張數就會使網頁的檔案容量膨脹，所以建議依照網路標準建置網站。

正確設定圖片的 alt 與 title ！
img 元素的 alt 屬性可替圖片設定說明文字。以圖 2-15 裡的 Google 標誌 T 恤
為例，title 屬性就是圖片的標題，也就是「Google 標誌 T 恤」
，而 alt 屬性則是
「Google 標誌的白色 T 恤」
。
若要以 img 元素描述這件印有 Google 標誌的 T 恤為例，就會寫成
下列的內容。
<img src="tshirt.jpg" title="Google 標誌 T 恤 "
alt="Google 標誌的白色 T 恤 ">
title 屬性 = 圖片標題 =Google 標誌 T 恤
alt 屬性 = 圖片的詳細說明 =Google 標誌的白色 T 恤

圖 2-15 img 元素描述印有 Google 標誌的 T 恤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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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不知道可是會很慘喔！先對垃圾內容有所了解吧！

如今還有 Google Dance 的問題？
Google 演算法新增了一些部分之後，有時會導致搜尋結果的不穩定，搜尋結
果順位也可能隨機上下變動。
具體來說就是搜尋結果順位平常是於第三頁（第 21 ∼ 30 順位）顯示，結果
偶爾跳到第 1 頁（第 1 ∼ 10 順位）顯示，偶爾又跳到第 4、5 頁（第 41 ∼ 50 順
位）顯示的情況，而這種情況就稱為「Google Dance」
。
Google 每天都接受數億次的瀏覽與搜尋，而為了因應這些要求，必須準備超
過 10,000 台的伺服器，還必須以多處的資料中心分散管理與處理資料。

3-6

早期 Google 一個月執行一次索引更新，因此在資料中心與伺服器之間的資料
同步之前，搜尋結果順位會像是跳舞般，激烈地上下變動。等到 Google 的更新處
理全數完成後，不管於哪個 IP 位址的資料中心搜尋，大概都會傳回相同的搜尋結
果。
據說演算法一年的修改次數超過 400 次以上，不過，最近將一週進行一次的
更新改成每天更新一次之後，似乎就不會出現極端的 Google Dance 現象，但也不
能就此斷言不會再發生類似的現象。
不論如何，及早對新型運算法有所因應，並且打造出適當的網站，才能讓搜尋
結果的順位不致於因為演算法更新而下滑。
一年修改 400 次以上的演算法
每天更新一次
1 ∼ 2 處的更新

每月更新一次
30 ∼ 60 處的更新

Google Dance
有非常明顯的變動

每天一點一滴的變
更，就能減少順位
忽高忽低的問題

早期

圖 3-9 Google Dance
何謂新型搜尋引擎「蜂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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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搜尋與 Yahoo! 搜尋是同樣的
東西？

2010 年的合作案讓 Yahoo!JAPAN 開始使用 Google 的搜尋引擎。不過，Google
使用的是「全域搜尋」
，而 Yahoo!JAPAN 的「混合式搜尋」
，所以搜尋結果（SERPs）
會有出入。可見使用相同的搜尋引擎也一樣會出現不同的結果。
Yahoo!JAPAN 雖然使用的是 Google 的搜尋引擎，若是搜尋結果完全相同，
Yahoo!JAPAN 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當然會使用不同的搜尋方式。
那麼，搜尋結果到底有多少差異呢？讓我們進一步觀察吧！搜尋結果的差異之
處有三點。
第一點不同之處在於 Google 使用的是全域搜尋。所謂全域搜尋是指同時顯示
各種內容的連結的搜尋方式，其搜尋內容包含網頁、圖片、影片、新聞、部落格、
購物、地圖、地區資訊、口碑資訊（預覽）
。舉例來說，以「情人節」這個關鍵字
搜尋，搜尋結果也會隨著時間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在 2 月 14 日當天之前搜尋，會
顯示情人節巧克力的廠商影片、暢銷巧克力的照片、平均價格，以及推出特別巧克
力的店家資訊，但過了情人節之後，就會改為顯示今年情人節結果的相關新聞。

圖 3-10 Google 的全域搜尋會因為搜尋時期的不同，即便使用同樣的關鍵字搜尋，也不會顯示
相同的搜尋結果。圖中是以「情人節」這個關鍵字於 2 月 14 日前後（左圖、右圖）搜
尋的結果。

第二個差異在於 Yahoo!JAPAN 基本上是接受了「網頁」
、
「圖片」與「影片」
這三個來自 Google 的技術，地圖、新聞、購物這類訊息則是以自創的技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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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的新演算法

舉例來說，
「福島」這個詞彙有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名字，但網路機器人無
法分辨是哪一種，因此透過 Schema.org 就能賦予這個關鍵字「是名字喔」
、
「是地
名喔」這類的意思。

福島縣

福島先生

圖 3-13 透過 Schema 賦予更為細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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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爭取搜尋排名」的思維轉換成增加流量的想法
在 1-4 節，我們曾提到「天氣」這個查詢會使用定位資訊提供確切的資訊。
Google 以提供確切的資訊為使命，所以即便使用者以「toudai」這個關鍵字搜尋，
Google 也會根據使用者的搜尋履歷顯示「東大」或「燈台」的結果。
對搜尋引擎來說，同音不同義的詞彙的確很麻煩，但只要賦予元素意義，
Google 就能以該元素的意義將元素編入索引。使用進階搜尋的使用者通常會更需
要這類資訊，所以轉換率也會跟著提升。若能的確地標記使用者需要的資訊，就能
更快接觸目標客群。
此外，賦予元素意義也能增加編入索引的字詞，也就能以更長效的關鍵字增加
目標使用者人數。
進階搜尋

外國人講師

搜尋數量

符合條件的網站
能提升轉換率

兩個單字以及抽象關鍵字
之外的關鍵字
以長期的效益來看，擁有充實
內容且適合被編入索引的網站
能增加流量

平日

品川

英語對話

1 個單字的抽象關鍵字

圖 3-14 越是使用進階搜尋的使用者，越有可能是優良的目標客群，所以若能賦予元素正確意義，
並讓元素編入索引，就能創造優勢。

從 HTML5 觀察的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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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置行動版網站時的注意事項
何謂行動版網站？
智慧型手機的特徵之一就是能直接瀏覽電腦版網站。在智慧型手機顯示電腦版
網站的頁面，頁面將直接顯示，但這種顯示方式其實是讓頁面在虛擬的智慧型手機
的螢幕裡顯示，而不是以實際的大小顯示。

圖 6-1 未建立行動版網站（未設定 viewport）的話，
電腦版網站的設計將直接塞在智慧型手機的螢幕裡顯示。

viewport
viewport 就是虛擬的螢幕大小。智慧型手機的瀏覽器是以虛擬的螢幕大小將智慧型手機的
螢幕設定為 960px、1024px 這類電腦版的螢幕大小，所以電腦版的設計才能直接顯示。

電腦版網站是為個人電腦設計的網站，所以智慧型手機不容易瀏覽。
如果是了解電腦版網站結構的人，可能不會出現瀏覽上的問題，但是不了解結
構時，就會覺得很不方便瀏覽。即便能利用智慧型手機瀏覽電腦版頁面，還是有可
能在中途遇到難以瀏覽的情況。因此，才會出現適合行動裝置瀏覽的網站，而這類
網站又稱為行動版網站或智慧型手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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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採用不同版面，也要能瀏覽相同的資訊
許多人認為若要採用不同的版面，為什麼不直接替智慧型手機設計專用的內
容？但是不管是多麼專精於內容的分配，這還是不太妥當的製作方式，因為不過使
用者是透過個人電腦還是智慧型手機瀏覽，都應該呈現相同的內容才對。
尤其像是 Yahoo!JAPAN 這種具有影響力的網站或是大企業、地方政府的網
站，都不能因為使用者使用了不同的裝置而提供不同的內容。理由其實很簡單，因
為現在已出現手邊只有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
此外，就算是擁有個人電腦的使用者，也會有不在電腦旁邊的時候。
例如移動時、旅行時，就不會帶著個人電腦出門。
像這樣手邊只有智慧型手機時，還是可能會想瀏覽以個人電腦瀏覽時的資訊。
此時若是採用了不同的版面，使用者就可能找不到需要的資訊。
Yahoo!JAPAN 或許就是為了避免這項問題，才刻意將電腦版網站的內容與智
慧型手機版網站的內容設計得幾乎毫無差異吧！

咦？
找不到個人電腦
瀏覽時的資訊（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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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一旦採用不同的內容，以智慧型手機瀏覽時，
就有可能找不到以個人電腦瀏覽時的內容。

建置行動版網站時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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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為什麼 Google 推薦響應式網頁設計？
什麼是響應式網頁設計？
響應式網頁設計是利用 CSS3（設計）的媒體查詢偵測螢幕大小再切換 CSS
的設計手法。可指定螢幕大小在 320 之前、介於 321 ∼ 780 以及大於 780 的設
計。
內容雖可在裝置的螢幕裡顯示，但有時仍會發生螢幕大小介於 321 ∼ 780
時，超出螢幕寬度的問題。所以，為了靈活地支援各種螢幕大小，會使用被稱為液
態版面的設計手法，以及圖片隨著視窗寬度變化的液態影像。同時也會使用在圖片
隨著視窗寬度變化時，也能編排出整齊版面的液態格狀版面編排方式。

圖 6-8 響應式網頁設計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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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眼中的響應式網頁設計
Google 建議使用響應式網頁設計，其理由有二點。第一點，內容過於散亂
時，搜尋機器人將不知如何檢索，也就無法向使用者提供適當的資訊，使用者就不
願使用搜尋引擎。
其次，為不同的裝置建置網站時，會導致內容增加 2 倍或 3 倍，這也會讓網
頁被製作成索引的數量等比例增加，也會佔用更多的伺服器容量，這在成本面上毫
無益處可言。

為什麼 Google 推薦響應式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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