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網站分析的
「指標」與「維度」

Chapter 2

本章重點

 � 次要維度的應用

 � 重要指標介紹



014　Chapter 2 認識網站分析的「指標」與「維度」

在網站分析裡，常見的指標有瀏覽量、工作階段、轉換率、平均工作階段停

留時間等，「指標」會用來衡量訪客質量，維度則是表示訪客的特徵，幫你

過濾出訪客族群，例如：訪客的年齡、性別、國家。

指標、維度為 Google Analytics網站分析裡面最重要的兩項核心概念，透過

指標、維度可以看到網站流量的所有資訊。在其他領域的數據中，甚至會有

多種不同的指標。例：年產量、月產量、單位成本、銷售額等。

簡單來說，設定自己想看的維度（訪客特徵） ，接著觀察指標（訪客質

量），就可以形成一個可觀察的報表，加以去了解不同年齡、性別、國家的

訪客對你的網站有著什麼不同的價值。

維度 指標

圖 2-1：以「地區」作為報表的維度，所以可以看到各種不同國家的流量狀況

Google Analytics裡面有數十種常用的指標，包含工作階段、使用者、平均

工作階段時間長度等，這些指標提供給分析人員來觀察訪客的「質量」，「維

度」則是用來區分及過濾出不同的訪客特徵。以圖 2-1為例，報表中總共有

2789個工作階段，而我從目標對象中拉出了「地區」作為報表的維度，所以

可以看到各種不同國家的流量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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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正確安裝 Google Analytics的追蹤碼

圖 3-2為 Google Analytics預設的追蹤代碼，在一開始使用 Google Analytics

時，首要之務就是確保這組追蹤碼安裝到你的每一個網頁。剛開始學習操

作 Google Analytics時，建議你不要隨意去更動追蹤碼本身的結構，直接將

Google Analytics預設的追蹤碼安裝到網站上即可，同時，也建議你盡可能將

Google Analytics的追蹤碼安裝在網站上的 <head>底下，因為追蹤碼越早出

現在 HTML中，Google Analytics就能越早開始收集資料。

請不要小看「是否安裝在 <head>中」的重要性，有時一些電子商務或事

件追蹤的數據流失，就是因為追蹤碼沒有安裝在正確的位置。

告訴 GA資料應該送到哪一個資源

載入這組 Javascript就送一次 pageview

載入 GA的 base code

圖 3-2：Google Analytics預設的追蹤代碼

以下列出幾個常見的追蹤碼安裝檢查清單給你參考，在初次使用 Google 

Analytics時，可以從這些角度來檢查自己安裝追蹤碼的細節是否有疏忽：

 � 追蹤碼是否有安裝在 <head>中。

 � 是否每一個頁面都有安裝追蹤碼。

 � 你的 404頁面是否有安裝追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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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報表解讀

同樣地，在同類群組分析的報表中，可以使用進階區隔來觀看不同維度的流

量資料。以圖 4-8來說，可以看到我套用了兩個不同的區隔，如何利用進階

區隔、解讀數據，將會決定性的影響你是否能從中得到數據洞察力。

圖 4-8：在同類群組分析的報表中，可以使用進階區隔來觀看不同維度的流量資料

接著我們看到圖 4-9，以 2017年 7月 11日這列來說，第 0天（也就是 7月

11日當天）直接流量獲得了 62個工作階段，到了第一天（也就是 7月 12

日）同樣的一群人有產生的工作階段為 10，以此類推再來是 4個工作階段，

其中報表又會有顏色深淺的狀況來幫助你判讀資料，顏色越深代表數字越

大，反之則是數字越小。

圖 4-9：報表的顏色越深代表數字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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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者報表上方所顯示的工作階段、工作階段時

間長度⋯等指標，都是指該使用者在你網站上所累積的數據，以圖 4-15來

說，這位使用者在網站上「總共」停留了 23分 06秒。

圖 4-15：使用者在網站上「總共」停留了 23分 06秒

 Ä該如何使用多層檢視報表？

觀察使用者的消費行為

過去我們要細部地了解使用者的行為，往往都要透過親自與使用者訪談、觀

察使用者的使用狀況，或是利用問卷將使用者的回饋量化為數據，但 Google 

Analytics的使用者多層檢視報表能更細節地幫助你觀察單一使用者的網站使

用行為，透過這個報表你可以更細節地觀察使用者的瀏覽歷程，他們轉換究

竟花了多少天？為什麼回訪多天卻仍然沒有轉換？在轉換前，這些使用者都

在瀏覽哪些頁面？

舉例來說，你可以使用進階區隔將「沒有轉換的訪客」特別拉出來，觀察這

些沒有轉換的網站使用者，究竟沒有轉換時，他們是否有回訪、是否有瀏覽

網頁？是不是因為商品價格、資訊沒有辦法滿足使用者？

觀察行銷活動、甚至活動頁面的使用者反應

如果你的行銷團隊花了預算執行某項行銷活動，假設購買了雅虎首頁的廣

告、甚至新聞媒體網站的首頁廣告，如果想要觀察透過這些廣告進來網站的

人，都去瀏覽什麼頁面、進行什麼樣的轉換、這些特定使用者後續是否有進

行回訪，都可以透過使用者多層檢視報表來觀察。



072　Chapter 5 客戶開發 – 流量來源分析

嚴格來說，Facebook、Google搜尋也是第三方網站，但他們並不會被歸類

到參照連結網址之中，因為 Google Analytics已經預設將 Facebook 分類到

「社交」，而 Google 搜尋則是被分類到「自然搜尋」裡面。

總覽報表及管道報表

在總覽以及管道報表內，可以看到流量的概觀

狀況，這兩個報表適合做為每天打開 Google 

Analytics看的第一個報表，用來定期觀察、追

蹤流量的狀況。

圖 5-2

圖 5-3便是客戶開發底下的「總覽報表」，在這個報表中，預設會將你網站的

所有流量用管道的概念進行分組，基本上至少會有 Organic Search、Direct⋯

等分組，若你希望更改預設的分組方式，可以到更改預設的管道分組（這部

分於第 11章中將會更詳細地說明總覽報表、管道報表的流量分類該如何設

定），如果你的預設管道分組設定不完整，會看到（Other）的欄位出現，沒

有被分類到的流量來源都會被放到（Other）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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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網站速度報表可透過國家 /地區、或瀏覽器做為維度來觀察使用者的速度指標

 Ä網頁操作時間報表

【網站速度】底下的【網頁操作時間】報表是【網站速度】底下最好用的報

表，你可以在這個報表內看到指標之間的比較關係，以圖 6-16來說，你可以

看到報表內以「網頁」做為維度，並且呈現出「瀏覽量」以及「網頁的載入

時間」來給你做比較，透過此報表可以觀察瀏覽量與網站速度的關係，網頁

速度是否與瀏覽量有關？速度越快、得到的瀏覽量是不是越多？都可以從這

個報表中找到答案。

圖 6-16：以「網頁」做維度，呈現「瀏覽量」以及「網頁的載入時間」的關係

網站載入時間的
總平均值

各頁面是否優於平均值、
還是低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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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PageSpeed Tools 會

把你可以改善的問題列出來，改

善這些問題就能夠提高 PageSpeed 

Tools評分、並且有效改善你的網

站速度（如圖 6-21）。這個工具為

Google官方所開發，權威性絕對

沒有問題，若希望改善網站的速

度，不妨試著跟工程師多加溝通、

一起使用這個工具來改善網站。

圖 6-21：PageSpeed Tools會把你可以
改善的問題列出來

Google Analytics的【速度建議】報表是 Google Analytics獨有，在其他的分

析工具裡面是看不到的，因為這個報表是 Google Analytics根據 PageSpeed 

Tools所提供的建議指標，裡面的資料是與 PageSpeed Tools綁定的。

PageSpeed Tools
的評級給予幾分

有多少可改善的建議，點擊
後可直接前往 PageSpeed 
Tools的網頁

圖 6-22速度建議報表會顯示 PageSpeed建議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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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讀者對於 SimilarWeb、跳出率這些主題的文章有知識需求，未來我

可以多寫這類型的文章。

圖 6-23：透過站內搜尋報表可以觀察到使用者的搜尋行為

【站內搜尋】報表裡面的指標都是其他報表裡面找不到的，你必須要進行站

內搜尋設定，這個報表才會有數據，而且這些指標也只有【站內搜尋】報表

能看到。

舉例來說，以下兩個為站內搜尋報表獨有、卻又重要的指標：

 � 搜尋離開：

結束搜尋行為後就離開網頁的訪客，透過這個指標可觀察有多少比例的訪

客在搜尋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內容。

 � 搜尋修正：

訪客在進行搜尋行為後，沒有做進一步點擊，馬上就再搜尋一次，觀察這

個指標也可以了解訪客是否難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內容。



146　Chapter 8 認識網站分析的點擊歸屬

請記得，往往只重視一種點擊歸屬是沒辦法實際優化轉換率的，因為所有的

管道集合起來，才能造就一個訪客的轉換。

最初點擊

最終點擊

輔助點擊

圖 8-5

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以圖 8-5來說，假設今天我要購買電競鍵盤（筆者是

個電動宅），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肯定會先打聽朋友的意見或上網 Google

看開箱文、評論文章，以下有可能是我會進行的流程：

1. 禮拜一，我 Google了電競鍵盤，出現了 T客邦的介紹文章、mobile01 

的開箱測評，大多論壇的網友都推薦用羅技的電競鍵盤。

2. 十分鐘後，我點擊了 mobile01 討論版上的連結，進去官網上看到了一

大堆不同型號的鍵盤，我很想買、但又因為價格超出預算，因此我決定

不進行購買。

3. 禮拜二早上，看到羅技鍵盤的廣告以聯播網的形式出現，廣告的文案再

度吸引我進入網站，我還是猶豫不買，因為價格超出預算，但我至少按

了羅技粉絲團的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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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什麼是資料層級？

Google Analytics在收集數據時，會將指標、維度資料都記錄下來，並且分為

以下四種層級：

 � 使用者層級（User Level Scope）

 � 工作階段層級（Session Level Scope）

 � 匹配層級（Hit Level Scope）

 � 產品層級（Product Level Scope）

在各個層級常見的指標維度有：

使用者的資料層級（User Level Scope）

 指標 維度

使用者 使用者類型

每位使用者的工作階段 地理區域

新使用者 年齡

性別

工作階段的資料層級（Session Level Scope）

 指標 維度

工作階段 來源

工作階段平均時間 媒介

廣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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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層級

工作階段層級

匹配層級

圖 9-1：透過理解資料層級的架構，就會知道限制在哪、未來該解讀哪些報表

Google Analytics裡面層級最高的資料為「使用者」，接著才是工作階段、然

後是匹配，而產品層級則不再此樹狀架構中（另一個獨立層級）。

我們也可以從上圖中看到層級之間的關係，一個使用者可以包含有多個工

作階段，一個工作階段也可以包含有多個匹配（也就是網頁瀏覽與事件），

Google Analytics在收集資料時，也會將各個指標與維度依照層級將資料放進

資料庫，因此「使用者包含工作階段的資料」，「工作階段也包含有匹配的資

料」。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個使用者產生了幾個工作階段、一個工作階段產

生了幾個匹配（瀏覽量與事件）。

但是，「匹配」並不包含有「工作階段層級」的資料，因為工作階段層級在

匹配層級的上面。

這個層級關係，將直接影響數據解讀、以及報表產出。例如，「所有網頁」

是匹配層級的維度，「工作階段」是工作階段層級的指標，他們兩個不能互

相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