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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麼是 WordPress？

WordPress是？

WordPress是一個能讓你建立美觀網站、
部落格或應用程式的開放原始碼軟體。而

筆者很喜歡用一句話來說明 WordPress，
就是「WordPress免費卻也是無價之寶」。

根 據 WordPress 官 方 網 站 的 說 法，
WordPress 是一套「登峰造極的個人出
版 平 台 」（WordPress is a state-of-the-art 
semantic personal publishing platform）。
簡單來說，WordPress 就是一個完全免
費能自行架設網站的平台，它也是個威

力十足的完全可自訂內容管理平台 CMS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早 期 的
WordPress主要的功能偏向架設部落格平
台為主，但是由於它的開放式原始碼架構

以及可以依個人需求安裝外掛程式（詳

細內容可參考第 6章）、佈景主題的方式
（詳細內容可參考第 7章），已有非常多的
商業網站也是使用 WordPress來建置（詳
細內容可參考第 10章）。

圖 1-1-1 WordPress標誌

而 WordPress 的 組 成， 簡 單 來 說 就 是
PHP+ 資料庫 = WordPress（第三章有詳
細架設 WordPress 教學），這時候讀者們
可能會說：「我不會 PHP或多數的網站語

言，那該怎麼辦？」下面引用 WordPress
中文指南的內容：

使用 WordPress，我必須精通 PHP嗎？

不用。唯有在修改 WordPress 外掛，使

其與網誌本身結合時才有機會用到 PHP。

但在外掛的說明文件裡通常會有詳細的說

明。大多數時候你完全不用理會 PHP。

為避免讀者不想翻開這本書，這邊筆者再

引用WordPress官方網站的一段說明：

WordPress如此簡單⋯

1. 尋 找 主 機 空 間 並 且 同 時 獲 得 最 佳

WordPress主機服務。

2. 下載並安裝 WordPress，體驗我們著名

的 5分鐘快速安裝，讓自己感覺像搖滾

巨星一樣潮。

3. 閱讀文件讓你自己成為專家，朋友都會

對你刮目相看。

而本書的功能就是讓完全不懂 PHP或其
他網頁語言的你，透過上述的閱讀文件，

也能輕鬆上手WordPress！

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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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部落格？ WordPress？

部落格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在社群網站竄紅之前，多數人都會寫一些所謂的部落格

（Blog），並在部落格裡上傳照片，而這些提供部落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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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正如字面的意
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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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ger等等，相信許多人也都曾經在各家 BSP中申請過屬於自己的部落
格，你也許會想，既然在網路上申請部落格這麼方便，為什麼我還要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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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痞客邦

部落格名稱

在許多 BSP中申請的部落格，幾乎每個會在你的部落格名稱後加上自己的 BSP公司名
稱，除了部落格名稱外，文章標題也會有一樣的問題發生，這樣就直接失去你自己獨

一無二的個人特色，有些甚至會在你的部落格最上方直接多出一欄屬於該 BSP自己的
搜尋 +廣告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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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中華主機網 zhhosting.com的首頁

2.5  到中華主機網 zhhosting購買國際網域

前往中華主機網購買網域

網址：https://go.zhhosting.com

優點：筆者代理的虛擬主機網站，台灣的使用者可以利用轉帳的方式付款，經常有低於 3美

元的促銷價，而且全部都是中文介面，方便華人地區的使用者

缺點：介面雖有中文，但是網址搜尋功能比較陽春

筆者經常協助朋友建立網站，常常需要註冊各式各樣的網域，所以乾脆就直接代理美

國的網域註冊商，建立全中文支援的網站提供華人地區的網友註冊使用，所以在此也

介紹給本書的讀者們。如果你有看到喜歡的網址正好在促銷，別忘了趕快下手搶購。

查看促銷的網址如下，歡迎常來看看喔！

http://go.zhhosting.com/domain-registration/promos.php

進入首頁之後，可以看到如

圖 2-5-1的網址搜尋介面，
全部都是中文介面，非常容

易瞭解。右上角的「組合套

餐」提供初學者或是對於網

頁空間需求不高的站長可以

有一個和網址搭配比較便宜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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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拿到網址（請別忘了先向筆者申請，或是使用自己向其他的註冊商買的網址也

可以，不過如果你的網址是向別的註冊商買的，那麼一定要把 DNS分別設定為 ns1.
imaxnow.net以及 ns2.imaxnow.net）之後，進入 imaxnow.net的首頁，如圖 3-3-1所示。

圖 3-3-1 imaxnow.net的首頁畫面

圖 3-3-2 imaxnow.net可租用的主機選擇

如圖 3-3-1中的箭頭所示，
請選擇「租用主機服務」，

點選進入之後會出現如圖

3-3-2所示的畫面。

書附的免費主機是左側 12
美元的「Starter Plan」，這
個方案可以建立 2 個網站
（其中一個網站要使用你的

二級網址的子網域），也可

以把向其他註冊商購買的

網址以別名的方式指向這

個網站。不過，由於磁碟

空間只有 1GB，因此，在
上傳圖檔時要特別留意，

避免上傳過大的檔案（一

般使用手機拍攝的相片如

果沒有處理過，大約都在

3MB 以上，而在網頁上顯
示所需的尺寸，大小都在

幾百 K左右而已）。在如圖
3-3-2中箭頭所指之處選擇
「Starter Plan」，會進入如
圖 3-3-3所示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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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SS格式化指令的運用

大
部分的朋友在建立部落格時，比較重視文章的內容，而不重視文章內容的排版。

事實上，一個好的網站最重要的部分真的也是內容，其次才是排版。有了好的文

章內容以及網站的排版樣式（以佈景主題為主要設定對象）之外，像是筆者本身還希

望文章能夠讓網友閱讀起來覺得舒服，提高網友們再訪的機會。如果你想要讓文章看

起來更舒服，可能就需要使用 CSS來細部微調一下。

CSS的全名是 Cascade Style Sheet，它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語法讓網頁設計者加
在網頁檔案中，使瀏覽器知道那些地方要加入那些效果，這些效果可以是圖片特效、

文字特效，甚至是動態特效等等。目前 CSS最新的版本已經到了第三版，詳細的內
容，讀者們可以參考 CSS3相關的書籍。如果已熟悉 CSS3再加上 HTML5的語法，基
本上自己動手建立專業級的網站就不是什麼難事了。實際上，WordPress的佈景主題
中，也大量地使用到 CSS的語法。

然而畢竟市面上可以拿到的佈景主題大多是英文版本，著重於英文的文字效果，對於

中文字來說都沒有加以著墨，也就是說，不管你的佈景主題再漂亮，最終在文章中呈

現的還是醜醜的新細明體，在 Windows 7之後的微軟正黑體都沒有辦法顯示，實在很
可惜。此外，如果你想在文章中加入一些醒目的標題，以WordPress內預設的編輯器
也是做不到。

綜上所述，本節就來教一些簡單的 CSS設定方式，讓你可以更自由地控制你的網站版
面，做出比別人更高質感的WordPress網站。

在前一節中，我們曾經在文章中使用簡單的 CSS語法，讓文字的顯示比較美觀好閱
讀。使用的方式就是在 WordPress的文章編輯器中切換至文字模式，然後輸入如下所
示的指令：

<p style="font-family:微軟正黑體 ;font-size:12pt;letter-spacing:2pt;">在這裡放文章的某個段

落的內容 </p>

上述的語法中，<p>以及 </p>是 HTML語法「段落」的意思。用這個標籤來把某一段
文字標示為同一個段落的文字。而在 HTML標籤中可以使用 style屬性來設定這個標籤
的內容要以什麼樣的格式語言來設定，在這裡就是使用 CSS做為設定格式用的語言。



5-23

WordPress的基本設定 ｜ 5.3  CSS格式化指令的運用｜�

下表是常見幾個基本 CSS格式指令：

CSS格式指令 使用範例 說明

font-family font-family:微軟正黑體 ; 把「微軟正黑體」設定為第一順位的顯示字型

font-size font-size:12pt; 把字型設定為 12點字

line-height line-height:200%; 設定行高為 200%

letter-spacing letter-spacing:2pt; 設定字距為 2pt

color color:#cc88cc;
設定字體的顏色為 #cc88cc，其中 cc88cc分

別是 RGB（紅綠藍）三原色的值，最暗為

00，最亮為 ff （255）

background-color background-color:#aa3333; 設定背景顏色

font-weight font-weight: bold; 把文字設定為粗體字

要留意的是，每一個屬性後面一定都要加上分號做為分隔，而屬性和值之間的分隔則

是冒號。有了以上的屬性，我們就可以使文章有許多的變化，例如除了之前我們使用

過的正常文字段落之外，也可以透過以下的指令，設定出段落的標題：

<p style="font-family:微軟正黑體 ;font-size:16pt;font-weight:bold;color:#ffffff;background-

color:#33ccff;">這是段落標題 </p>

顯示出的效果如圖 5-3-1所示，對於比較長的文章來說，有了標題的設定，在閱讀上會
更加地方便！

	

圖 5-3-1 
使用 CSS語法在文章中建立段
落標題



5-25

WordPress的基本設定 ｜ 5.3  CSS格式化指令的運用｜�

從圖 5-3-3可以看到包括第一個顯示出來的 style.css是最主要的樣式表，全部都是使用
CSS的語法。除非你用的是中文的佈景主題，不然裡面都是英文的註解，要修改不太
容易，但是它給你最完整的控制權，你可以修改任何地方，然後再存檔之後馬上就會

生效。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改錯了，你的網站外觀可能就會被你毀了，在操作時千萬要

小心。此外，在右側還有一些 .php的檔案，你也可以修改，但是也要特別小心，如果
沒有把握千萬別動手，因為改錯 style.css只是網站的外觀毀了，控制台並不會出現問
題，但如果是 .php的檔案改錯了，有可能整個網站都不能動。

一般來說，只有非常熟練的站長才會去動這些檔案做客製化的操作，特別是你使用的

是比較陽春的免費佈景主題時（但是在修改時還要考慮到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問題）。因

為比較先進的佈景主題，其實在它們所提供的介面中就已經可以操作大部分站長們想

要客製化的設定。這一類型的主題我們會在後續的章節中介紹。

不過，在新版的WordPress，「外觀」項目中的「自訂」功能裡面已經有自訂 CSS的選
項了（附加的 CSS），如圖 5-3-4所示，所以並不需要去修改原有佈景主題的 style.css。

	

圖 5-3-4  
「外觀」項目中的「自訂」功能

選項位置

點擊進入之後，可以看到在自訂的預覽介面中多了一個可編輯 CSS的文字編輯區，而
且在編輯之後即刻會生效，如圖 5-3-5所示。

此處設定 CSS的內容會享有最高的優先權，它的設定值會蓋過大部分佈景主題的格式
設定（但是有些佈景主題還是會沒有作用），所以站長們都會在此設定一些一定要做

的全站設定工作，如圖 5-3-6所示，把所有標籤所使用的字型全部都換成「微軟正黑
體」，如此一來，若瀏覽你的網站之個人電腦中有這個字體，網站中所有呈現出來的文

字就會以此字體來顯示，以避免出現不好看的新細明體。設定之後請留意，右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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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 Chinese Conversion

外掛網址：https://wordpress.org/plugins/wp-chinese-conversion/
作者：Ono Oogami（https://oogami.name/）

	

圖 6-3-11  
外掛效果圖

簡介：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基本上網站的語言都會選擇正體中文，也就是俗稱的繁

體。但網路無國界，中國大陸的朋友一樣有機會透過搜尋引擎等方式來拜訪我們的網

站。這個外掛能將中文繁簡轉換，相較於使用 Javascript進行客戶端繁簡轉換，WP 
Chinese Conversion提供的轉換功能更為專業和可靠。而且還有許多特殊功能，如「網
絡」在台灣正體（zh-tw）裡會被轉換為「網路」、自動在轉換後版本頁面加上 noindex
的 meta標籤、避免搜尋引擎重複索引等等實用功能，提供大家更好的中文體驗。

注意：如果你有使用快取外掛（如 WP Super cache、Hyper Cache），上述的部分功能（識

別瀏覽器語言、使用 Cookie保存訪客語言偏好）可能會有相容性問題。

使用教學：

安裝完外掛後，進入「設定」的「Chinese Conversion」，這裡建議開啟的轉換語言選
項不用太多，本書的讀者應該都是台灣人，所以這邊建議選擇「台灣正體 （zh-tw）」和
「简体中文 （zh-hans）」就好，後面空白欄位可以輸入該語言自定義名稱，如果留空會
使用預設值（"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可單擊每個選項查看詳細說明，其他選
項如果不懂，採用預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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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社交網路精選

Simple Social Icons

外掛網址：https://wordpress.org/plugins/simple-social-icons/
作者：Nathan Rice（http://www.nathanrice.net/）等三人

	

圖 6-5-1  
外掛效果圖

簡介：Simple Social Icons 是一個極簡輕巧的社交網路按鈕外掛，可以對圖示的大
小、顏色、邊寬等等進行設定。目前支援以下社交網路服務：Bloglovin、Dribbble、
Email、Facebook、Flickr、Github、Google+、Instagram、LinkedIn、Pinterest、RSS、
StumbleUpon、Tumblr、Twitter、Vimeo、YouTube，而每個服務都提供極簡風圖示，
配上與佈景相搭的顏色，讓讀者能輕鬆透過各種社群系統來追蹤你的最新動態！

使用教學：

安裝完成後，這個外掛十分簡便，沒有額外的設定頁面，在「外觀」的「小工具」

中，會看到其中一個名為「Simple Social Icons」的小工具，把它拖移到右邊的小工具
區塊就能開始進行設定。筆者建議可以啟用「Open links in new window?」（在新的視
窗開啟連結），這樣讀者才不會為了看你的粉絲專頁而跳出你的網頁，其他像是大小或

標題等就請大家自行設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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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2WP integration tools

外掛網址：https://tw.wordpress.org/plugins/fb2wp-integration-tools/
作者：Chun（https://www.mxp.tw/contact/）

	

圖 6-5-19  
外掛效果圖

簡介：「FB2WP」WordPress外掛讓你可以更簡便的在WordPress加入臉書粉絲專頁的
私訊功能。

市面上已經有各種線上客服系統，如果是使用 Messenger當作線上客服系統，則臉書
已經有很完善的粉絲專頁管理工具，只要有顧客傳送訊息，粉絲專頁管理員的裝置就

會收到推播通知，可以即時回覆顧客。就算沒有即時回覆，顧客稍後還是會從電腦或

手機的 Facebook Messenger收到通知。另外，目前 Facebook Messenger還可以達到基
本的自動回覆功能，也就是這幾年很熱門的聊天機器人，絕對是維持讀者與你之間關

係的好用系統。

原本安裝與設定此類外掛還是需要有一點程式概念，不過現在透過台灣人 Chun開發的
FB2WP外掛，就可以輕鬆的在WordPress後台安裝與設定 Messenger系統。

使用教學：

後台搜尋 FB2WP即可安裝並啟用，完成之後進入 FB「工具箱設定」會看到如下畫面。
而我們現在有幾項重要的資訊需要設定，完成後就能正常使用功能，分別是：

 � 應用程式編號

 � 應用程式密鑰

 � 粉絲頁編號

 � 粉絲頁應用程式授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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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ze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優異：

 � 效能：Breeze除了能改進網站速度及主機資源最佳化外，還包含了檔案層級快取系
統、資料庫清理、最小化、支援 Varnish快取及簡化 CDN整合設定等功能。

 � 便利：在 WordPress 網站中，直接安裝及設定 Breeze 相當容易。設定 Breeze 相
當簡單，且按照預設值便能在多數的環境中運作良好。建議的設定應該能在所有

WordPress網站上無痕般的運作。

 � 簡單：Breeze的設計是要讓所有人都能輕鬆上手，僅需安裝並啟用這個外掛，便能
立刻體驗到絕佳的效果。

使用教學：

以控制台搜尋並安裝「Breeze」，啟用後為避免同時啟同類型外掛造成網頁負擔，請先
確認好自己已經停用其他快取外掛，再從左方側邊欄「設定」中的「Breeze」打開設
定。雖然說要打開設定，但其實當你啟用後基本上什麼都不做也已經很有效果了。在

Breeze設定裡的「基本選項」中找到「快取系統」、「Gzip壓縮」、「瀏覽器快取」三個
選項並勾選、啟用，就能實現最基本（但速度一樣很快）的快取功能。

至於要多久清除快取？我建議保留預設值 1440分鐘（一天）。如果你的網站更新頻率
較高，一天會有好幾篇文章，可以考慮將這個數值調低一些，最小化則不一定要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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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開啟 Breeze的最小化功能，那麼也可以到「進階選項」內將「合併檔案」
打開，這會讓網站內的 CSS和 JS檔案合併成單一檔案，但速度不一定較快，而且也可
能遭遇一些問題。若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有能力修復問題時，再考慮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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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ze還有內建資料庫最佳化（清理）功能，不過這個工具要謹慎使用，因為有可能
會讓你網站暫時停擺無法存取。若資料很多，建議你還是分批進行比較安全，使用前

也請記得備份資料庫。備份外掛可參考 6.6的外掛推薦，同功能的獨立外掛後面也會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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