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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完成後，可直接進入部落格，只要稍微調整一下設計與及功能，日後的更

新會變得更簡單，所以接下來要介紹一些基本設定。

設定部落格的文案與使用者名稱1

調整部落格預設的網站描述。

若是使用預設值，WordPress的投稿者名稱會是登入 ID，但這會有安全性的疑

慮，所以建議先變更預設值。

暱稱若使用 Twitter或 YouTube的名稱，就能一眼看出這個部落格的主人是誰。

03 調整部落格的版面設計

STEP 1  設定部落格的標語
➋     搜尋部落格的時候，通常會顯
示這裡的內容，所以請在這裡

輸入介紹部落格的標語，內容

在一百字左右即可。

➊       點選「設定」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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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部落格教室﹞了解部落格與廣告收入的流程

➋       文章的URL通常會是標題文字（通常是中文），所以可變更為英文
字母或數字，再點選「儲存」。如果不把中文換掉，在分享文章之 
際，中文字會被換成英文字母或數字，URL也會變得非常長。

STEP 2  新增文章，設定固定網址

建議與網域一樣，輸入

一眼就能看出文章內容

的字串喲。

➊       假設剛剛選擇的是「文章名稱」，
可在新增文章的畫面點選「編輯」

按鈕，設定URL（固定網址）

碁峰-JOY-ACV039700.indb   32碁峰-JOY-ACV039700.indb   32 2019/11/27   下午 04:04:012019/11/27   下午 04:04:01



<變數 3>‧<變數 4>

36

第二課 ﹝部落格教室﹞了解部落格與廣告收入的流程

利用優質的免費佈景主題打造部落格5

WordPress 已提供許多開發人員、設計師製作的佈景主題，只要增加佈景主 

題，就能變更為理想的版面設計。

WordPress 的佈景主題多如繁星，筆者要從中挑幾個喜歡的介紹。首先要介

紹的是可免費使用的佈景主題，雖然很簡單，但功能很多，請大家務必下載 

試用。

光是變更設計，部落格就會煥然

一新，請大家多多嘗試不同的佈

景主題喲！
接下來，將分別介紹三種

很棒的佈景主題。

STEP 1  新增佈景主題

➋       點選上方的「安裝佈景主題」，
就能搜尋WordPress社群的
佈景主題，也可下載外部網站

提供的佈景主題。

➊        點選「外觀」的「佈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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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部落格教室﹞了解部落格與廣告收入的流程

活用擅長的領域2

「想於部落格獲得一定的成效，關鍵因素是『持之以恆』」，由於每個人都過著

不同的人生，所以起跑的速度當然也不同。但是「持之以恆」與起跑速度不一樣，

只持續更新部落格一個月的人，與持續更新三個月的人一定會獲得完全不同的

結果，持續半年、一年、兩年的人，也會完全拉開差距。部落格是一種不斷累

積文章，藉此累積流量的機制，所以「累積文章越多，效果就越明顯」。

在撰寫部落格之前，請大家先確認下面黑板上的三個項目。即使你是個部落格

新手，只要是想長久經營部落格，都應該先確認這三個重點。

這三項都有「寫出」這個字眼，但真正的重點在於「將腦海裡的單字或詞彙輸

出腦外」，而用於輸出的工具可以是筆記本這類實體的東西，也可以是數位的工

具，例如電腦的文字檔或是智慧型手機的備忘錄 APP，當然也可以利用錄音筆

錄下每個單字，總之就是把想到的事情全部寫出來。

1

2

3

要持續經營部落格， 要持續經營部落格， 

寫出自己喜歡（擅長）的事

回顧過去的經驗，寫出自己會的事情

寫出極度有興趣、很想學習的事情

就該先確認的三個重點就該先確認的三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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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部落格教室﹞了解部落格與廣告收入的流程

➍ 不褪流行的關鍵字

也有在任何時期都能增加流量的關鍵字，尤其像是親身體驗的遊記或是知識

型、技術型的資訊更是能穩定吸引流量，舉例來說，「Excel 的使用方法」、 

「iPhone的使用方法」就是屬於不褪流行的資訊。

只是利用這類關鍵字吸引流量的對手也非常多，所以能否創造密度更高、內容

更細膩的資訊或是親身體驗的經歷也相對重要。

接著要介紹的是「 B  銷售高單價的產
品」，請大家看看下一頁黑板上的三個種

類，這些都是能創造莫大利益的項目。

「這些類型的共通點都是能為企業帶來高收益的顧客（單一顧客的交易量能為

企業帶來的總收益）的行業」。企業為了觸及能長期能為企業帶來利益的顧客，

所以才會打廣告，而期望收益越高，攬客的初期投資金額也相對增加，所以收

益也會跟著成長。

如果你的專長剛好屬於顧客終身價值較高的業界，那真的是絕佳的機會，例如

你擁有代書的資格，或曾在不動產業界服務，或許就可以創立一個「以合理價

格買賣房屋」的部落格；如果你的英文不錯，就可以創立一個「解說英文學習

法的部落格」，如果英文不夠好，卻有「絕對要學會怎麼說英文」的決心，就能

創立一個「學習日記或英語教材體驗日記」的部落格。如果讀者覺得你想跟他

一起努力，讀者就會對你的所作所為產生共鳴，也會想要支持你，此時你不一

定要扮演老師的角色，而是扮演分享資訊的前輩。

先試著根據自己的

專長選擇關鍵字再

集中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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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行銷型廣告的使用方法非常多元，有些人甚至能藉此維持生活，或是轉型

成企業經營，有些上班族也藉著這種副業賺點零用錢。有些主婦則是一邊做家

事，一邊在部落格撰寫商品的使用心得，藉此賺取收入。有些人則是因為生病

或是其他理由而無法外出工作，所以在家裡經營部落格，藉此得到收入。

除了自營戶，有些法人也會使用聯盟行銷系統。例如「永久不滅 .com」這類點

數交換網站就使用了聯盟廣告機制。「價格 .com」這類比價網站介紹的商品也

會使用聯盟廣告。

只要按部就班使用，任何人都可使用這種滲透社會的聯盟廣告。個人使用聯盟

廣告介紹商品「服務」的最大優點就是能藉由提供資訊這點賺錢，只要發布自

己的知識或經驗，就有可能從中獲利。

●  使用聯盟服務供應商（ASP)的聯盟機制

￥

部落客
信賴、興趣

資訊提供

讀者

貨款

商品

廣告主（EC）

ASP
系統使用費

計劃仲介

經營建議

註冊

提供計劃

支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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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撰寫文章、

累積文章固然重

要，但是如果能

嵌入影片，部落

格的風格將為之

改變喲！

 

YouTube Room  

挑戰 YouTube吧！

第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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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可呈現商品近在眼前的感覺2

我們是透過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這五感記住事物，而部落格的內容

是文章，所以是訴諸視覺的內容，但「影片是能訴諸視覺與聽覺的內容」，所以

大多數的時候「可透過影片彌補文章無法呈現的部分」。

文章當然也能以「宛如在耳畔輕語似的」刺激視覺、聽覺或其他五感的寫法，

讓讀者進入想像的世界。

但能直接訴諸視覺與聽覺的影片當然能傳遞更多元素，之前無法以文章呈現的

內容，也能利用影片具體呈現。

「不用長篇大論，一看就懂這點，是影片最大的魅力」。

「百聞不如一見」，先看

再說，能更直接地訴求

重點。

誰都能主持電視購物3

學會影片的製作方法後，就能以更豐富的視覺效果呈現過去只用文章呈現的內

容，這有種「從發傳單升級成電視購物」的感覺，而你彷彿成為電視購物節目

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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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YouTube Room﹞挑戰 YouTube吧！

當你正在 YouTube觀賞影片時，YouTube會把「相關影片」列在右側，也會在

影片播放結束後，自動播放這類相關影片。若能讓自己的影片被 YouTube列為

相關影片，那麼你的影片就能被更多人看見。

● 打造多個部落格與網站的入口

YouTube

傳單、小手冊

Instagram

名片

網路廣告文字搜尋

LINE

Twitter

Facebook

大眾媒體（報紙、
雜誌、TV）

部落格 
網站

重點在於增加「頻道」的訂閱者3

YouTube將影片視為互動的契機，而所謂的互動來自「訂閱 YouTube頻道」。

單是這樣的說明或許不是那麼容易理解，讓我們引用部落格一併說明。部落格

是以一篇篇文章貼成的網站，如果讀者訂閱這個網站，或將這個網站放入我的

最愛，這個部落格就能與讀者產生互動，同理可證，YouTube也是一樣，「累積

如同部落格文章的影片，就能讓 YouTube頻道擁有如同部落格網站的功能」，

讓觀眾訂閱 YouTube頻道，就能與觀眾產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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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YouTube Room﹞挑戰 YouTube吧！

不過，影片其實還有更多的可能性。例如，實際觸摸坐墊的畫面能讓觀眾更了

解坐墊的柔軟度，或是吃得滿臉笑容的畫面也能傳遞食物的美味。張大鼻孔吸

氣的畫面，能讓觀眾覺得這東西一定很好聞。「影片除了視覺與聽覺之外，還能

激發觀眾的想像力」，傳達嗅覺、味覺、觸覺的感受。

本書除了介紹影片的製作之外，也會介紹電

影或電視常用的影像心理學，讓大家更有效

率地使用影像心理學。

「若能在撰寫部落格文章的時候，順便應用

刺激五感的影片，就能讓你的部落格勝過其

他的部落格或是聯盟行銷廣告」。

將平凡無奇的情緒或表情製作成影片
將平凡無奇的情緒或表情製作成影片

● 好吃的話，就露出笑容

● 痛苦的話，臉就揪成一團

● 這些平凡無奇的表情都可成為傳遞資訊的影片

刺激想像力的影片

能讓觀眾產生身歷

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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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觀眾訂閱頻道6

一如經營部落格會邀請讀者追蹤，經營 YouTube後若能增加固定的觀眾，資

訊的傳遞將更為方便，所以經營 YouTube時，該重視的不是影片，還是在於

YouTube頻道本身。

「重點在於建立影片結束時，引導觀眾進入下一個步驟」。換言之，是將觀眾從

影片引導至部落格，進一步購買介紹的商品或服務。

能建立如此循環的正是 YouTube頻道，所以 YouTube頻道本身比影片更加重 

要。

※ 圖中可看出 YouTube頻道帶動了這個循環。

● YouTube頻道循環圖

YouTube Channel

Ｂakery

Shop Site 2

❶ Production Stage ❷ Promotion Stage ❸ Marketing Stage

商品開箱影片

使用心得影片

講座影片

YouTube 頻道

訂閱頻道

． Google Adwords 的廣告也

可利用

． YouTube Analytics 進行數

據分析

YouTube 郵件／
顯示畫面

使用者

商店、學校的
實體門市

． 網站／ 
登入頁面

． 部落格

． Buzz（口碑）

． SNS 病毒式行銷

． 展開提高知名度的行銷，

藉此讓影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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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部落格實習室﹞撰寫文章，打造人氣部落格

從日常生活收集資訊1

不管是誰，只要每天寫文章，就一定有江郎才盡的時候。以我的經驗而言，差

不多寫 30∼ 50篇文章，點子就會用完。

正在閱讀本書的您，之前不太可能每天寫文章，所以沒有靈感寫

不出東西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只是部落格通常得經營半年甚至

是一年，才能得到比較明顯的成果。

所以就算點子會用完，也要學習產生新點子的思維與手法。

說是手法，其實背後的思維非常單純。

那就是如果沒有東西可以輸出，只需要輸入新東西就好。

閱讀、旅行、參加讀書會，什麼都可以，去一些當紅的餐廳吃午餐也能吸收到

非常棒的新資訊。

之後只需要「收集資訊 +研究，再將得到的經驗與知識寫成文章即可」。

「研究」2

從部落格的觀點來看，研究（Research）指的是「調查讀者（或潛在讀者）需

要哪些資訊的行為」。

01 平常就要累積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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