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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價值 
免費 

趣味大於實質 

吸引人氣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經營價值 
免費 

趣味大於實質 

吸引人氣 

一個程式多種變化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BLOG經營管理 
探討WEB2.0 

從申請BLOG開始 

加入部落觀察 

善用Google Adsense 

活用BLOG小玩意(小工具) 

留言與推薦 

串聯與訂閱 

 

 

 

 

 

多少要有一點影音 

方便搜尋設計 

不用會員也可以討論 

內容需要引起話題 

善用社會事件討論 

 BLOG行銷 

案例分享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探討 WEB2.0 
 WEB2.0 這個新興的名詞，它並不是一種技術的標準，
而只是一個用來闡述技術轉變的術語 

最早是由O’Reilly Media創辦人暨執行長Tim O’Reilly

所提出 

 Web 2.0強調的精神是「用戶的參與、聯繫和共享」，
網路使用者人人都能透過web平台來互動，分享各種
資源。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探討 WEB2.0 
Web 2.0是集合大眾智慧的呈現， 

    透過集體互動，網友努力打造內容 

Web 2.0是一種網路服務的雙向互動概念， 

    精神在於使用者的參與。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WEB 1.0 與 WEB 2.0 

 Web 1.0的網站內容，是由網路內容提供者(ICP)所
提供，使用者只能下載、閱讀 

 Web 2.0的網站內容，則是由網路的使用者來提供
內容(content)，網路業者只提供一個分享的平台
(platform)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性質 

1.出發點 

2.知識角度 

3.內容産生者角度 

4.交互性 

5.技術上 

WEB1.0與WEB2.0的差異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WEB1.0與WEB2.0的差異  

WEB1.0 WEB2.0 

個人網站 布落格 

網頁瀏灠數 點閱數 

大英百科 維基百科 

域名投機 搜索引擎 

螢幕擷取 網路服務 

發佈 引用 

目錄分類 標籤分類 

個人文章 共享文章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WEB 2.0 的特色 

   即時通信軟體和服務  

 CBOX，MSN Messenger，Skype。    

   用於發佈個人信息的平台 

 部落格（Blog）、個人空間（如MSN Space）等。 

  社交網路服務 

      Friendster、Linkedin、 openBC等。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www.cbox.ws/
http://www.google.com.tw/
http://www.google.com.tw/
http://www.google.com.tw/
http://www.google.com.tw/
http://www.google.com.tw/
http://www.friendster.com/?lang=zh-TW
http://www.friendster.com/?lang=zh-TW


WEB 2.0 的特色 

     平台 

 世界各地用戶同時編輯的Wiki(維基百科全書)等。     

  具有 Tag (標籤)功能 

 在某些軟體工程師群體中極其流行。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Web 2.0的服務 

Google AdSense  
是一個快速簡便的方法，可以讓各種規模的網站出版
者為他們的網站展示與網站內容相關的Google 廣告
並獲取收入。 

Flickr 
使用者除了可透過Tags分享照片，Flickr?也提供連絡
人機制（Contacts?），使用者可看到對方最新的照片，
以及快速瀏覽該連絡人的公開相片。 

BitTorrent 
BitTorrent協議（簡稱BT、BT下載）是一個網路文件
傳輸協議，它能夠實現點對點文件分享的技術。比起
其他點對點的協議，它更有多點對多點的特性。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s://www.google.com/adsense/login/zh_TW/
http://www.flickr.com/groups/tw/
http://www.bittorrent.com/


Web 2.0的服務 

Napster 
是一種線上音樂服務，最初由Shawn Fanning創建的
檔案分享服務。Napster是第一個被廣泛應用的點對
點（Peer-to-Peer，P2P）音樂共享服務。 

Wikipedia 
自由的百科全書，可以由用戶編輯。 

Blogging 
Weblog指的是以網頁作為呈現媒介的個人日記，也
有人把它稱做網頁型態的日記。1999年Peter 

Merholz開始把將weblog唸成We Blog，因而有了
Blog這個說法。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free.napster.com/
http://blog.yam.com/


Web 2.0 的共同點 
 吸引了大量的商機和投資。 

 入口網站紛紛投入Web2.0概念服務。 

 PChome Online宣布更名為「Portal2.0」 。 

 Yahoo！奇摩也將陸續推出Web2.0精神的產品。 

 蕃薯藤則以Web 2.0為核心的地圖服務為主要計畫。 

 智邦生活館陸續推出 Web 2.0 服務。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WEB 2.0的技術 
 RSS 引用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從網路經驗到隨處經驗，
不需重複造訪網站，在某網站下載一個RSS瀏覽器，
該網站的更新內容都會更新到自己的電腦上  

  AJAX 互動技術 

 創造互動網頁的開發技術，讓訊息、影片各式網路檔
案類型能在大部分的瀏覽器被瀏覽。使用者介面極簡
化進行分享與互動。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WEB 2.0的技術 
 Data 內容 

 以使用者資料為內容，網站提供服務重於設計。 

 Permalinks 連結 

 對應個人網貼的永久網址，讓人可以輕易的搜尋到你
的網貼。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為什麼使用RSS 
 RSS讓網站能夠製造內容摘要，並讓用戶以不同的方
式瀏覽這些摘要。 

如果沒有RSS，你可能需要每天去登入某個網站（如
妹咕老師、PCHOME）去瀏覽已更新的資訊，這可能
是一件非常浪費時間的事情。 

 



RSS 
• RSS是一種用於共享新聞和Web內容的資訊交換規範 

• 起源於網景通訊公司的推"Push"技術 

• 為網友訂閱的內容傳送的通訊協同格式。 

• 使用 RSS 訂閱後，RSS Reader 會定時讀取最新訊息，
讓網友取得資訊更為即時與易讀。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解釋RSS 
•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 2.0）  

• 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Site 

Summary（RSS 0.91, RSS 1.0）  

• Rich Site Summary （RSS 0.9 and 1.0）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zh.wikipedia.org/wiki/RDF


WEB 2.0網路運作 

使用

者 

影片

分享 

社群

討論 

部落

分享 

相片

分享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 

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無名小站 

• 創始於1999年(網路泡沬之時)交大學生 

• 從學術網路到商業廣告引起外界質疑 

TechCrunch 

• 創辦人Michael Arrington原本從事金融投資 

• 每天提供3-4篇web2.0相關文章分享 

HeyMath 

• 數學教學交流網站。 

• 網站數學教學資料以新加坡與印尼10歲+程度為主。 

WEB 2.0 案例分享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www.wretch.cc/


Digg.com 

• 2005年1月，兩位創辦人因為想和朋友分享自拍影片開始研

發軟體。 

• 整個網站的運作模式，圍繞在挖掘和喜歡 

Flickr 

• Flickr原是線上遊戲公司，以獨特特色靠使用者的口耳相傳，

迅速成為Web 2.0的經典服務之一。 

• 2005年3月Flickr的商業價值被Yahoo看上 

YouTube 

• 免費瀏覽與上傳約30秒-10分鐘的短片。 

• 支援100MB內.avi / .mov / .mpg檔案類型。   

• 群眾分類→使用者為影片標籤與分類便於搜尋 

WEB 2.0 案例分享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tw.youtube.com/


從申請開始 
認識BLOG 

開始申請 

維護BLOG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BLOG 演變 
1997年   由Jorn Barger提出  

1998年，作家Jesse J. Garrett  

1999年   發揚光大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BLOG名稱 
英文  WEB log 

中文  網路日誌 

            部落格 

            部落閣 

            博客等名稱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BLOG的優點 
個性化的網站設計  

臭味相投的發展  

介面簡單易學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BLOG的缺點  
內容重複性高  

搜尋資料不易  

沒有內容的管制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Blog網站  
名稱 網址 

新浪部落格 blog.sina.com.tw 

樂多日誌 Blog.yam.com 

無名小站 www.wretch.cc 

MSN Space Spaces.msn.com 

藍色小鋪 blog.blueshop.com.tw 

奇摩布洛格 Tw.blog.yahoo.com 

GOOGLE WWW.GOOGLE.COM.TW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BLOG申請 
進入Blogger(網址 https://www.blogger.com/home) 



台灣最近熱門部落格 
 http://www.pig.tw/CwP/P/P15695.html 



2014影響力部落格 
 http://2014golddot.events.pixnet.net/award.php 



活用部落格上的小玩意兒 
大部份的部落格小玩意兒都是由下列程式所組成 

 認識HTML 

 認識CSS 

 認識JAVA SCRIPT 

實際案例 

 時間製作 

 跑馬燈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活用部落格上的小玩意兒 
現成的部落格小玩意兒 

 計數器 : http://www.histats.com/ 

 網站價值 : http://www.business-

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

worth/ 

 最新文章回應 : 

http://alexsi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_28.html 

 縮短文章 : 

http://cjhtech.blogspot.com/2007/09/blogger-2x.html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www.histats.com/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www.business-opportunities.biz/projects/how-much-is-your-blog-worth/
http://alexsi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_28.html
http://alexsi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_28.html
http://alexsi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_28.html
http://cjhtech.blogspot.com/2007/09/blogger-2x.html
http://cjhtech.blogspot.com/2007/09/blogger-2x.html
http://cjhtech.blogspot.com/2007/09/blogger-2x.html


活用部落格上的小玩意兒 
現成的部落格小玩意兒 

 日曆 : www.jp.sonystyle.com/Style-

a/Special/T/Blogparts 

 誰來看我 : http://www.myicon.com.tw/ 

 FEEDS(RSS): http://feeds.feedburner.com/ 

 日本小玩意: http://blog-apart.com/index.html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www.jp.sonystyle.com/Style-a/Special/T/Blogparts
http://www.jp.sonystyle.com/Style-a/Special/T/Blogparts
http://www.jp.sonystyle.com/Style-a/Special/T/Blogparts
http://www.myicon.com.tw/
http://feeds.feedburner.com/
http://blog-apart.com/index.html
http://blog-apart.com/index.html
http://blog-apart.com/index.html


留言與推薦運用 
留言的設計 

 CBOX : http://www.cbox.ws/ 

 線上MSN 

推薦 

 黑米力 : http://www.hemidemi.com/home 

 推推王 : http://funp.com/push/ 

 推薦我的部落 : 

http://forums1.chinatimes.com/ctblog/recommend.htm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funp.com/push/
http://forums1.chinatimes.com/ctblog/recommend.htm


串聯與訂閱 
串聯 

 查詢連結 : http://s.technorati.com/ 

 啪啦報報 : http://www.palacan.com/ 

訂閱 

 EMAIL訂閱 : http://www.feedburner.com/fb/a/home 

 RSS訂閱 : GOOGLE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s.technorati.com/
http://www.pala88.com/


Bloglines.com-自動收集blog的rss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www.bloglines.com/


Feeds-所有的blog_rss 

新增 : 加入新 blog_rss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網路書籤-新增現有 “我的最愛”到黑米 

1.將電腦中所收集的書籤(我的最愛) 匯出  

2.申請黑米共享書籤帳號  

3.在黑米共享書籤工具IE 匯入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多少要一點影音 
影音BLOG 

 先學會使用WEBCAME 

 學會會聲會影 , 或者MOVIEMAKER 或者威力導演 

音樂BLOG 

 GOLDWAVE 

 MIDISOFT STUDIO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影音訊息 
 YouTube : http://tw.youtube.com/ 

 I‘m Vlog : http://www.im.tv/vlog/  

 Yahoo！奇摩影片 : http://tw.video.yahoo.com/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方便搜尋的設計 
站內搜尋 : http://alexsir.blogspot.com/2007/11/blog-

post_6466.html 

同時搜尋 : http://twingine.no/ 

關鍵字搜尋 : http://sitetag.us/ 

熱門搜尋 : http://cook.urs.tw/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twingine.no/
http://sitetag.us/
http://cook.urs.tw/


內容需要引起話題 
經營BLOG真的不容易 , 目前網路上的BLOG類型相當
多 , 新網友們的加入 , 造成知識爆炸 , 幾乎到任何一個
BLOG都可以得到網友們的需求 

因此 一個出色的BLOG不是靠版型取勝 , 而是仰賴
BLOG內容取勝 

李東昇的世界公民運動 :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


內容需要引起話題 
什麼樣的話題容易引起網友討論搜尋 

 王建民 [ 體育 ] 

 楊琮瑋[ 歌星 ] 

 色戒 [ 影視 ] 

 恐龍卡 [ 兒童 ] 

 特支費 [ 政治 ] 

 藍眼觀注 [ BLOG]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善用社會 事件討論 
對社會有一種同理心的BLOG , 也比較容易受到歡迎 , 

常見到一些BLOG會討論目前新聞事件,以強化吸引人
氣的作法 

例如 : 近期的事件 

 亞力山大 

 東森購物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多利用入口網站 建立關鍵字 
搜尋引擎漫遊器(robots)前三名 

 yahoo、MSN、Google 

入口網站關鍵字 

 HTTP://TW.YAHOO.COM 

 HTTP://WWW.GOOGLE.COM 

 HTTP://WWW.MSN.COM 

 http://portal.tw/ 

標籤 : http://sitetag.us/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http://tw.yahoo.com/
http://www.google.com/
http://www.msn.com/
http://portal.tw/
http://sitetag.us/


Blog行銷 
 1多運用部落格媒體 , 創造「黏度」勝過「熱度」（例
如「工頭堅部落」） 

 2. 請熟悉部落格技術、以及內容運作方式 

 3. 部落格行銷需要時間醞釀、口耳相傳 

 4. 符合需求的部落格媒體內容最好 

 5. 部落格行銷請勿以舊式網路行銷（如垃圾信） 

 6. 部落格因有適當的規劃、預算、製作。 

 

訓練全方位，服務更加倍；策略培力守當先，職能提升更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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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米樂 : 

http://www.wretch.cc/blog/haomei&category_id=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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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BLOG行銷 
王建民 :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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