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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一、清楚知道你為什麼要這篇文章（Mind Map） 
👉 換句話說：寫一篇部落格文章，你想達到甚麼目的？ 
 
對個人來說，一篇文章，可能是旅行遊記、網美食記，或是心得分享文。而對企業來說，一篇

文章可能是產品介紹、服務項目說明、企業創立沿革、新聞稿等等。

 
 

這些不同形式的部落格文章，有什麼目的？ 

通常，發表一篇文章，有兩個重要的目的： 

1. 「介紹一樣東西」 
2. 「傳達一個理念」 

 

介紹商品、服務 

舉幾個常見，但不同類型的網站當例子： 

● 旅行遊記 👉 推薦一條旅遊路線、介紹一個景點、分享一段旅遊經歷、 ... 
● 網美食記 👉 推薦一家餐廳的菜單、分享一個地區的口袋名單... 
● 企業網站 👉 紀錄一個大事件、介紹一個產品、發表一個獲獎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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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理念、價值 

再舉上述提過的網站種類當例子： 

● 旅行遊記 👉 某國自助旅行攻略大全、某某古城斷垣殘壁的歷史 
● 網美食記 👉 介紹一家餐廳的故事，例如：「是甚麼讓25歲的他轉行賣雞

排！」 
● 企業網站 👉 一個公司大事件的新聞稿、一頁公司創立理念和沿革 

▲如果要介紹一樣東西，那就想辦法，讓你的讀者知道它 為什麼值得 被推薦；如果要

傳遞一個理念，那就讓你的讀者知道，了解你的價值，能為他們帶來 哪些好處 。 

 

✏  把握一篇文章的篇幅，極大化訊息傳遞效益 

每一篇文章，只是幾個文字，卻能創造價值傳遞和銷售的機會。 

Ex.【個人網站｜部落格、IG帳號、YouTuber頻道 】 

👉分享《旅遊趣聞》 
→ 獲得肯定 → 瀏覽量增加 
→ 品牌形象建立 → 曝光度正向提升 
（→ 獲得廠商合作邀約的機會／→「增加廣告收入） 

Ex.【企業網站｜電商平台、官方臉書、形象網站】 
👉 介紹《素顏霜新品》 
→ 得到關注 → 瀏覽量增加 
→ 品牌形象建立 
→ 訂單轉換率提升 → 企業營收增加 

 

寫一篇好的部落格文章，不只可以 (1) 提升品牌形象，另有一個附加價值就是 (2) 賺取

收入、增加營收。 「了解你的產品特色和概念 → 用正確的方式 → 傳達給你的目標讀

者→ 達到理想的效果」，就是你為什麼要寫一篇部落格文章的原因。 

當你開始著手寫一篇文章時，你想好了目的是甚麼嗎？【請往下看▼寫作技巧二】 

鎖定目標族群，加以推廣，即是是一種品牌行銷的概念。 
部落格寫作新手，想看的品牌經營的基礎觀念，可以看 這篇文章； 
想要自我價值提升，可以參考學生也負擔的起的 行銷相關的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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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二、設定主題和關鍵字（Keyword Elaboration） 

👉 跟著文章目的，設定主題、關鍵字，然後圍繞主題，將內容發散。 

1. 鎖定部落格主題和文章關鍵字 

（圖像：文字圖像） 

常見的部落格主題，大家應該都看過： 

● 影視評論、咖啡沖泡、貓咪日常、兩性感情、流行穿搭 ... 

舉一個簡單的《案例分析》： 

如果有一個《咖啡大小事》的內容網站，準備發布一篇「如何DIY製作一杯健康的防

彈咖啡」的部落格文章，目標是吸引想要在家DIY自製防彈咖啡的人來閱讀，那麼它

鎖定的關鍵字，可能是： 

● 如何 DIY 防彈咖啡 
● 製作健康的防彈咖啡 

至於，你的文章重點，是想要告訴讀者「如何製作」呢？還是「健康的防彈咖啡」

呢？這就是你要鎖定的目標。 

本內容為《EZ Brand-Up 好甘丹》網站版權所有 
未經允許．請勿用於商業轉發．侵權責任必究 www.ezbrandup.com 



 

2. 利用副標題延伸內容、讓文章結構完整 

（圖像：概念式） 

以「如何 DIY 防彈咖啡」為例，你所延伸的文章內容，可以包含： 

● 如何準備DIY防彈咖啡所需的原料 

● 如何掌控咖啡沖泡的時間 

● 了解防彈咖啡基本製作流程 

● 製作DIY防彈咖啡 應注意事項 

● DIY防彈咖啡和市售即溶的差異 

▲ 像這樣，將延伸的內容圍繞在你的設定主體，就很好發揮，也不容易偏離主題了。 

 
本寶典內容，比本站文章《如何寫部落格？掌握這六個寫作重點技巧》的內容，有更

完整的案例介紹，和線上資源推薦。喜歡的話，歡迎將EZ Brand Up的文章，分享給

你有興趣的朋友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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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三、站在讀者的角度思考 （Target Audience） 

👉很重要！想要說服觀眾，先想辦法說服你自己 

以往，我自己寫文章常常犯的錯誤，就是一味埋頭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卻忽略了讀

者的感受。 

（圖像：人物情境式） 

站在讀者的角度思考，有三個面相，提供給大家參考： 

1. 讀者會願意花多少時間瀏覽你的文章 
2. 讀者為了找到你的文章，會輸入甚麼關鍵字 
3. 讀者找到你的文章之後，會不會想離開網站 

▲ 這是我自己的經營心得，你們如果有更好的想法或建議，可以寫信和我分享 
hey@ezbrandup.com。 
 

1. 讀者願意花多少時間 

如果你的部落格內容「很容易閱讀」（和本文第四個寫作技巧有關）、「內容資訊也

是讀者正在搜尋的」，那麼，他們停留在你網站的時間，就會增加；你寫的這篇部落

格文章，就更容易達到你的「目的」（流量、曝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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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讀者會使用什麼關鍵字搜尋 

這是我自己覺得最有趣的地方。「使用者，想的和你不一樣！」你更應該花點時間，

去了解一個文章主題的背景，以及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使用者，通常會用『哪些關鍵

字』，來搜尋這一類的文章。然後下一個「吸引讀者」的標題，來提高網頁曝光後的

點閱率。 

3. 會不會想離站 

離站的意思，是「讀者來你的網站，看完一篇文章就走了，甚至連一篇文章都沒讀完

，就離開」的意思。這個情況，常常發生在部落格的寫作新手身上。但是，只要你好

好應用這篇文章，教你的 六個寫作技巧，我相信讀者一定會願意花時間，在吸收你部

落格的資訊。 

什麼樣的內容通常比較受歡迎？（寶典限定內容*） 

● 能提供幫助 
● 正面能量的  
● 有神祕感的 
● 有數字的  

 

- 能提供幫助的文章內容 

換句話說，就是「能給讀者甚麼收穫」、「好處」，例如：攻略、懶人包、免費索取

，等等，讓讀者願意花時間，閱讀你的文章。 

- 正面能量的文章內容 

雖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在講歡樂的事，偶爾會有嚴肅、悲傷等等的黑色主題，但

是大部分地人，在看「正向」的東西時，會比較有興趣。像是「最棒的工作」、「理

想中的度假村」、「夢幻之旅」，等等。 

- 有神祕感的標題 

有神祕感的文章主題，可以引起讀者好奇，點進你的網站。像是「不可不知道」、

「一定要知道」、「究竟」，或者前陣子很紅的「____讓十三億人都驚呆了」這樣的

有神祕感的文字，都可以增加瀏覽的興趣。 

- 有數字的標題或描述句 

這可以讓讀者更輕易抓到文章重點，並引起注意。像是「台北10大人氣夜市」、「旅

遊東京必知的10件事」、「七個你可能不知道的飲食禁忌」，或者「部落格文章六個

關鍵寫作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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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四、編排容易閱讀的內容（Appearance） 

👉 運用一點同理心來製作、排版你的文章內容，可以使讀者好好閱讀你的部落格文

章。 

（圖像：概念式） 
 

人的視覺感官（寶典限定內容*） 

1. 人的大腦吸收資訊的效率，每次大約只有18秒鐘的記憶 
2. 人的閱讀能力，平均一個句子最多一次看16個國字 
3. 相同的內容，人腦在看圖片的時候吸收速度較快 

 
賈伯斯（Steve Jobs）也是文字與排版控，所以當你在使用蘋果產品的介面，像是

MAC或者iPhone的時候，是不是總會有種莫名的舒適感（質感）？因此，多花一點點

時間，替讀者著想，把你的部落格文章版面，整理的乾淨舒爽，可以讓你的讀者，對

你的品牌更有好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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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方法，可以讓版面更容易閱讀？ 

這裡有六個我經營網站的小心得： 

1
. 

使用適當的文字顏色和字體作視覺區隔 

2
. 

段落之間：可以保留一些空白 

3
. 

避免：使用過長、沒有邏輯的描述句 

4
. 

網站的文字、區塊之間：使用和諧的色彩（配色） 

5
. 

適當的使用表格或圖表：來呈現某些想法 

6
. 

使用圖像：作為文章內容輔助（見本文 技巧五） 

 

※ 想要編排「容易閱讀」的內容，還有很多很多可控制的因素。每個網站的風格不同

，因此，更應該因應不同網站風格、著墨在不同的排版技巧，而不只是死板的相信：

「用顏色作區隔就一定會讓排版比較好看」，或是「放越多圖片輔助越好」這樣的想

法。整體來說，排版與美感是「網站風格」、是「品牌認知」，掌握這幾個要點，必

能幫助你更快速上手。 
 

甚麼叫做和諧的配色？（寶典限定內容*） 

● 相似色系（暖色、冷色、藍綠黃、紅橘黃、咖啡橘土...） 
● 對比色系（紅綠、黑白、紫黃...） 
● 盡量不超過三個主色是比較好的 

 
配色沒有絕對，最重要還是要看你，個人喜歡網站呈現甚麼樣的風格。 
 

如何找到配色靈感？（寶典限定內容*） 
善用網路資源。 我也鼓勵大家，不用害怕到國外的網站找資源。（你是參考顏色怎麼配，不

是要學每個顏色叫甚麼名字，所以不用怕。） 
 

本內容為《EZ Brand-Up 好甘丹》網站版權所有 
未經允許．請勿用於商業轉發．侵權責任必究 www.ezbrandup.com 



 

我最近常看這篇文章：激發靈感的 50 套網頁配色方案（中文）； 
你也可以到 Google 搜尋：英文「Color Idea」、「Theme Color」、「Website Color Design
」...，找到一系列免費又好用的線上資源。 

  

本內容為《EZ Brand-Up 好甘丹》網站版權所有 
未經允許．請勿用於商業轉發．侵權責任必究 www.ezbrandup.com 

https://www.mydesy.com/web-page-2


 

技巧五、製作圖片輔助（Visualization） 

👉 相信這個客觀的事實：人類基本上是視覺的動物。 

（圖像：人物情境式） 

 

人腦處理圖像的速度，比處理文字的速度更快 

適當的使用圖像輔助，可以： 

● 讓讀者快速獲取這個文章段落的重點 
● 增加讀者在閱讀文章的印象 
● 比較不容易閱讀疲勞 

輔助圖片的幾個呈現方式 

1. 圖表式：用報表截圖、表格來呈現數據變化或概念 
2. 概念式：通常會用簡單的線條或色塊，傳達一個概念 
3. 情境式：常見有風景照、人物照，用來傳達一個情境或主角是誰 
4. 文字圖像：讓死板的標題變得比較生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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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輔助圖片的線上資源（寶典限定內容*） 

推薦兩個我最常用的免費資源： 

1. CANVA - All Your Design 
2. Pixabay - Stunning free images & royalty free stock 

 
1. CANVA：超級強大的排版模板設計和素材平台（寶典限定內容*） 
（網站： https://www.canva.com/） 

可以使用FB或Google帳號直接註冊，站內有超多很有質感的免費素材和模板，想要更專業的

圖片、精緻的元素，可以升級成付費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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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IXABAY：豐富、華麗的免費圖庫資源平台（寶典限定內容*） 
（網站：https://pixabay.com/） 

● 只要登入註冊資料，就可以下載不同尺寸，到非常高畫質的圖片素材原檔。原

則上是可無版權作商業使用，但你也可以著名出處，或是贊助這個網站。 

● 漂亮的圖片可以用來將抽象概念物化，或者作為豐富文章版面的素材。 

 

 
 
 

▲ 不同呈現方式的案例，可以參考本文使用的圖片。但不管是哪一種圖片輔助，簡

單、扼要，才是最重要的。 

本內容為《EZ Brand-Up 好甘丹》網站版權所有 
未經允許．請勿用於商業轉發．侵權責任必究 www.ezbrandup.com 

https://pixabay.com/


 

技巧六、給讀者一個文章結束的提醒（Closing） 
👉 大部分的部落格文章，都沒有結語的段落 

雖然沒有寫出結束段落，也不會真的影響搜尋引擎判斷你文章的價值，但我自己習慣

給讀者一個交代，告訴他們「這裡就是文章內容的尾端了」！ 

 

 
《結語段落》長什麼樣子？ 

結語段落可以是： 

1. 一段大約50~150字的結論（Conclusion）； 

2. 一個全文的重點重述（Recap）； 

3. 一個「宣告」或「動作」（Call）。 

 
▲ 簡單即可，不需要長篇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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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段大約100~150字的結論 

以「如何在家DIY製作防彈咖啡」這個標題文章發想，他的結語段落就有可能是： 

「以上，就是完整的防彈咖啡DIY教學步驟，備好材料、一步步做，想要喝的健康又

安心，自己在家也能做的到！如果有甚麼問題，歡迎和我們聯繫。」讀者看到這邊，

就知道文章結束了。 
 

2. 一個全文的重點重述 

（詳見本文的結語段落） 

 
 

3. 一個「呼告」的方式 

這是我自己最常用的方式。通常會說：「感謝閱讀！」並且希望大家，「如果在文章

中看到錯誤或疑問，一定要告訴我」，讓我修正之後，把更正確豐富的資訊，提供給

大家。 

當大家看到「感謝閱讀」或是「謝謝觀看」這樣的字眼，就知道文章內容到此結束。

整個過程，簡潔有力。辛苦編寫的文章，能有一個清楚的結束段落，圓圓滿滿，也可

以讓心情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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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找有效管道，把部落格文章分享出去（Go Viral） 
👉  辛苦寫完一篇文章，不就是為了要被看見嗎？ 

最後，多一個步驟，把文章分享出去吧。把文章貼出去的同時，可以再次「簡單敘

述」一下，文章內容有甚麼，以及文章對讀者能帶來甚麼好處，這樣就更能引起讀者

興趣，點開你的連結。 

（圖像：情境式） 

幾個可以把文章分享出去的有效管道： 

1. 相關論壇 
2. 臉書同好社團 
3. 自有的社群媒體平台 
4. 網路媒體投稿 
5. etc 

把文章分享出去的三個好處： 

1. 讓需要資訊的人，更容易找到你的文章 
2. 增加網站的外部連結， 有助於網站的權重提升 
3. 導入網站流量、達到你的文章撰寫目的 

本內容為《EZ Brand-Up 好甘丹》網站版權所有 
未經允許．請勿用於商業轉發．侵權責任必究 www.ezbrandup.com 



 

相關論壇 

像是 Mobile101、PTT、Dcard、背包客棧，這些都是很好讓文章，增加曝光率的平

台。但是要注意，通常直接嵌入文章，會造成讀者反感，所以可以先觀察網站生態，

了解其他人，是如何在「嵌入網站」的同時又能「獲得熱烈回響」的，在加以分享。 

臉書同好社團 

我認為這是效果最好的方式之一，因為是分享給一群與你有相同嗜好的讀者。以咖啡

世界來說，臉書社團有像是《挖寶二手咖啡器材交易平台》、《咖啡玩藝》；旅遊世

界有《泰國自助旅遊達人》、《登山健行自組隊》，等等。然而同樣的，有些社團會

「禁止」或「限制次數」發表個人的部落格文章，所以分享的同時，要遵守每個社團

的規定，才不會被制裁、踢出，造成個人權益損失哦。 

自有社群媒體 

臉書粉絲專頁、IG專頁、Twitter帳號、YouTube頻道等等，都是大家孰悉的自有媒體

管道。寫完一篇文章，也可以把文章連結貼到這些地方分享，增加曝光度。至於企業

，就有可能會放動態廣告、發表在Linkedin的頁面，等等。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和好朋友分享，只要你的部落格文章，內容有趣、有深度，即使是好友，也可能成為

回流讀者，其實一次兩次的簡單分享，都是在為你的部落格建立形象。 

網路媒體投稿 

當你的文章提供足夠的價值，網路媒體就有機會找上你，詢問是否有意願授權你的文

章，轉發到他們的平台上。這是一個很好的曝光機會，在同意授權的同時，千萬要留

意自己的《著作權》所受到保護，是不是你能夠接受的。 

通常，只要轉發的媒體，能在文章開頭標明原創作者是我，並附上連結，我就會答

應。等待被發掘的同時，你也可以主動投稿；找到相關主題的媒體平台，徵詢發布你

的作品。 

如何找到投稿媒體？到Google搜尋引擎搜尋：「🔎我要投稿」，就會有一些選擇。或

者，到你自己有訂閱關注的主題網站，看看他們有沒有投稿信箱，即可。向是《行銷

人》這個網站，就有投稿窗口。 

▲媒體投稿這一塊，我自己比較少做，提出來，給大家當作一個選擇參考。  

本內容為《EZ Brand-Up 好甘丹》網站版權所有 
未經允許．請勿用於商業轉發．侵權責任必究 www.ezbrandup.com 

https://www.marketersgo.com/
https://www.marketersgo.com/


 

結語：部落格寫作技巧的真相 

👉 想知道部落格寫作技巧，真相是甚麼嗎？ 

 

了解這些觀念和技巧，很容易，但是要實際操作、應用在寫文章時，還是需要花時間

練習及改進。一篇好文章，可以幫你達到各種目的（重述本文重點）： 

● 資訊分享：介紹一個產品、概念或心得 
● 品牌形象：提高網站知名度、刷存在感、 
● 售出產品：網站的廣告收入、合作邀約機會、產品訂單 

 

寫好一篇部落格文章的真相 

是：「不忘那顆分享的真心，把核心價值帶給讀者吧！」 

 
如果你覺得這個寶典有幫助，歡迎回到《EZ Brand-Up 品牌好甘丹》觀看 點此返回 
 

 

附件、《重點資源彙整》 

● 《Udemy》Wordpress 部落格課程：開始您自己的事業（中文） 

● 《Hahow 好學校》熱門的 行銷相關線上課程清單（中文） 

● 《JERRY》聯盟行銷大師班：學員專區 （中文） 

● 部落格網站．收益管道：聯盟網、通路王、原生廣告、部落客接案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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