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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作者 

貴設計老闆陳艾文，從 25 歲就開始寫軟體、架網站，至今已 18 個年頭。過去曾在 104 人銀

力行、裕融、IBM 擔任軟體工程師，最後在菲律賓擔任 IT 主管。於 2015 年回台陸續建置”  

簡單創、貴設計、熱搜情報網”，其中簡單創網站參加政府開放式資料比賽陸續拿得獎金近 150

萬，而簡單創、貴設計、熱搜情報網目前也都雙雙營利。目前則專營 Wordpress 網站架設、

搜尋引擎優化、簡單創。 

    

 

 

  

https://web-design.vip/
https://ezstartup.cc/
https://web-design.vip/
https://hot-sho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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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需要官網嗎？ 

為何要架設官網呢？網站架設好難，要如何自架官網呢？自己架設網站要錢嗎？以上的

問題是企業家都思考過的問題，這也代表許多企業家都膠著在是不是該架設官網。關於

這個問題，在此先詢問你知道全球有多少人在用網路嗎？全球有多少個網站嗎？依據

InternetLiveStats 網際網路線上資料統計網，全球已經有高達 50 億的網路使用者，近

11 億個的網站（見下圖）。 

（資料來源：InternetLiveStats） 

 

所以企業沒有網站，企業將與全球 50 億個使用者擦身而過，企業沒有網站，企業跟本無法在

網際網路的時代下發展，更遑論有意走網路行銷，透過網路做生意。所以你說企業的官方網站

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再論，其實每天都有十億、百億次的 Google 搜尋？下圖是於某日晚間近 8：30 時，就已經產

生近 71 億次的 Google 搜尋，這些搜尋背後的使用者都在透過”網路尋找答案”。例

如 ”2021 台北市牛肉麵推薦”、 ”最新防疫規定”之類，所以沒有官網自然就無法被

Google 搜尋引擎推薦。所以企業官網重不重要呢？ 

https://www.internetlivesta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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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 https://w.internetlivestats.com/oogle-search-statistics/ 

眾合以上二點，想當然而官方網站的重要性自然不在話下，但有許多企業主說，我有了粉絲專

頁、Youtube、IG，我為什麼還需要網站嗎？其實是的，很多企業主都會諮詢時提出的問題，

也有不少店家、企業選擇不架設官網，只經營 Facebook 的粉絲頁，「台灣人愛滑手機，使用

臉書的比例偏高，為何不直接開一個粉絲專頁不是更有效？」。 

 

1.1 架設官網的好處？ 

現在是什麼年代了，那一個企業沒有網站呢?即使分不清楚網站的重要性，至少也會建立

一個 FB 粉絲團吧！所以不管是個人、企業對於藉由成立網站、粉絲團、IG 或者是 YT 進

而接觸到廣大的網路使用者的觀念是存在的。但不管透過何種渠道接觸到廣大的用戶，官

方網站仍是最推薦的方式，因為哪家大品牌只有 FB 粉絲團、YT 的呢？所以請參考以下架

設官網的優點： 

◼ 官方網站是公信力的代表 

官方網站是企業的代言人，品牌的發言人，因此企業大小事都以官網發佈的公告

為主。而公司行銷活動、員工名片也都是以官方網站的網址為主，而非社群平台

為優先。如此都是代表大眾賦予官網公信力、權威的重要指標。 

https://w.internetlivestats.com/oogle-search-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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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傳達是一種企業形象 

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官網，能呈現專業品牌形象外，也在訴說這間公司擁有真

正的企圖和承諾的表現。 

◼ 官方網站提供是一種信賴感 

上面有提到，官網能帶來公信力，想像一下，如果您要找一家沒合作過的廠商合

作，如果 A 廠商有一個官網，專業、有完整資訊，B 廠商剛好沒網站，只有一些

資訊在社群媒體上，您會覺得哪一家比較有信賴呢？ 

◼ 官方網站可聚集你的行銷歷程 

官網價值之一，就是官網的網域，網域=你的價值，網域可以代表企業的價值，不

附屬在別人的平台之下，對搜尋引擎來說具有累積性。無論你怎麼更改網站內容，

都會記載在網路上，讓你的行銷不至於間斷。 

◼ 官方網站可永保內容 

日已累績的文章、內容、瀏覽人數等，瀏覽著可以很容易找到他們想看的內容，

透過內容行銷＆搜尋引擎優化（SEO）行銷的概念，可以創造出疊加行銷能量。

Facebook 精心設計的素材、菜單、心得、文章等，經過一段時日，就會被新的貼

文不斷往下壓，石沈大海找不到了！ 

◼  官方網站比 FB、IG、Youtube 是更能永續經營的通路 

現在 Facebook（已更名叫 Meta）的前景看好，但誰能保證它永遠不會消失？哪

天 Facebook 不玩了或是哪天出現更酷更炫的網站使用者紛紛跳槽？到時再多的

粉絲和討論全部歸零。 

◼  網站代表企業的專業 

有官網的企業與沒有官網的企業，選擇合作廠商、外包或購買產品。你會優先選

擇那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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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 FB 粉絲團，還需要官網嗎？ 

這是一個好問題，有許多企業主同樣都會有的疑問，既然可以免費使用 Facebook，為什

麼架設官網？很簡單的問題，你看過哪一個大品牌只有成立 FB 粉絲團沒有建置官方網站

的呢？所以會架設官網一定有其道理存在。或許您可以參考如下： 

 官網 FB 粉絲團 

公信力 高 低 

權威性 高 低 

搜尋結果順序 優先 較後面 

SEO 操作 容易 難 

資訊留存 永久 逐漸消失 

資訊傳達速度 慢 快 

粉絲互動 低 高 

        

 

1.3 套版網站與客製化網站的差異 

網站架設費用會有很大的落差除了在網站架設軟體， 另一個原因就是在於套版網站 or

客製化網站，這二者的特色賣點其實是不同的。 客製化網站與套版網站的差異性，一

個是賣彈性靈活、賣客製。另一個是賣快速方便、便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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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版網站 客製化網站 

製作費用 低 高 

開發時間 迅速 冗長 

需求彈性 受限於版型 高度靈活 

功能擴充 安裝外掛 付費開發 

前台版型 容易撞衫 獨樹一幟 

後台系統 有 無 

網站優化 難 易 

SEO 中 優秀 

 

何謂"半"客製化網站?是指在現有的套版版型架構准許下，透過寫程式（CSS、

Javascript），調整版型的細節，例如網站元素之間的留白（padding）、邊界（margin）、

甚至簡單的程式撰寫。所以最重要的第一步，您挑選版型風格，第二步網頁設計公司會

針對部分功能客製，擁有了共識後可以減少視覺設計製作時間，讓您能很快擁有一個網

站。 

套版最常採用 Wordpress 架設網站，Wordpress 是全世界都在用的網站架設系統，比

較容易上手，可以自行做調整網頁，除了 Google 上可以找到很多教學外，現在也很多

人都會 Wordpress，很容易找到維護人員，採用 Wordpress 比一般套版網站更彈性，

它們提供很多套件可以使用。此外也可以透過增加 CSS、JavaScript的方式做半客製化

網站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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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站類型有哪些？ 

企業決心架設官網，第一點首要清楚哪些類型的網站適合企業，才不會花大錢，打錯目標。一

般網站主要類型為如下： 

2.1 形象（品牌）網站 

企業絕大部份都是屬於該類型，官網可提供公司介紹、服務介紹、產品列表、常見問題、

聯絡我們、交通資訊、最新消息、部落格、媒體報導、價格方案、產品訂購、合作提案、

FB 粉絲團、經銷據點、活動專區等訊息。 

 

 

2.2 電商購物網站 

適用於網路上銷售產品的企業，諸如保養品、手機配件、家家電、文創商品。電商網站的

特色就是首頁一進入便是大大的新商品折扣、活動節慶優惠的推廣輪播，首頁下方則是熱

銷商品、最新產品，接著商品類別的介紹。雖是以購物平台為主軸，但網站導覽列仍是會

有聯絡我們、最新消息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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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形象+購物網站 

形象+購物網站結合了上述二點，在首頁的呈現會以公司形象官網為主軸，介紹公司優勢、

解決方案、公司理念之類。接著帶一些最新、熱銷商品在首頁並導流量至某個商品類別的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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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媒體網站、部落格（Blog） 

媒體網站、部落格其實很類似，整個網站都是以文章為主軸，一進入官網就是滿滿的文章，

跟文章分類。經營這類型的網站會很累人，因為你要產出很多文章、精美的圖片。若團隊

不擅於產生這方面的內容，實在不適合經營這類型網站。而這二個怎麼區分呢？ 通常首

頁比較多精美的圖片、文章分類、生動活潑的風格，這類型我們就會叫做媒體 OR 雜誌之

類的風格，而部落格的風格你應該可以了解，就是相對的簡單，但也會少了許多討人厭的

廣告、業配文。 

 

 

2.5 論壇網站 

論壇網站就如 MOBILE01、Dcard，會有一堆人刊登討論、詢問問題，接著就有一堆人在

下方留言回答。 這類型的網站，若你沒有一個完整的 IT 或行銷團隊，千萬不要經營這類

型的網站。網站剛開始的經營都是團隊要申請好多帳號，並自問自答好一陣子，產生網站

很熱絡的假象，才會有人陸續留言、詢問。 

https://www.mobile01.com/
https://www.dcard.t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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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客製化網站 

在網路上提供”特有”的服務，需特別開發客製功能。如 UberEats、熊貓。缺點是費用昂

貴、需求連發包商自己也搞不清楚，導致做錯需求，最後又花了很多錢修正網站規格。所

以在沒有專業的系統分析師，或團隊內有軟體工程師的話，通常不建議做客製化網站。 

 

https://ereats.com/
https://www.foodpand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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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用網站架設平台、工具 

架設網站會有分平台及工具二種，平台是指某間公司提供的網路服務，讓使用者在它們的網站

透過拖拉的方式設計網站，例如台灣最大的中華黃頁、智邦、痞客邦、WIX、Weebly。而工

具是指打造這些平台用的程式語言，例如 Java、Php、C#。對於網路什麼都不懂的人，使用

平台的方式架設網站會是最容易上手、最推薦。 

 

3.1 基礎平台 

如痞客邦、Medium、Google Blogger、Google 協作平台，以上適合個人部落格，玩票

性質、練習網站架設（Google Blogger、Google 協作平台）、寫文章（痞客邦、Medium）

都很適合使用這幾種工具。 

預算極低、不懂網站的企業架站工具，則可選擇中華黃頁、智邦生活館。網站架設費用每

年 1,500 上下，就可有一個超簡易的網站，功能極度陽春、網站非常不精緻。唯一的好處

是 "有一個網站"。 

 

3.2 中階平台 

如  Wix ／  Weebly ／  Strikingly ／  Squarespace ／  Webnode ／  Godaddy

 ／ wordpress.com 等等的。 這類型網站製作軟體歐美公司設計居多，網站提供完整的

前後台功能、專業感也可以、支援度普通、收費中等、難度中等，其中以 Wix／Weebly／

wordpress.com 較為人知。 以上的網站製作軟體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搬家"，

而且未來受限很多，例如無法加硬體規格、外掛支援不足。再加上 SEO 效能不易、網站精

美度中等、網站細膩度就不足了。 

https://www.pixnet.net/
https://medium.com/
https://web-design.vip/google-blogger-web-design.html
https://sites.google.com/new?hl=zh-tw
https://www.iyp.com.tw/
https://hosting.url.com.tw/
https://www.wix.com/
https://www.weebly.com/?lang=zh_TW
https://tw.strikingly.com/
https://www.squarespace.com/
https://www.webnode.tw/
https://tw.godaddy.com/
https://tw.godaddy.com/
http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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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高階平台 

Wordpress.org ，為什麼貴設計將 Wordpress.org 定義在中高階軟體，因為

wordpress.org 有著套裝軟體的方便與快速，同時也可以透過修改程式碼做到客製化的功

能（需懂 PHP 語言）。貴設計寫了 18 年的 Java 程式語言，最推薦 wordpress，以企業

架設預算不貴、4 萬~5 萬之間就有。在網站的掌控能力又高、網路教學資源又豐富，雖然

仍是有幾個缺點，但綜合性價比，網站架設工具仍是最推薦 Wordpress.org。 

 

3.4 高階工具 

若你不是技術咖可直接跳過，因為這得水很深，邏輯思維要非常強烈，永遠有追不完的新

技術（學歷史真好，秦始皇也不會死而復活改寫歷史吧！）。使用的語言如 java、php、

#net、python 等等。高階軟體大都用來開發客製化網站，有 80%的中小企業都無需用到

這類型的工具，一方面客製化網站設計網頁設計費用貴的嚇死人，二方面只要你不是做網

路服務，套版的網站架設工具（如中階 or 中高階平台）可滿足你 80%的網站需求。 

 

  

https://wordp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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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撰寫網站文案 

網站架設最難的就是撰寫文案，一方面不是常寫文章、二方面不知道要寫什麼，所以要做網站

的企業主，會常常在這步驟卡關很久。 其實只要先有網站選單，再寫每一頁的架構。也就是

說架構出來，接著再補肉就好了。接著讓貴設計慢慢跟您分享如何架構你的網站及文案。 

網站文案是指，企業想傳達給客戶知道的訊息，而這些訊息一定多又雜亂。例如貴設計是網站

架設公司，我們想傳達貴設計的服務、產品、售價、賣點、差異化、公司與創辦人、聯絡方式....

一堆等的資訊。那我們要如何整理成文案給網頁設計公司呢？請跟我這樣子做。  

 

4.1 統整所有資訊 

請將所有要傳達給客戶的資訊（包含文字、影片、產品圖片）都放在一個 word檔，貴設

計建議您豐富的網站內容很重要，所以請盡可能寫，寫的多都可以分頁處理，寫的少生意

不會好。 

 

4.2 資訊分類 

一堆的資訊，那些是產品資訊，那些是公司聯絡資訊，那些是公司理念、介紹等資訊，全

都分門別類。  

 

4.3 網站選單建立 

一旦資訊分類好之後，留下 4~5 個最大的分類，並重新命名 2~5 個字為類別名稱，如此

就可以做為網站"選單（又稱網導覽列）"，而選單還能再下拉為”子選單”，參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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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頁架構規劃 

何謂網頁架構呢？（請參考如圖），我們將貴設計的首頁分成六個主要的區塊（首頁大圖

+標語、網站設計服務、網站設計六大特色、網站設計範例、網站設計費用、網站設計教

學），這六個就是所謂的首頁架構。 在步驟 4.1，我們將資訊分類後，大分類做為網站建

立選單，每一個分類完的資訊仍可再做一次小分類，這個小分類就可以做為網頁的架構圖。 

所以你要為每一頁思考網頁的架構是什麼。 

  

4.5 依架構寫內容 

承 4.4，目前已經把整個網站的架構都已經生出來了，例如首頁的六個主要區塊，接著再

開始補文案即可。接後每一頁都是同樣的思考邏輯。若實在沒有想法，就直接參考（抄襲）

競爭對手的選單、文案內容（務必加減修改，不然容易有法律糾紛），再修改成企業的名

稱、個人用詞是最快的方式。 若企業也不是新興產業的話，一般的選單也就是 "首頁、產

品／服務大類、最新消息、關於我們"。 

 

  

https://web-design.vip/img/article/how-to-write-copywriting/structur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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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用模版、現省 10 萬 

6 網站架設流程 

7 主機空間租用 

8 購買網址 

9 素材準備 

10 網頁設計 

11  GA/GSC 安裝 

12  網站登錄 

13  網站的經營管理與行銷 

14  網站優化 

15  網站外包 

16  關於客製化網站這檔事 

17  網站架設免費資源 

18  網站架設相關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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