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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部分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份探討 Web2.0 的意義與特色、相關應用

技術及對於商業上的影響。第二部分則探討部落格相關內容包括部落格的

由來、定義、發展歷史、特徵、種類，以及台灣地區部落格和企業部落格

的相關研究。第三部分探討品牌相關理論，以及利用網路發展品牌的理

論。最後整合品牌與部落格相關特性，彙整部落格在品牌經營的主要優勢

與經營綱要。 

第一節 Web 2.0 

一、Web 2.0 的意義 

Web 2.0 至今並無明確的定義，僅只是一個用來闡述技術轉變的術語。這

個術語是由 O'Reilly Media的Dale Dougherty 和 MediaLive 的 Craig Cline 

2004 年在共同合作的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會議上提出來的，Dougherty

提出了Web目前正處於 復興時期，有著不斷改變的規則和不斷演化的商業

模式。而不是給出確切的定義和一個商業前景的想法。 

Web 1.0 最早的概念包括不常更新，甚至不更新的靜態 HTML頁面。而 .com

時代的成功則是依靠一個更加動態的Web，一般稱為Web1.5，其中 CMS

（內容管理系統）可以從不斷變化的內容資料庫中即時生成動態 HTML

頁面，也因此頁面點擊率和外觀成為了重要因素。表 2-1 為Tim O`Reilly

在What is Web 2.0 一文中，比較Web 1.0 與Web2.0 的差異。 

 

 

 

http://en.wikipedia.org/wiki/O%27Reilly_M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5%86%E4%B8%9A%E6%A8%A1%E5%BC%8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5%86%E4%B8%9A%E6%A8%A1%E5%BC%8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HTML&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om&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7%E5%AE%B9%E7%AE%A1%E7%90%86%E7%B3%BB%E7%B5%B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85%E5%AE%B9&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B0%E6%8D%AE%E5%BA%9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HTML&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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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Web 1.0 與 Web2.0 的差異比較表 

Web 1.0 Web 2.0  
DoubleClick Google AdSense 
Ofoto(數位相片沖洗服務網站) Flickr（網路相簿）  
Akamai(網頁內容遞送網路的服務) BitTorrent  
mp3.com Napster（p2p 音樂共享服務）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Britannica 
Online） 

維基百科全書（Wikipedia） 

個人網站 博客/部落格(blogging) 

evite (網路邀請) 
Upcoming.org 和 EVDB(社交共享型活

動行事曆) 
功能變數名稱投機 搜索引擎優化 
頁面流覽數 每次點擊成本 
螢幕抓取（screen scraping） 網路服務（web services） 
發佈 參與 
內容管理系統 維基 
目錄（分類） 標籤（“分眾分類”，folksonomy） 
粘性 聚合 

資料來源：O`Reilly Media,”What is Web 2.0” , 2005-09-30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 

 

二、 Web 2.0 的特色 

Web 2.0 很明顯是透過參與者的互動：不論是提供內容、為內容索引或評

分，都能夠使他們所使用的平臺增值。Tim O`Reilly 和 Battelle（2005）總

結了 Web 2.0 應用特色的一些關鍵原則： 

1. 將 Web 作為平台 

2. 引領群體智慧 

3. 資料是下一個「Intel Inside」 

4. 軟體升級模式走道盡頭 

5. 輕巧的程式設計模型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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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超越單一裝置的軟體 

7. 豐富的使用者體驗 

8. 分享和參與的架構 所驅動的網路效應 

9. 通過帶動分散的、獨立的開發者把各個系統和網站組合形成大彙

集的改革 

10. 拉動長尾的能力 

11. 快速的反應與新增功能 

12. 雙向的互動 

 

圖 2-1 為 Tim O`Reilly（2005）在 What is Web 2.0 一文中，提出 Web 2.0

的擴散式地圖，是在 O'Reilly 媒體的一場研討會中，透過 Friend Of O'Reilly,

（簡稱 FOO）研習營集體討論後發展出來的。這是一個正在演變中的過

程，很多想法是從 Web 2.0 的核心向外擴散出去的，包括目前 Web 2.0 主

要的發展方向 。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8%86%E4%BA%AB%E5%92%8C%E5%8F%82%E4%B8%8E%E7%9A%84%E6%9E%B6%E6%9E%84&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F%E5%B0%BE&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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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Web 2.0 的擴散式地圖 

三、 Web 2.0 的商業影響 

Web 2.0 帶來的急速增加的商業價值和業務成長的原因，可歸結為以人為

本消費和以電腦為本消費的區別。由於 Web 2.0 的出現，價值鑑定和消費

過程中無需繁複程序或額外的人為參與。而從行銷者的角度來看，Web2.0

則至少意味著三個方面的創新：一種創新的媒介形式、一個集中的社群環

境，以及一種全新行銷理念。 

如同網際網路出現對於產業產生革命性的影響，Web 2.0 對產業造成相當

的衝擊，劉楚慧與周樹林（2007）認為 Web 2.0 對產業帶來的意義包括： 

 
Flickr,del.icio.us: 

給予標籤 

而不是分類 

策略性定位 
 將網路視為平台 

使用者定位 

 自己控制資料如何呈現 

核心競爭法則 

 提供服務而非套裝軟體 

 參與式的應用架構 

 成本效益規模 

 混合資料來源並將資料轉化質變

 跨出單一設備上使用的軟體模式

 善用集體智慧 

 
   PageRank, 

eBay reputation, 
Amazon reviews: 

將使用者視為貢獻者 

 
部落格: 

參與而不僅是

出版 
 
BitTorrent: 

徹底去中心化 

 
Gmail, Google 
Map 和 AJAX: 
強化使用者體驗 

 
Google AdSwnse: 
授與末端消費者 
自我服務的權力 

 
Wikipedia: 
完全的信任 

 視為一種經驗 

不單只是技術 

 重要的末端長尾 

 如同Intel Inside

般存在的資料 

可被編譯的 

 永遠以非正版 

精神來充實網站 

功能 

 再重新混和權利：

下放某些權利 

 把軟體變得更好 

可讓更多的使用

者連網運用
 
很重要的； 

觀察使用者的行為，

而不是預先設定 

連網遊玩 

 強力提升 

使用者體驗 

 對內容具有發散 

式的定址能力 

 小塊零散的結合起來 

{把網路當成元件一

樣} 

信任你的使用者 

資料來源：O`Reilly Media,”What is Web 2.0” , 2005-09-30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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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廠商必須設法因應加速去中間化的現象，特別是在內容出版相關產業。 

過去藉由中間商如接觸消費者的廠商或作者，將可以自行接觸，例如作

家可以透過部落格直接與讀者溝通，而不用再透過傳統出版商、通路

商。這些從事中間仲介的廠商經面臨嚴重的考驗。 

2. 創新擴散交流的平台誕生，廠商應設法參與，尤其是與消費者相關的產業。 

Web2.0 的互動可以讓使用者將自己的意見、想法、資訊直接交流，因此許

多創新的想法都可以透過這樣的交流擴散。「部落格行銷」作者Jeremy Wright

（2006,洪慧芳譯）也提出部落格可以獲得「妙點子」的概念。 

3. 大者恆大不是定律，廠商應決定最適營業規模。 

善用 Web2.0 的企業將創造差異化競爭優勢，企業將不再一昧求大，企業將

轉而追求具備彈性和服務溝通能力的營業規模。 

4. 個人創業將更為普遍，廠商應如何與個人創業者合作，將其納入策略伙

伴，並在住之管理上做必要的調整來因應。 

Web2.0 提供了更多免費或低價的應用軟體，部落格成為溝通的平台，也提

供個人創業者較佳的發展環境。 

5. 新社群式行銷管道的建立，廠商應如何運用，並搭配傳統行銷手法。 

Web 2.0 社群交流的影響力超過以往，意見領袖的影響力，使用經驗的

傳播，使得 Web2.0 的行銷方式的應用，以及和傳統媒體的搭配，是企業的

新考驗。 

6. 廠商必須設法縮短研發落差，將消費者在網路上的聲音，以及 SOHO

所形成的價值社群，納入研發的一環，縮短生產與消費間的落差。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page=1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page=1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page=1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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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部落格 

一、 部落格的由來 

Blog為Weblog的縮寫，於1997年12月，John Barge於其網頁Robor Wisdom

首先提出「Weblog」一詞的概念，並將之定義為「一種網頁(Web)形式呈

現的個人日誌（log）」，之後便廣泛的被運用。1999 年 Peter Merholz 將 

「Weblog」發音為「we-blog」，最後便簡稱其為「Blog」。台灣地區最初取

其意而稱之為網誌（資策會鄒景平,2003.3），其後台灣藝力協網路社群，

發展出「部落格」之稱呼，並普遍為網友接受，就此成為台灣地區通稱，

對於 Blog 部落格的使用者則稱之為「部落客（blogger）」。跨出個別部落

格，涵蓋一大群部落格寫手與部落格廣大社群，整體而言即是部落格圈

（blogosphere），部落格不同於其他媒體之處，就是大型部落格社群溝通和

聯繫特質，就是部落格圈。 

二、 部落格的定義 

部落格的定義隨著技術發展和使用方式的多樣化，其定義也不斷改變，茲

摘要比較常見並廣泛被認可的定義如下： 

1. 維基百科（查訪日期：2007/5/10） 

Weblog 指的是以網頁作為呈現媒介的個人專欄，也有人把它稱做

網頁型態的專欄。作名詞用的時候，Weblog 或說是 Blog 有了更嚴

謹的定義，它指的是一些文章，而這些文章必須要滿足以下條件： 

(1) 彙整（Archive）：這些文章必須經由特定方法加以整理存放；可

以是單純地按照時間整理，或是任何的分類方式。 

(2) 靜態鏈結（Permalink）：這些文章必須公開於網路上，且能讓其

他讀者藉由某個固定的網址鏈結直接讀取。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PermaLink&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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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間戳印：這些文章必須具有時間戳印，記錄寫成的時間。 

(4) 日期標頭：這些文章必須要標出日期標頭；這意味它們將會是

有時序性的，內容可能與時空背景有一定的關聯。 

於是網誌從很概略的「網頁型式的個人札記」轉變成具有多樣特性

的文章集結。 

2. 韋氏大辭典（查訪日期：2007/5/10）將 Blog 定義為：名詞類；是

由 Weblog 縮寫而得，於 1999 年收錄該詞，一種由作者經營的線上

個人日誌，該網頁擁有讀者迴響、評論和超連結等功能。 

3. 部落格主要是一種記錄、發表時事、不斷更新的網站，網頁依照時

間順序排列內容，以方便讀者閱讀，並透過外部的網路連結互動，

形成豐富的網路平台。（Fievent and Turrenttini,2006） 

4. MarketingTerm.com 將部落格定義為：儘管有很多種形式，一個部

落格通常是記錄了個人在生活和網路發生哪些事物的日誌。（查訪

日期：2007/5/10）。 

5. blog 是 weblog 的縮寫，是由一系列的貼文(post)的個別論述組成，

通常是依時間順序由最近的先排列，部落格是一種溝通工具，所以

每篇貼文通常會有留言，但並非必要。(施瑞瑄,2006) 

6. 林吟品（2007）將部落格定義為一種網路形式的個人或團體傳播平

台。部落格的內容可以是輕鬆的日記內容分享、組織內容的紀錄、

商業形式網頁，或正式的發表文件。而這些文章可能具有相近的主

題、由同一人或網路上的社群所撰寫，並依序排列在網站上，內容

則通常充斥的大量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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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部落格發展紀錄 

部落格的概念最早出現在 1993 年的美國，當 2000 年開始引起全球主流媒

體的注意，其後部落格影響力快速擴散，遍及全球，形成一種新的溝通工

具。茲將台灣及美國部落格發展的重要事件整理於表 2-2 

表 2-2 部落格發展重要事件 

時間 部落格發展重要事件 
1993 年 6 月 美國國家高速網路中心(NSCA)的魔賽克(Mosaic)瀏覽器「最新

消息」網頁，可以說是最初具有部落格形式網頁 
1994 年 4 月 Justin Hall 成立個人網頁，並收集各種地下的秘密連結，其個

人網站被認為是最早的部落格 
1996 年（台灣） PChome ePaper 創刊，免費提供個人、團體、機關發行電子報，

是 Web1.0 型式的部落格。 
1997 年 Dave Winer 架設其部落格「指令新聞」(Scripting News)，並成

立「評論站」(Slashdot)部落格，被公認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部落

格。其成立的公司 Uwerland 發表數款提供架設部落格網站的

軟體。 
1997 年（台灣） 智邦電子報創刊，「智邦生活館」提供免費和付費的電子報以

及網路商業行銷服務。 
1997 年 12 月 John Barger 第一次提出 Weblog 這名詞，並被廣泛接受 
1998 年 11 月 Cameron Barrett 在 Camworld 網站列出蒐集到的部落格清單，

目前部落格的形式開始出現。 
1999 年初 Peter Merholz 將部落格縮寫成「blog」，奠定後人引用作為部落

格的英文代稱 
1999 年 各種免費網誌軟體紛紛推出，吸引一般大眾使用部落格，估計

當時全球部落格僅數千個。 
2000 年 2 月（台灣） 「明日報」正是上線，是國內手加大規模的「純線上」綜合媒

體，有人認為是今日台灣「部落格」的前身。雖僅營運一年，

但奠定出線上寫作及網路媒體運作的基礎。 
2001 年 9 月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部落格成為重要的新聞來源，在網路

大量瀏覽與引用，部落格影響力從此奠定，成為另類媒體主

流，影響視聽觀點與價值。 
2002 年 美國主流媒體開始注意部落格的影響力，相關書籍開始出版。

2002 年 10 月（台灣） 台灣藝立協社群 Elixus.org 成立「正體中文 blog 心得中心」，

開始推動台灣部落格的架設與使用，引起大專院校社團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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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推廣。 
2003 年 Google 買下提供免費網誌空間 Bloger.com 網站公司暨軟體開

發公司 Pyra Labas 公司，成為部落格商業化的第一宗大型交易

案。 
2003 年（台灣） 台灣大學新聞所成立「台灣應遞媒與部落格實驗」，另外世新

大學傳播系成立「台灣部落格-天線實驗網路」，從校園向外推

動成長。 
2003 年 部落格在伊拉克戰爭、美國選舉大量發聲，其數量遽增，影響

力直趨傳統媒體，打擊傳統媒體的中立性、公信力。 
2003 年（台灣） 台灣主流媒體「聯合報」首度在報紙介紹部落格的崛起與定

義，顯示台灣部落格發展迅速 
2003 年 牛津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正式收錄「blog」這個名詞

2004 年 12 月 韋氏字典(Merrian-Webber Dictionary)將「blog」列為年度十大

單字首選 
2005 年 1 月 部落格成為消費者選購產品的資訊來源，對產品銷售影響力大

增。美國「財星」雜誌將部落格列為 2005 年度十大趨勢之首。

2005 年 3 月 交大學生架設的「無名小站」獲得一筆創業基金，校園部落格

走向商業化。 
2006 年 3 月（台灣） 無名小站號稱擁有 220 萬會員，部落格掀起出書熱潮，各種研

究陸續出現 
2006 年 10 月 Google 併購 Youtube，部落格的形式和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並

引起全球投資者的注意。 
2007 年 4 月 世界上最大的部落格搜索引擎 Technorati 發佈報告，指出全球

部落格數量已經超過 7000 萬，平均每天新增部落格 12 萬個，

即每秒新增 1.4 個；部落格上每天新增文章 150 萬篇，即每秒

17 篇；全球最受歡迎的 100 家網站中有 22 家為部落格網站。

資料來源：林吟品 (2006),陳信宏(2006), 施瑞瑄(200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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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落格的特徵 

部落格具有 web 2.0 重要的特徵：分享與互動，這使得部落格有別於一般

網站和傳統媒體。部落格大多具有陳信宏(2006)彙整的部落格特徵為，但

非每個部落格都具有所有的功能，一般的部落格通常具有： 

1. 可以彙整與分類管理(Archive/Category) 

部落格提供使用者內容管理工具，依照部落客使用習慣、偏好或時序

進行壓縮或保存文件，其概念類似電腦中檔案管理工具。 

2. 都有靜態連結或永久連結(Permanent Link Or Permalink) 

每篇發佈的文章或網誌都有獨立的連結網址，這個功能使得部落格能

夠利用搜尋工具找到發佈的文章，並方便其他部落客引用。 

3. 閱讀者可以直接在網誌「評論」或「迴響」(Comment)  

訪客可以直接在網誌頁面上回應其內容，管理者也可以直接與訪客交

流，商業部落格可從此獲得大量顧客意見。 

4. 其他部落客可以引用(Trackback)網誌，使資訊具有相互分享、快速

傳遞的特性。 

訪客可以將部落格文章引用到自己的部落格，做深入的評論或同樣主

題的連結。這個功能可以讓被引用的部落客知道文章被引用的次數和

引用的部落格網址，使得其具有延伸閱讀、快速傳遞的特質。 

5. 文章按時間排序(Post Date, Time Stamp )。 

部落格文章的維護與撰寫，依時間管理記錄，方便部落客管理。也使

訪客容易閱讀最新發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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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篇文章有清楚標題(Title) 

部落格管理人對每篇文章的標題為網頁搜索的主要目標，部分部落格

後台也提供搜尋引擎最佳化(Searching Engine Optimization,簡稱 SEO )

的功能 

7. 文字或圖片、影音所構成的內文(Body) 

部落格主要內容，可以是文字、照片、聲音或影像動畫。 

8.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Rich Site Summary)饋送服務。 

RSS 的全名為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是一種以 XML 為格式基礎

的內容傳送系統。讀者只要下載 RSS 閱讀軟體，即可直接取得有興趣

的資訊、看到所有訂閱的文章。目前包括 FireFox 與 IE 7.0 版網頁瀏

覽器都內建 RSS 訂閱功能。 

施瑞瑄（2006）則根據部落格與 Web1.0 的網頁差異，整理部落格的特點為： 

1. 獨特的個人特色：每個部落格都展現部落客個人特色和文章風格。 

2. 自由的筆調：獨立、自由，內容不受拘束。 

3. 即時性：操作簡便，可以隨時上傳，訊息傳遞速度快。 

4. 連結性：部落格彼此連結，創造一個社群和新媒體。 

 

五、 部落格的種類 

從部落的架設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為利用部落格架設軟體如 WordPress，

自行架設部落格，一種為利用 BSP(Blog Service Provider)提供的服務架設

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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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部落格的使用方式，Dearstyne(2005)將部落格分為五類： 

1. 個人私人的消息或觀點(Individuals' personal news and views)：部落

格作為線上日記，紀錄其生活、家庭和個人發展及情感抒發。特別

受青少年歡迎。 

2. 新聞/評論/報導（News/commentary/journalism）：張貼新聞，提供解

釋或評論，有時與主流媒體對抗。 

3. 廣告/促銷/行銷/顧客服務(Advertising/promotion/marketing/customer 

service)：一些部落格用以促銷產品和服務，並和潛在顧客溝通。 

4. 商業/專業議題的評論和觀察(Business/professional issue 

commentary and insight)：包括 CEO、專家和員工提供新點子、研

究成果，對於專業領域事件和趨勢的觀點。 

5. 內部資訊分享/知識管理應用(Internal information sharing/knowledge 

management applications)：公司內部的溝通管道，像是 CEO 用部落

格和員工分享觀點和公司政策。或是專案管理中作為指導和協調的

工具。 

若以主題分類，施瑞瑄（2006）則分為九大類，： 

1. 集體創作部落格：由不同作者共同經營創作的平台。例如台灣「趴啪

啦報報共筆部落格（www.pala88.com）」就是由多位部落客共同執筆。 

2. 知識部落格：以談論較專業性的議題為主要訴求，有單一主題。這類

部落格通常以科技類居多，但是廣泛包括各種主題。例如「老貓學出

版」部落格(b-oo-k.net/blog/)就是一個專門談論出版、編輯的知識型部

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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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戰爭部落格：從美國與伊拉克開戰後興起的部落格類型，像是有戰爭

紀實、戰爭評論等。台灣部落格缺乏本類型，此一類型主要架設在有

戰爭可能性的國家，最具知名度的應該是巴格達的部落客薩冷‧帕克

斯架設的部落格「Where is Raed?（dear_raed.blogspot.com）」，由巴格

達人的角度在第一線討論和報導伊拉克戰爭。 

4. 政治部落格：評論政事或政治人物開設的部落格。從 2003 年美國民主

黨議員 Howard Dean 架設的「Blog of America」開始，各地的政治人

物紛紛架設部落格增加影響力，台灣地區 2008 年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和

馬英九都有架設部落格「打鐵仔街囝仔的部落格

(www.wretch.cc/blog/FrankCTHsieh)」和「馬英九的部落格

(city.udn.com/v1/blog/index.jsp?uid=maying9)」。 

5. 內部落格與企業部落格：企業內部溝通和對外設立的部落格。本研究

的企業部落格樣本都屬於此一類別。 

6. 媒體部落格：由媒體或記者設立的部落格。例如「中時部落格

（blog.chinatimes.com）」就是由中時報系設立的部落格。 

7. 情色部落格：與情色相關的內容刊載。如同情色網頁是網際網路生態

的一環，情色部落格也是部落格的一部份，例如「情色達人

（bloguide.ettoday.com/sy/）」就是以情色為主題的部落格。 

8. 影像部落格：以刊登照片或影像為主的部落格。這類的部落格因技術

和頻寬越來越受歡迎，這些影像部落格往往是專業攝影師或業餘愛好

者的作品，例如「影像墨爾本（blog.roodo.com/melbourne/）」就是此類

典型。 

9. 個人私密網誌：線上日記，記錄個人每日生活、感想。這類的部落

格相當的多，大部分的部落格都可以歸入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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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台灣地區部落格發展現況 

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2006 年 10 月於企業網站（查訪日期：2007 年 5

月 6 日）發佈的台灣地區部落格年度到達率報告指出：2006 年 8 月無名小

站的使用者已高達網路使用者的 66.8%。根據該單位 2007 年 4 月份的報告

指出，無名小站、XUITE、PIXNET、Blogger.com、Yahoo 部落格、天空

部落格和新浪部落格七家 BSP 平台服務，其整合到達率達 80.44%。也就

是約 80%的網路使用者曾經連結部落格。這個數據與專門分析提供各種網站

的相關資訊與網頁訪問量的 Alexa 網站排名資料中，台灣地區網站排名相呼

應。台灣地區網站前 25 名中有 4 個部落格 BSP。無名小站往往在前兩名

間移動，到達率達 7 成。 

表 2-3 2007 年 5 月 12 日 Alexa 記錄台灣網站排名 

排名 網站名稱 網址 
1 Yahoo!奇摩 http://tw.yahoo.com/ 
2 MSN http://tw.msn.com/ 
3 無名小站 http://www.wretch.cc/ 
4 Pchome http://www.pchome.com.tw/ 
5 蕃薯藤 http://www.yam.com/ 
6 巴哈姆特 http://www.gamer.com.tw/ 
7 Hinet http://www.hinet.net/ 
8 Google http://www.google.com.tw/ 
9 微風論壇 http://bbs.wefong.com/ 
10 Xuite http://www.xuite.net/ 
11 臺灣論壇 http://www.twbbs.net.tw/ 
12 I'm TV http://im.tv/ 
13 104 人力銀行 http://www.104.com.tw/ 
14 遊戲基地 http://www.gamebase.com.tw/ 
15 優仕網 http://www.youthwant.com.tw/ 
16 聯合報 http://udn.com/ 
17 伊莉 http://www.eyny.com/ 
18 露天拍賣 http://www.ruten.com.tw/ 
19 鮮網 http://www.myfresh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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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遊戲橘子 http://tw.gamania.com/ 
21 史萊姆 http://www.slime.com.tw/ 
22 華碩電腦 http://taiwan.asus.com.tw/ 
23 Webs-TV http://www.webs-tv.com.tw/ 
24 GoGoBox http://www.gogobox.com.tw/ 
25 PIXNET http://www.pixnet.net/ 

（資料來源：眼豬論壇 台灣 100 強 

http://bbs.pig.tw/%e7%9c%bc%e8%b1%ac%e8%ab%96%e5%a3%87/tabid/54/forumid/3/threadid/17/

scope/posts/Default.aspx擷取日期：2007 年 5 月 13 日） 

部落格使用人口結構方面，根據創市際ARO網路測量資料庫在 2006 年 8月的

數據顯示，台灣部落格相關網站之使用族群以 29歲以下的網友佔多數，但部落

格使用人口有成熟化的趨勢。就職業類別看來，在 2006年 8月各網站之學生約

佔 32%至 46%，上班族約佔 19%至 25.3%，相較 2005年上班族有增加的現象。 

七、 企業部落格 

部落格受到產業關注的原因不僅作為一新興媒體，而是其具有管理容易、

社群溝通的特質，其商業價值很早就清楚顯現。齋藤伸也和小暮正人(2006)

認為企業使用部落格，可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觀點，對外：行銷、宣傳(PR、

IR)、銷售。對內：共用資料（傳達資料）、合作(共同作業)。 

Chaney(2005)提出企業設立部落格的優點： 

1. 增加主要搜尋引擎 Google 和 Yahoo 上的曝光率。 

2. 直接溝通：讓企業有機會與顧客直接溝通。 

3. 建立品牌：向顧客推銷品牌的另一種通路。 

4. 競爭差異化：因為部落格可以一再談論企業的議題，有助於從競爭

中脫穎而出。 

5. 關係行銷：和顧客建立個人化的長久關係，培養信賴感。 

http://bbs.pig.tw/%e7%9c%bc%e8%b1%ac%e8%ab%96%e5%a3%87/tabid/54/forumid/3/threadid/17/scope/posts/Default.aspx
http://bbs.pig.tw/%e7%9c%bc%e8%b1%ac%e8%ab%96%e5%a3%87/tabid/54/forumid/3/threadid/17/scope/post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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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媒體與公關：利用部落格的影響力，讓媒體與企業靠攏。 

7. 聲譽管理：管理線上的風評。 

8. 建立權威度，把自己定位成專家：針對業界相關的議題，表達自己

的觀點、知識和專業。 

9. 內部網路和專案管理：幫助組織內部的溝通和管理。 

Quible(2005)認為部落格在商業的應用上的使用，有五種用途：促進分眾團

體(Distributed Team)溝通與合作、凝聚消費者社群(Customer Community)

的有利工具、專案管理、快速溝通企業內、外部研究，產品、產業資訊、

有效管理與促進員工資訊流通功能。 

林吟品 (2006)將企業對部落格應用方式，分為對內及對外的溝通應用兩

類。在企業內部，部落格可以作為知識管理、專案管理及內部溝通工具。

對外可以應用在企業公關、品牌宣傳及行銷活動，藉由部落格分享的特

性，達到宣傳溝通的效果並接近消費者。 

這些企業部落格應用方式，主要是由部落格特色及功能發展出來的理論以

及國外的應用狀況，台灣地區主要採行個案研究，針對幾個企業部落格的

進行研究，缺少全面性企業部落格的使用資訊。 

八、 企業部落格發展狀況 

比較台灣與美國的部落格發展，有一個清楚的差異：美國的部落格早期使

用者為掌握網路相關技術者，到 911 恐怖攻擊以後則是作為媒體平台供社

會大眾使用，並實際影響傳統媒體。2002 年美國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參議員

Trent Lott 對種族主義的不當發言，被部落客 Josh Marshall 公布在部落格

上，引發媒體報導，最終導致下台(陳信宏,2006)。2005 年 5 月許多開發

K-HTML 瀏覽器的義工在眾多部落格抱怨蘋果電腦(apple)未開放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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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從善如流，推出 WebKit 開放原始碼專案，此事件被視為「部落格影

響企業政策」的指標(林吟品,2006)。企業將部落格視為新興的媒體平台，

不僅向社會推廣、也試圖發展不同的用途，包括微軟、通用汽車的企業部

落格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可以說企業是部落格積極的使用者。 

耐吉（Nike）則是被視為操作部落格最成功的行銷經典案例。2004 年 6 月，

耐吉建置了名為「速度的藝術」（Art of Speed）的部落格，由散佈在全球

的 15 組廣告創意團隊，分別以「速度的藝術」為主題製作一系列的短片，

並提供網路下載。由於這是用部落格行銷的創新手法，獲得媒體廣泛的矚

目與報導，更創造了數萬人次的下載（李欣岳,2005）。 

日本的大站 Exite 從 2005 年 1 月起開始提供企業設置企業「部落格」，並

且大舉招募企業來登錄「部落格」，目前該網站已有 350 個企業的「部落

格」登錄，而 在企業的「部落格」中，最流行的就是連社長自己也要每

天都將日常發生的事寫在「社長的部落格」中。社長的部落格除了是公司

的象徵性指標之外，還意外地宣傳效果非常高（傅婉禎,2005）。 

台灣部落格則由校園發展，早期的使用者和推廣者為學生，這也導致使用

年齡較低，主要使用者仍以學生為主的使用者人口結構，這也影響了台灣

部落格的使用方式，個人私密網誌的比例偏高，同時企業對於部落格的運

用也較美、日來的少。 

根據陳信宏(2006)觀察美國 Fortune100 與天下雜誌製造業、服務業、金融

業前 100 大網頁是否建立企業部落格連結的結果，美國約有 10%的百大企

業設立部落格，其中高科技產業設部落格的比例相對更高。台灣服務業僅

有東森購物有部落格、製造業的 OKWAP 有設立部落格，比例相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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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結 

綜觀部落格的優勢，是低成本、操作簡便，可以直接與消費者溝通，同時

透過部落格訊息的引用與回應，更可以達到多方提供意見，避免訊息的誤

解並促進交流，建立顧客對公司信賴感。雖然台灣地區的部落格到達率達

到八成，但是企業部落格的發展卻相對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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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 

一、品牌定義 

由美國行銷學會 (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 在 1960 年定義品牌

為「品牌是一個名字 ( Name )、術語 ( Term )、符號 ( Sign )、標記

( Symbol ) 、或設計 ( Design )、或上述的組合，用來指認賣方的財貨或服

務，而有別其他競爭者。」 ( Kotler, 1991 )。在這個定義中，清楚指出，

一方面品牌可以作為與競爭者區隔及差異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指出

品牌是一個可被具體辨認的事物；可以區別產品的製造者與銷售者；同時

代表銷售者欲提供一組具一致性水準的產品特性、利益與服務給消費者的

承諾。 

而廣告大師 Ogilvy ( 1983 ) 曾說：「品牌是消費者對產品的想法。」

Chernatony 和 McWilliam ( 1989 ) 指出品牌具有的涵義與功能有：      1.

品牌是辨認的工具，用以區別與競爭者的差異。2.品牌是品質一致的承諾

與保證，使消費者於購買前能夠感受到品質及附加價值。3.品牌是自我形

象的投射，是消費者用以看待自我及他人的象徵物，是品牌個性的表達。

4.品牌是一組有關產品相對定位、品質一致性保證及功能屬性資訊的集

合。是消費者決策的輔助工具與線索。 

Farquhar ( 1990 ) 則認為品牌是一個可以超越其產品功能，而其附加價值

的名字、符號、設計、標記。另外 Keegan ( 1991 ) 也認為品牌是特定廠商

與消費者溝通其對產品利益之承諾的標誌系統，是消費者對於產品信念、

價值與個性的認知。 

Arnold ( 1992 ) 提出品牌圖描述品牌構成元素間的作用關係，以表達品牌

與消費者間的複雜關係。最內層的品牌的本質，是消費者感受到的單純價

值，屬於較難捉模的感性因素。其次是品牌的利益，消費者從品牌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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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滿足需要與欲望的層次。再來是品牌的特性，可以分為三個構面：(1)

實體性 ( Physical Attributes )，如顏色、價格、外型。(2)功能屬性構面 

( Functional Attributes )，為品牌實質上的利益，消費者使用品牌的結果。

(3)特徵構面 ( Characterization Attributes )，是消費者知覺到的品牌個性。

前兩個構面與產品相等，換言之，品牌對消費者的意義就是品牌的外在屬

性與實際利益。 

Upshaw ( 1995 ) 亦指出，品牌是賣方集合買方各種期待的一種綜合體，當

買方滿足期望時，買賣雙方會形成一種類似盟約的關係。這盟約隱含一種

保證，保證消費者看到他們想的東西。Aaker (1996) 也認為品牌的概念不

僅涵蓋了產品，更超越了產品本身的意義。 

Aaker ( 1996 ) 強調，品牌的概念不僅涵蓋了產品，更超越了產品本身的意

義。因此可知，品牌管理的不只是產品的實體面而已。品牌的範圍是是超

過產品的範圍的(如圖 2-2)。一個產品所包括的特色，分別為產品範圍、產

品屬性、產品品質和產品價值。而一個品牌，除了包括這些隸屬於產品的

特色之外，還包括了：品牌使用者、品牌來源國、組織的聯想、品牌個性、

符號、品牌和顧客的關係、情感的利益、自我表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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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管理 

品牌是公司重要的無形資產已經是現代普遍的認知，不僅與行銷息息相

關，同時是公司財務重要的項目，品牌管理也成為公司治理重要的一環。

對於品牌管理的相關理論，本研究以品牌研究知名的學者 David A. Aaker

的品牌權益管理為基礎。 

（一） Aaker 品牌權益觀點 

Aaker 長期投注品牌領域的相關研究，其四本主要著作「管理品牌權益」

（Managing Brand Equity,1991）討論品牌創造價值的方式，對於品牌權益

的觀念加以定義，並提出品牌權益的架構。「品牌行銷法則」（Building Strong 

Brands,1996）提出品牌識別及品牌觀點的基本架構要素，及打造品牌的過

程。2000 年 Aaker and Hoachimsthaler 在「品牌領導」(Brand Leadership)

以大量的跨國企業研究，歸納品牌管理系統-品牌領導模式。2004 年「Brand 

Portfolio Strategy」更進一步提出品牌組合的經營戰略。 

範疇 
 特質 
 用途 
 品質/價值 
 功能性利益 

產品 

品牌 

品牌性格 

品牌符號 

品牌/顧客關係 

自我表達型利益 情感性利益 

使用者形象 

原產國 

品組織性聯

圖 2-2、品牌與產品關係(A brand is more than A product) 

資料來源：Aaker (1996), “Building Strong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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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牌權益 

Aaker ( 1991 ) 對於品牌權益定義是：「品牌的名稱或符號所連結的資產或

負債，是由廠商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對顧客的價值加減而成」。此定義

指出品牌權益亦可能會有負值出現。之後 Aaker ( 1992 )進一步補充：「品

牌權益是一個品牌資產或負債的集合，它與品牌的名稱或符號相連結，可

以增加或減少對於產品或服務的價值」。 

Aaker（1991）認為品牌權益有五個主要構成元素，是創造其價值的來源， 

其中包含：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知覺品質、品牌聯想、其他專屬的

品牌資產，如專利、商標、通路關係等。 

(1) 品牌忠誠度（brand loyalty）： 

當消費者在一次的購買行為之後，是否不因競爭者的價格、特性、品

質或其他因素的改變，而能夠繼續重複購買同一品牌的現象。對任何

企業而言，獲取新顧客的須花費相對於維持舊顧客較高的成本， 特別

是現有顧客對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使得廠商能夠降低行銷成本，也隱

含著公司與通路的關係增強，且降低了競爭者的攻擊威脅，品牌忠誠

度是一利潤的源流，所以管理品牌忠誠度常是管理品牌權益的有效方

法。 

至於品牌忠誠度的影響來源，包括知覺品質、品牌聯想、品牌知名度

及其他專屬品牌權益，都會藉由個別部分子構面影響品牌忠誠度的變

化。品牌忠誠度不但是品牌權益的來源，亦是品牌權益的效果。(Aak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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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與品牌的關係，如圖 2-3，可依照品牌忠誠度的高低，可分成五

層。 

 

 

(2) 品牌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指的是指消費者回憶 ( Recall ) 或識別( Recognition ) 特

定品牌與特定產品類別關聯性的能力 ( Aaker, 1991 )，包括產品品質的

等級及品牌之間的關聯性。其構面是自不為人知到人人皆知的連續帶。 

品牌知名度的高低關係如圖 2-4 品牌知名度金字塔，知名度最高的是在

沒有任何提示之下，想到某一類別就立即想到並說出品牌名，此為第

一提及知名度。第二種層次是沒有提示，但也會想到的品牌名，只是

沒有第一個想到而已。第三層次品牌識別是經過提示之後，表示記得

並了解品牌。提示知名度而經過提示消費者仍不知道的品牌就是無知

名度品牌。 

承諾 

購買者 

喜歡該品牌— 

認為它是朋友 

具轉換成本的 

滿意購買者 

滿意/習慣購買者 

沒有更換的理由 

轉換者/價格敏感度

者 

圖 2-3.品牌忠誠度金字塔 

資料來源：David Aaker(1991), Managing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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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覺品質( Perceived Quality )  

知覺品質是指，消費者對於產品整體品質的認知水準，或是相較於其

他的選擇方案，產品或服務滿足其目標的優越水準 ( Aaker , 1991 ) 。

因此知覺品質是消費者主觀的判斷，知覺品質與實際的客觀品質、產

品的基礎品質及製造品質不同，它無法被客觀認定，而是決定於消費

者心中對於事務重要性的判斷。因此知覺品質較適合以主觀的實際品

質衡量。知覺品質會直接影響購買決策與品牌忠誠度，並且提供品牌

延伸的基礎。 (Aaker, 1991) 

以一般的產品而言，知覺品質往往由下列幾個構面展現：功能

（performance）、特點（features）、可信賴度（reliability）、耐用度

（durability）、服務能力（service ability）、高品質的外觀（premium 

image）。 

(4) 品牌聯想( Brand Association ) 

品牌聯想指的是在人的記憶中與特定品牌連結的所有事務。品牌聯想 

可分為不同的類別。Aaker（1991）認為品牌聯想可分為十一種，分別

為：產品屬性、無形事物、顧客利益、相對價格、使用與應用、使用

圖 2-4 品牌知名度金字塔 

資料來源：Aaker ( 1991 ). “Managing Brand Equity,＂ 

第一順 

位回憶 

品牌回憶 

品牌識別 

無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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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顧客、名人或人物、生活型態或個性、產品等級、競爭者、國家

與地理區域。 

(5) 其他專屬品牌權益 

其他專屬品牌權益是為了完整性而設置 ( Aaker, 1992 ) 。一個品牌背

後的專有權益，如專利、註冊商標及與通路業者間的關係，均會對品

牌權益有所影響，因為這些專屬權益可以有效的阻止競爭者侵蝕公司

的核心顧客 ( Aaker, 1991 )。 

這五個構面同時是具有相互關聯性的，如同對品牌標誌的聯結會影響品牌

知名度，所以此五個構面並非互相獨立而是存在著相互的影響力。Aaker 

( 1991 ) 又從品牌權益的五個構面的角度，提出品牌建構與管理的建議，

如圖 2-5。首先在品牌忠誠度方面要：1 善待消費者。2.接近消費者。3.衡

量與管理顧客滿意度。4.創造消費者的轉換成本。5.提供比消費者預期還

多。 

其次在品牌知名度方面須：1.具有差異化，並且容易記憶。2.利用口號或

主題音樂。3.標誌的曝光。4.公關運用。5.活動的贊助。6.利用品牌延伸。

7. 利用暗示。8.品牌回想需要重複。9.品牌回想的額外好處。接著在知覺

品質方面則要做到：1.對品質的承諾。2.提高品質追求的文化。3.消費者訊

息的投入。4.品質的具體標準。5.允許創新。6.符合或超越消費者的預期。 

最後在品牌聯想方面考慮：1.競爭性定位的思考。2.提供消費者購買的理

由。3.附加價值的提供。4.形成第一的差異化。5.行銷活動的一致性。6.時

間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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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
權
益

品
牌
忠
誠
度 

 降低行銷成本 

 提昇與通路商的議

價能力 

 吸引新顧客 

 創造知名度 

 使消費者安心 

 提供面臨競爭者威

脅時的緩衝

品
牌
知
名
度

 品牌聯想的基準點 

 熟悉—喜好連結 

 實體或承諾的訊號 

 可列為被考慮的品牌 

品
牌
聯
想

 提供購買的原因 

 用以差異化與市場定

位 

 價格的基礎 

 引起通路成員的興趣 

 幫助品牌延伸 

知
覺
品
質

 幫助消費者處理資訊 

 用以差異化與市場定

位 

 提供購買的原因 

 創造正面的價值與感

覺 

 品牌延伸的基礎 

其
他
專
屬
品
牌
權
益

 創造競爭優勢 

藉由提供消費者 

 資訊解釋或處理

能力 

 購買決策時的信

心 

 使用的滿意度 

來提供消費者價值

藉由提供廠商 

 行銷方案的效率

與效果 

 品牌忠誠度 

 價格溢酬與利潤

 品牌延伸 

 配銷活動的槓桿

效果 

 阻擋競爭者的競

爭優勢 

來提供廠商價值 

圖 2-5 Aaker 的品牌權益的構面及其價值 

資料來源：Aaker (1991) “Managing Brand Equity,＂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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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對於品牌經營的影響 

（一）網際網路的特性 

網際網路是具有非常獨特性質的溝通管道，Mougayar(1998)與 Dutta, Kwan 

and Segev(1998)就提出了網際網路對企業產生影響的特性，大致可以整理

出以下三點： 

1. 互動性：網際網路下，使用者可以與遠端的人員相互溝通文字、影

像、聲音，這些溝通不是地理區域、時間的限制，可以即時與顧客

互動，這代表顧客關係的全新詮釋。 

2. 主動性：網際網路簡化了建立關係的程序 

3. 連結性：具有快速成長、開放性的本質，不僅本身形成一個市場，

也將全球市場相連結。這個特性強化了組織與顧客間的溝通協調機

制。 

Aaker(2000)則提出網際網路具有三種有特性： 

1. 互動性：網友可以主動交流、藉由網路連結與公司、品牌、其他使

用者互動。 

2. 提供最新、最豐富的資訊：網際網路可以提供超越任何媒體的資訊

完整性，除了廠商可以提供資訊外，其他媒體的資訊也被整合在網

際網路中，加上其他資訊來源，各種不同的訊息都可以從網際網路

中獲得。 

3. 個人化體驗：網路訊息並非全盤接收，瀏覽者可以選擇想要獲得的

資訊，從被動的接受者成為主動者，這代表客製化資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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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網際網路特性品牌，可以歸納網際網路創造網網相連的脈絡管道，其

互動可以刺激密集、熱情的品牌溝通方式，同時創造品牌經驗的社交關

係。完整的品牌資訊包含訊息，可以加深品牌與消費者的關係。這種溝通

不僅包括產品或企業本身，包括與品牌形象相關的資訊提供，也創造與顧

客更深的關係。而網際網路的資料庫應用，讓企業可以針對顧客瀏覽的紀

錄及其留下的資訊，創造為顧客量身打造的品牌經驗。這些都創造出更豐

富、獨特的品牌聯想性，及更密切的顧客關係。 

（二）網路打造品牌的工具 

Angehm and Meyer(1997)將網路策略區分為四種型態，分別是 

1. 虛擬資訊環境：公布與存取公司的產品與相關服務等資訊 

2. 虛擬溝通環境：從事公共關係與客戶服務 

3. 虛擬行銷環境：配銷產品與服務 

4. 虛擬交易環境：執行企業相關的交易 

這些工具，都可以歸納進 Aaker(2000)六大打造品牌的工具，分別是： 

1. 網站：品牌或產品網站 

2. 廣告與贊助活動：各種廣告模式或贊助其他網站的特定內容，例如

2006 年福特汽車贊助聯合新聞網世界杯足球賽專輯網頁。 

3. 企業內部網路：組織內部溝通品牌、品牌識別、品牌策略的最佳管道。 

4. 顧客外部網路：提供顧客取得資訊、連結訂單、及時獲得支援。 

5. 網路公關：包括社群、聊天室與其他相關網頁的管理。 

6. 電子郵件：最基本的個人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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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工具，實際上整合的所有的網路活動，包括網路行銷、網路公

關、網路廣告、線上購物等等網路所有的活動，可以說網路是由資訊

所構成，以品牌的概念進行資訊的管理與運用，利用網站為核心，不

斷向外擴張和延伸。 

（三）品牌於網站的應用 

Aaker(2000)認為網站居於品牌打造的關鍵性角色，主要因為可以傳遞

資訊，創造經驗和聯想性，且可以加以控制，與品牌密切結合，瀏覽

者對網站肯定，就可能加入書籤，建立深入的關係。部落格是功能較

完整，操作更容易的網站格式，因此部落格則更進一步，利用 Rss 訂

閱的功能，瀏覽者可以及時知道部落格更新以及回覆的訊息。 

Aaker(2000)在打造網站成為有效的品牌工具上，提供五大綱領，將其

與部落格特性相結合，加以討論： 

1. 創造正面品牌經驗： 

網站應該具備三個基本特徵，才能傳遞出一種正面的品牌經驗 

(1) 容易上手使用：相較一般網站，部落格具備容易操作的特性，

相較一般網頁，具有相當清楚的格式。 

(2) 有值得造訪的理由：要吸引網友的訂閱或收藏，網站必須提供

資訊、交易、娛樂、社交經驗方面的價值。網站提供的價值，

可以強化功能性、情感性與自我表達性的利益。部落格擁有提

供銷售資訊、甚至線上購買的服務，提供交易的價值。而部落

格容易加入影音檔、flash 檔案以及下載的操作介面，讓管理者

很容易創造部落格的娛樂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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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充分利用網路的獨特特徵：互動性、參與性和即時性。部落格

本身可以容易的更新，提供更豐富的訊息。具備回應與引用的功

能，強化了互動性與參與性。 

2. 反應並支援品牌 

  網站為創造深刻的使用經驗，創造並支援品牌聯想性，包括了 

(1) 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必須在以品牌識別為核心推動，整體的頁面

設計必須能創造品牌情境。部落格的設計一般較為簡單，外觀的

設計較為固定，因此品牌相關的重點應放在溝通品牌識別。 

(2) 提供服務/產品之外的訊息：提供更多方面的訊息，創造權威性，

以此建立影響力。部落格本身設計，使得管理者可以提供更多方

面的資訊，並利用串連權威性組織或個人部落格，建立影響力。 

3. 支援其他溝通工具產生綜效 

網站以豐富、參與性與真實性的方式來呈現品牌，並為其他溝通活

動提供基礎。支援廣告、贊助活動、促銷活動其宣傳活動，並吸引

訪客，增加品牌的能見度。 

4. 為忠實顧客提供一個家 

提供顧客各種資訊、與同好交流的樞紐，並提供顧客瞭解品牌的傳承

和故事。 

5. 以網站形成的副品牌代表的豐富內容形成差異化的手段 

網站具有吸引力的服務甚至網站本身在累積足夠的影響力後，形成一

種副品牌，成為公司差異化競爭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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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部落格與品牌 

整理部落格的特性與網站品牌經營，可以歸納出下列三個要點： 

1. 利用部落格創造正面品牌的經驗 

部落格給予使用者和瀏覽者更大的自由度，讓瀏覽者輕易瞭解網站結

構，事實上，好的部落格不僅創造正面的品牌經驗，有效的操作及利

用，甚至可以成功改變品牌形象。最常被人提出的就是微軟利用部落

格改善企業形象。微軟公司由於龐大而強勢的市場地位而飽受批評，

其形象一直相當負面。在微軟公司的支持下，公元 2000 年起微軟的員

工開始設立部落格，從員工的角度報導公司的文化、事件與價值，而

官方部落格「第九頻道」在 2004 年成立，融合訪問員工的影片、供軟

體工程討論各式議題的論壇、讓產品開發小組與顧客共同投入軟體設

計的維基(wiki)系統、並刊登顧客的意見與照片。這個部落格兼具品牌

精神、社群與娛樂，配合公司改善品牌形象的其他作為，成功的改善

公司品牌形象 (李宛蓉,2006；洪慧芳,2006) 。 

2. 支援品牌 

做為品牌的溝通工具，本身必須具備豐富的內容，這點部落格容易操作、

上傳的優點更為明確。部落格本身可以提供豐富的資訊外，部落格的串

連，不僅提升部落格在網路的影響力，也建立部落格的品牌形象。 

時報旅行社是台灣利用部落格創造品牌價值，形成差異化的競爭策略

的典範。時報旅行社的員工利用部落格分享出團的照片和遊記，形成

部落格圈，每個負責不同區域的導遊也會討論當地的風俗民情以及出

團資訊，創造出權威性和資訊價值，同時也可以及時回應顧客訊息並

獲得顧客的資料和意見，而時報旅遊也針對部落客設計出部落格旅行

團，兼顧品牌經營和產品銷售。（林吟品,200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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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動與服務： 

事實上，在前兩項中，都會提及社群的經營和互動性，但是部落格的

功能中，大量強化了互動和服務的功能，使得品牌和顧客的互動可以

更為迅速、深入，因此部落格的互動性和參與性高於一般網頁。部落

格不僅可以強化與顧客的互動，也可以及時提供服務與回應。 

2004 年有人宣稱可以用一支原子筆破解美國暢銷自行車大鎖製造商

可利泰（Kryptonite）的大鎖，並將此一訊息於網路公布，此一訊息在

部落格圈快速散佈，不久美國最受歡迎的部落格之一 Engadget(www. 

Engadget.com)也跟進報導，這個每天點閱人次達 25 萬的部落格還提供

實際開鎖的影片，引起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和美聯社報導，使該公

司不得不出面回應。最終該公司的業務因集體訴訟案大受影響，該公

司後來進行全面的換鎖活動，蒙受鉅額的損失。 

若該公司可以在部落格快速的回應此一問題，這個問題對於公司的傷

害就能夠有效降低，也不會受到商譽的損失。從另外一面看來，如果

該公司在此一訊息一開始就積極提出產品改善的對策，並藉此蒐集顧

客意見，未嘗不是新產品的商機。(李宛蓉,2006；洪慧芳,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