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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企業為何成立部落格，以及如何經營部落格，企業部落

格究竟帶來了哪些效益。目前台灣持續經營的企業部落格案例仍很少，本研究嘗

試從三個個案的研究，提出研究結論，以回應研究問題。並探討企業部落格在台

灣較國外不興盛之原因。 

【研究問題一】企業成立部落格的動機與決策過程為何? 

一、企業成立部落格通常由熟悉部落格的員工，瞭解部落格的功能、容易使用與

維護、成本低的特性，而提出採用部落格的構想，主管同意而給予時間經營，是

一個由下而上的過程，和企業一般的決策過程不同。企業成立部落格的除了與顧

客溝通之外，還有行銷公關、經營社群等不同目的。 

根據研究發現一和二，台灣大部分的企業對於部落格採用都處於被動，本研

究意外地發現，企業成立企業部落格的構想，通常是由熟悉部落格使用的員工所

提出。由於員工本身了解部落格優於其他工具的相對優勢，容易使用及維護、成

本低可嘗試經營的特性，認為部落格可以作為與顧客溝通的管道，以及應用於經

營社群、吸引網友以開發潛在顧客、公關及網路活動，而向主管提出經營部落格

的構想。主管同意後，分配時間資源讓熟悉部落格的員工經營部落格，才得以持

續經營部落格，和企業一般的決策過程不同。因此目前在台灣的企業，內部必須

要有熟悉部落格的人才，以及肯投入資源的主管，才會有經營企業部落格的環境。 

【研究問題二】企業如何經營部落格的虛擬社群?  

二、企業部落格可以向個人部落格合作與學習，在吸引網友方面，企業可以和個

人部落客合作，提供專業、有趣的內容。企業部落格應時常舉辦邀請網友參與互

動的活動。在經營上，企業部落格經營者應多呈現個人的特色，並熱情回應網友，

時常拜訪網友的部落格，與網友建立關係。 

部落格本質為草根媒體，企業將部落格拿來應用於企業目的，要注意企業部

落格的定位介於個人部落格和商業應用之間。企業若只是將部落格視為低成本的

行銷管道，向顧客推銷產品，部落格終究會乏人問津。目前台灣企業部落格的瀏

覽量和排名，遠不及個人經營的部落格。台灣網友閱讀的部落格，有四成為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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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落格，其次為內容豐富的部落格，主題以旅遊札記、生活記錄和美食報導、

幽默趣味為主。企業可以加以運用個人部落客的文章，以及向個人部落客經營手

法學習。根據研究發現三、四、五，企業在吸引網友、增加參與和建立忠誠度的

作法如下： 

1. 吸引網友：企業以本身網站的流量資源、部落格貼紙或是搜尋引擎，吸引網

友來到部落格。企業除了員工自行撰寫文章外，企業可以花費稿費和人氣高的個

人部落客合作，準備有趣、專業的內容，吸引網友來閱讀。並時常更新部落格的

內容，吸引網友再回來。 

2. 增加參與和激勵：企業舉辦活動邀請網友在部落格上參與分享和創作，能增

加與網友的互動以及網友停留的時間，也可以促進網友再回來，並為部落格增添

內容。企業對於分享優質內容的網友，除了給於物質的鼓勵外，也應提供精神上

的激勵。 

3. 建立忠誠度：經營部落格者應多揭露個人資訊，如個人的名稱、照片，讓網

友知道他們對話的對象是活生生的個人，而不是冰冷的企業，並熱情回應網友，

時常拜訪網友的部落格，與網友建立關係。此外，透過舉辦實體活動，有助於建

立企業與網友、網友之間的關係。 

 

【研究問題三】企業透過部落格與顧客共創價值，需具備哪些要素? 

三、企業以部落格和網友共創價值應具備以下要素：企業與顧客都感興趣的主

題；有價值的資訊和美好的經驗；真實透明；制定網友回應規則。 

 

根據研究發現六，企業以部落格作為和網友共創價值的平台，部落格應具備

以下要素： 

1. 企業與顧客都感興趣的主題 

企業應具備和顧客溝通的意願，部落格的主題必須是網友感興趣，願意上來互動

的議題。 

2. 有價值的資訊和美好的經驗 

企業部落格準備有價值的資訊，讓網友到部落格上能取得資訊，並經常舉辦活

動，邀請網友在部落格分享和創作，讓網友在參與活動的過程得到美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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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真實透明 

以往企業和顧客溝通的內容，無論是行銷的文案，或是公關稿都是經過包裝修飾

的文字，但是企業若希望在部落格上和顧客溝通，必須秉持真實透明的原則。企

業部落格上呈現的企業文化等資訊，及部落格經營者的個人資訊，有助於吸引網

友和其互動，及和網友建立關係，增加網友的忠誠度。 

4. 制定網友回應規則 

部落格為開放的管道，網友在部落格上反應負面意見的情況難以避免，企業若適

度限制能來回應文章的網友資格，或是規定回應的網友要留下個人部落格網址或

e-mail，以確保網友回應的品質與身份，避免網友匿名謾罵的情況發生。目前台

灣的企業部落格未制定網友回應的規範，也沒有明確說明企業對於顧客回應內容

的使用方式。 

【研究問題四】部落格能讓企業與顧客共創什麼價值? 又為企業帶來什麼效益? 

四、企業持續投入時間經營部落格，能透過部落格與顧客共創價值，這些共創的

價值挹注回企業，使企業只需花費少許的錢，就能帶來效益，整理如表六-1。 

 根據研究發現七、八，企業若能夠持續地經營部落格，只需投入少量的預算，

就能和顧客共創價值，這些共創的價值溢注回企業，為企業帶來比其他行銷管道

更大效益。此外，本研究發現能具體衡量部落格效益的指標包含：部落格的瀏覽

量可以衡量為企業增加的曝光度；部落格的回應數量能夠衡量與顧客對話的數量

或累積的顧客知識；所搭配活動的參加人數可以了解部落格的行銷結果；媒體報

導篇數能證明部落格公關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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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六-1 企業部落格共創的價值與效益 

 價值或效益 描述 

 

 

與顧客共

創的價值 

與顧客對話 企業透過部落格能不受時空的限制，與眾多的網友

對話，即時解決顧客的疑問，能節省客服的成本，

及幫助企業更了解顧客的需求。 

顧客知識 企業能邀請網友分享意見，有助於產品或服務的改

善，或向網友徵稿，更豐富部落格的內容。 

口耳相傳的

效益 

企業製作網友喜歡的部落格貼紙等內容，讓網友放

在個人的部落格，分享給他的朋友。 

 

 

對企業的

效益 

澄清媒體錯

誤報導 

部落格讓企業能直接跳過大眾媒體，向顧客澄清媒

體的錯誤報導。 

品牌形象 提升品牌能見度，塑造企業人性化的一面，及帶給

顧客正面的品牌經驗。 

提升搜尋引

擎的排名 

部落格能使潛在顧客在搜尋企業、與企業相關的關

鍵字時，容易連到企業的網站或部落格。 

參考資料：本研究整理 

 

【其他結論】台灣企業部落格不興盛的原因為何? 

五、   台灣企業部落格相較於外國少，除了因為台灣本身部落格起步慢，台灣

企業看重短期的效益的心態，而不願投入部落格，少有企業的高層想以部落格和

顧客直接對話，另外台灣還沒有專業的企業部落格顧問形成以輔導企業，這些因

素導致目前的企業部落格仍很零星。 

根據第五章第一節的國內外情境的比較，本研究認為台灣企業部落格相較於

國外發展慢，有以下幾項原因： 

1.台灣部落格從 2005 年才開始漸漸普及，比國外 2003 年開始普及晚兩年左右，

2004 年許多美國的企業開始成立部落格，而在台灣 2005 年第一家企業部落格為

時報旅遊所設立，2006 年開始其他企業才開始設立部落格。 



192 
 

2.台灣的企業看重短期的效益，不願花時間投入需要長期投資才有效益的企業部

落格。 

3.台灣企業高層未重視部落格的力量，不願意利用部落格和顧客對話，因而台灣

的企業部落格多由基層員工或中階主管主導，缺乏高階主管加持。而國外由企業

領導人成立的 CEO 部落格，則高達 277 個。 

4.台灣目前還沒有專門的企業部落格顧問公司，為企業提供專業的建議，以補足

企業內部人才的不足。而在美國至少有 25 家以上的企業部落格顧問。 

5. 台灣網友閱讀及使用部落格，多在個人人際用途，閱讀部落格的內容多為旅

遊札記、生活記錄和美食等，台灣的部落格前一百名大多是個人的部落格，罕見

企業成立的部落格，排名最前面的毛寶部落格只有 401 名，很難和個人部落格匹

敵。反觀美國的網友除了在部落格上記錄個人生活之外，很多人利用部落格談論

公共議題，Technorati 的排行榜，前一百名中有許多企業或組織成立的部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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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實務上之建議 

本研究透過三個個案的初步研究，以及國內外企業部落格發展的比較，對想

要成立部落格的企業，以及已經成立部落格的企業提出建議，並提出對顧問產業

的建議。 

一、 對企業的建議 

1. 企業部落格的主題有多元發展的空間 

企業部落格的特性介於個人與商業之間，有很多不同的發展方向及應用，企

業可以向個人部落格借鏡，發揮創意，擬定能夠吸引網友目光的主題。部落格最

早及最普遍的應用是個人的日記，企業將部落格這個「草根媒體」應用於企業目

的，其實定位上介於個人與商業之間的模糊地帶，有很大發展空間。本研究提出

企業部落格有許多不同的發展方向，如下述供企業參考。 

 員工部落格：企業可以鼓勵員工成立自己的部落格，例如昇陽鼓勵員工成立

部落格，有四千多位員工將個人部落格掛在昇陽企業部落格入口之下。而台

灣的中國廣播，每位主播自發性地成立個人部落格，可惜這些部落格缺乏統

一的入口。 

 CEO 部落格：企業的領導人若親自來撰寫部落格，勢必吸引許多網友的目

光，如果和網友有良好的互動，企業高階主管能直接從部落格能得到許多顧

客的意見。如通用汽車副總裁 Bob Rutz 經營的 FastLane 部落格，讓通用汽

車能傾聽和回應顧客的聲音，就是很好的例子，而郭台銘的部落格吸引了一

百多萬的瀏覽人次，但只有五篇文章，也鮮少回應網友。 

 趣味部落格：2007 年華文部落格大獎「年度部落格」得主小劍劍，在他的

部落格上以搞笑的照片和影片，呈現他當農夫的生活。後來他也開始在網路

上賣米，推廣台灣農業。 

 顧客社群部落格：微軟和昇陽運用部落格，經營軟體工程師開發社群。 

 與企業不直接關係的社群：毛寶的部落格和企業本身沒有直接關聯，找來十

多位個人部落客合作，經營沒有商業氣味的生活類社群。 



194 
 

2. 企業應培養企業部落格的經營者 

企業應珍惜企業內熟悉部落格的人才，將適合人選培養成為企業部落格經營

者，經營部落格者最好能經營自己的品牌，用自己的筆名發言，而非企業的名稱，

較能得到網友的信任，而與他對話，進而建立關係。如果企業內部沒有熟悉部落

格的員工時，企業主管應讓願意投資員工，讓員工有時間去學習，例如經營毛寶

部落格的吳瑞華女士，就是從對網路不熟習，慢慢學起。或是企業能找專業的顧

問團隊，和企業員工合作。 

員工經營企業部落格，對外是代表企業，企業除了充分尊重員工給予自主權

之外，但還是應適度的規範。此外，企業在規劃企業部落格時，也要思考經營部

落格的員工如果離職，該如何處理。例如原本任職時報旅遊的查理王離職後，時

報旅遊不知如何處理部落格上查理王的文章。而 Yahoo!奇摩拍賣部落格是由小

管家團隊經營，其中的經營者老查因為換部門，選擇悄悄的離開。 

3. 設定回應規則或適度的限制資格，管理與避免網友的負面批評 

許多企業對於成立部落格卻步，因為擔心網友在企業部落格上批評，而不知

道如何處理。事實上，網友的負面意見並不是壞事，網友到企業部落格上抱怨，

反而能讓企業有機會向網友解釋，把事件做最好的處理。網友的批評也可能是企

業進步的動力。 

而網友沒有根據的漫罵，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企業可以在部落格上制定部落

格的規則，例如通用汽車的 FastLane 部落格就清楚的寫出：部落格會刪除攻擊

性的回應。或是限制回應文章須具備會員資格，亦或限制留下個人的部落格網

址、email，不能匿名回應。例如 Yahoo!奇摩拍賣就有限定必須要是 Yahoo!奇摩

的會員才能回應，而且拍賣有一套刪除回應的原則。拍賣手續費事件時，網友在

部落格上的負面回應，比討論區理性得多。而當時 Yahoo!奇摩拍賣部落格讓拍

賣能持續和網友對話及解釋，而不是一直被動地挨罵。 

知名部落客查理王表示到企業部落格上搗亂的人不多，和討論區或 BBS 不

同，在部落格圈中，每一個人都是一個部落客，留言時要具名，如果是匿名留言，

企業有權刪除負面的批評129 

企業在成立部落格前，應仔細規劃部落格相關的規則，制定一旦網友有網友

的負面批評時，要由誰依據什麼原則來處理，並和公關部門互相搭配。 

 

                                                 
129「部落格有啥了不起」，中廣廣播節目查理王專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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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企業部落格的語言種類，以擴大溝通的對象 

許多台灣的個人部落格有簡體中文的版本，也吸引了許多中國的網友回應。

如果企業的產品有銷售到中國市場，企業可以直接多設立一個簡體中文的版本，

或是到中國的 BSP 成立部落格，增加在中國市場的知名度，與中國的顧客互動。

部落格同時也是可以國際行銷的管道，例如台灣的威盛電子為推廣ＵＭＰＣ

（Ultra Mobile PC）的概念，以及威盛的低耗電處理器產品，而雇用十二名外籍

人士組成國際行銷團隊，用英文及簡體中文寫部落格。昇陽和 Google 的部落格

都有十幾種語言的版本，台灣的國際品牌可以考慮設立多種語言的部落格，擴展

國際的知名度。 

5. 企業部落格也可能失敗 

企業部落格如果內容造假、主題無法吸引網友，或是主管不給予資源經營，

企業就算成立了部落格也會失敗。國外七喜成立的狂牛部落格，因為雇用部落客

稱讚產品，而遭網友抵制，對品牌反而造成傷害，企業經營部落格需要秉持真實

的原則。觀察台灣已成立的企業部落格中，有一些部落格內容和企業沒有相關，

或是部落格只有官方的產品介紹乏人問津。而有的部落格沒有持續經營已經停

擺，但還是掛在網路上，網友連到這些部落格看不到他想看的資訊，或是問問題

沒人回應，反而會帶來不好的品牌經驗。 

企業設立部落格前，應思考部落格的主軸，要和網友溝通什麼，開始經營後，

要持續投入部落格。此外，並不是每個企業或產品都適合設立部落格，企業的顧

客族群如果有上網習慣，較適合設立部落格，企業的文化如果較開放、願意授權

給員工，較適合成立部落格。 

二、對未來企業部落格顧問的建議 

1. 風潮音樂輔導音樂人經營部落格的方式，很值得未來幫企業輔導經營部落格

的顧問業參考。風潮音樂輔導對於電腦網路陌生的音樂人時，會先讓音樂人了解

部落格是什麼，以及部落格的好處，接下來了解音樂人的興趣，抓出二到三個部

落格的主軸，設定部落格的主題。然後告訴音樂人不要擔心格式，先專注內容，

再慢慢教會他們如何自行上傳文章。這樣的方式，是企業部落格顧問可以用來輔

導企業或是 CEO 經營部落格可以借鏡的。 

 

貳、研究限制 



196 
 

台灣的企業部落格的發展，至今只有兩年多，企業經營部落格的案例仍很稀

少，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之研究，有以下幾點研究限制： 

1. 研究個案仍在發展中 

台灣的企業部落格發展尚在起步的階段，企業成立部落格的案例仍很少，本研究

以三個瀏覽量高、和顧客互動較多的企業部落格個案，初步探討企業利用部落格

經營社群及與顧客共創價值。然而此三個企業部落格社群還在發展中，還不足以

稱為成功，因為還沒有證據證明企業部落格對品牌形象產生影響，部落格上顧客

創造的知識也還未產生明確的價值。 

2. 研究架構仍有改進的空間 

目前國內外研究企業部落格的文獻仍很稀少，而且缺乏討論顧客社群共創價值的

理論，本研究嘗試綜合社群經營、共創價值與創新決策模型的理論，初步探討企

業部落格的經營，此架構可能仍有改進的空間。 

Rogers(2003)提出的五個創新特性，主要是探討使用者在採用產品所認知的特

性，但用來解釋企業採用部落格的決策時無法涵蓋所有的面向，例如部落格是具

有社群性的工具，若企業所面對的顧客社群，具有熱情及較強的社群凝聚力，則

企業較可能採用部落格，企業經營部落格社群也較容易成功。 

 

参、後續研究建議 

越來越多台灣企業開始考慮成立企業部落格，企業部落格的主題及形式仍有

多元發展的空間。隨著未來台灣網友對於部落格使用更加普及，以及企業對於部

落格接受的程度提高，將有更多值得研究的議題。本研究的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1. 追蹤本研究個案的後續發展 

本研究的三個企業部落格社群還在發展中，後續研究者可以追蹤此三個個案的發

展情形，部落格是否帶來更明確的效益，以及是否持續經營。 

2. 針對參與企業部落格的顧客之研究 

本研究較缺乏深入了解顧客的意見，後續研究可以針對顧客參與共創價值的動

機、企業部落格使顧客對企業觀感的影響，對顧客作深入的訪談，或是量化的研

究。 

3. 針對企業部落格經營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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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個案中，有一家企業的部落格經營者，本身就是資深的部落客，另兩家

則否。企業部落格應由那一個部門、什麼樣的員工，或是外部專業的部落客經營，

以及企業對於經營部落格者的發言是否應該規範，如何避免負責部落格的員工離

職所造成問題，都是後續研究可以探討的議題。 

4. 探討企業以討論區或維基系統與顧客共創價值 

企業在部落格放了哪些主題，顧客大多只能針對這些主題回應，企業部落格沒有

達到像是討論區、維基系統的功能，顧客可以自行發表主題開啟討論。後續研究

可以針對企業設立的討論區、維基系統，探討企業如何與顧客共創價值。 

5. 針對企業部落格的效益衡量作研究 

本研究初步發現能夠具體衡量部落格的效益指標包含：部落格的瀏覽量、部落格

的回應數量、所搭配活動的參加人數、媒體報導篇數。本研究透過訪談企業與專

家，以及文獻蒐集，有提到企業部落格對於搜尋引擎優化(SEO)的效果，後續研

究可以針對企業部落格的效益衡量作更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