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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多螢幕併用的現代，消費者越來越常透過各種不同的螢幕與
貴公司接觸，這其中潛藏著龐大新商機！不過，若是您的網站
無法藉由各種螢幕 (包括較小的智慧型手機螢幕、平板電腦和
電腦螢幕) 滿足顧客所需，這些商機恐怕只是空談。
本白皮書將探討多螢幕網站最常使用的架構，教您如何為使用
者打造良好的使用者介面，同時避免一些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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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平板電腦、筆電、電腦和智慧型手機，已成為人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跨螢幕上網裝置。
在未來數月或數年內，隨著穿戴裝置和其他上網裝
置陸續登場，多螢幕上網的各種組合勢必變得更加
複雜。
多螢幕上網這個趨勢為各行各業帶來了全新的龐大
商機，但企業必須做好迎接多螢幕浪潮的準備，透
過各種不同的螢幕接觸消費者，才能一舉攀上浪
頭。因此，企業要把握每一個關鍵時刻，在建立網
站時必須考慮電腦和手持裝置等不同螢幕的特性，
滿足不同裝置的使用者需求。
在多螢幕世代中，行動裝置卻是許多企業最容易
忽略的一環。本白皮書將帶您找出最適合您的

行動裝置方案。我們會針對各種做法加以說明，
讓您瞭解如何建立與行動客戶互動順暢的行動網
站，並分析各種做法的優缺點和影響。

本文主題包括：
1 準備邁入行動化
2 選擇最符合您需求的技術
3 打造良好的使用環境，避免常見錯誤
4 評估不同螢幕的成效
在探討這些主題前，讓我們先深入瞭解今日消費
者的特性和他們的期待。

多螢幕時代消費者
在今日，對許多人來說，多螢幕已經不是新鮮
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隨時會使用身
邊最容易取得的裝置，譬如吃飯用餐時使用電
腦、臨睡前使用平板電腦，或是逛街購物時使用
智慧型手機。
無論使用哪種裝置，使用者所需要的不外乎是螢
幕能夠順暢運作。他們不希望瀏覽網頁時還要雙
指撥動、滑動網頁，或為了填寫表單或下單購物
而眼花手亂。
尤其在空間小而珍貴的 7 吋以下螢幕上瀏覽網
頁，這種期待更是明顯。這類小尺寸螢幕正是
多螢幕發展趨勢中成長速度最快的裝置：全球行
動用戶人數已達 15 億，成長率更是達到驚人的
31%1。以美國為例，智慧型手機普及率甚至已經
超過 61%2。

因此，設計適合透過行動裝置瀏覽的網站是您整
體多螢幕計劃中的要項。這需要周詳規劃、投
入資源、運用合適工具，才能達成。行動裝置
有其獨特操作方式，不僅螢幕小，且介面以觸控
方式操控，而非滑鼠。在功能上，智慧型手機增
加了一些專為行動使用者設計的功能，譬如相
機、GPS 和電話；此外，電腦使用者通常必須坐
在電腦桌前使用電腦，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則可以
隨時隨地使用智慧型手機。
由此可見，針對各種不同螢幕、不同情境來打造
最佳的使用環境，無疑是一大挑戰。事實上，這
也是當今行銷人員最無法掌握使用者之處。但
是，設計符合使用者操作需求的多螢幕網站，絕
對值得投注心力，因為這對於您強化品牌、建立
長遠客戶關係、帶動業績成長影響甚鉅！

現在就來談談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KPCB「Internet Trends」，2013 年。
2
「Our Mobile Planet」，Google 研究報告，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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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準備邁入行動化

多螢幕策略必須符合客戶和業務的需求。
您希望網站達成哪些目標？客戶會有什麼期待？

為使用者定義「價值主張」，這正
是以下問題的答案：「為什麼使用
者要造訪貴公司的網站、選擇貴
公司的產品或服務？」您應該將這
個價值主張充分反映在提供給使用者的產品或服
務、使用者對您網站的期待，以及可讓使用者從
您網站中完成的事項上。

掌握這些資訊，也就為您的全新多螢幕策略藍圖
奠定了基礎。若是分析資料顯示智慧型手機使用
者瀏覽您網站中特定內容，您就可以將這些內容
放置在行動網站的重要位置。若是部分網站內容
的行動使用者跳出率 (也就是使用者剛到達網頁
便隨即離開) 相當高，您可能就必須在新網站設
計中加以改善。

您必須充分瞭解多螢幕使用者在您目前網站上看
到哪些內容，他們又有哪些需求。分析程式 (如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將能協助您瞭解目前行動
使用者來自哪些裝置、他們在您網站上執行了哪
些動作，以及他們的行為與電腦使用者有何不同
(譬如您可以比較不同裝置上的搜尋查詢)。若您
的網站是個電子商務網站，您還必須查看不同裝
置的轉換率，並對各種裝置執行轉換流程分析。

此外，還有一個現象要注意：對越來越多的使用
者來說，行動裝置已經成為他們所使用的唯一螢
幕；這個現象在新興市場和全世界的年輕族群身
上更是明顯。因此，千萬不可將行動裝置視為「
額外」螢幕；行動網站務必提供完整功能。

3

1

做好準備邁入行動化

以下說明如何讓您的網站既能充分顯現價值主張，
又能滿足所有多螢幕使用者的期待
打造熟悉的使用環境

發揮行動裝置完整功能

對於習慣使用電腦螢幕的使用者來說，他們會希
望其他裝置的螢幕也能提供相同的基本內容和順
暢的瀏覽體驗，因此，兩全其美的做法就是一方
面保留他們熟悉的功能，另一方面打造適合行動
裝置和平板電腦的使用介面。

問問開發團隊：如何充分發揮不同裝置功能呈現
公司的價值主張？舉例來說，連鎖電影院可以根
據使用者智慧型手機上的 GPS 位置，提供附近
電影院位置資訊和接下來的場次時刻表；職業球
隊則可以在網站上提供影片上傳功能，讓球迷將
他們用照相手機錄下來的比賽影片直接上傳到
YouTube。建議您重新思考網站的規劃方向，讓
行動網站充分發揮行動裝置的強大影響力，客戶
一定會很喜歡！

如果您的電腦網站有些複雜工具或元素 (譬如，
互動式汽車配置工具) 不容易轉換成行動版，您
可以在行動網站上提供簡易功能，另外再提供完
整電腦網站的連結，讓使用者自己選擇喜愛的操
作環境。

以使用者的情境為出發點
設身處地想想不同裝置的使用者對您網站的需
求。對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行動使用者來說, 他們可
能希望網站提供商家位置或電話號碼。
這些功能在您行動網站上容易找到嗎？在設想另
一個情境：如果顧客就在您的店裡, 一面挑選洗衣
機, 一面透過網路查詢是否有人評論過這些洗衣
機。您的網站能提供這項功能嗎？

不要怯於從競爭對手網站上瞭解
業界趨勢。在他們的網站上，您
或許能瞭解業界當前的行動網路
標準，也可以參考他們的網站功
能，應用在您的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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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技術

要設定適合所有螢幕瀏覽的網站，方法有很多種，至於
哪種方法最適合您，主要看您品牌和業務的需求而定。
要考量的重點包括：成本、所需建立時間、可用人力和
硬體架構，以及您顧客的需求。

無論選擇哪種設計方法，以基本原則來說，建議您將網域架設在單一網域
中，譬如 example.com

如果您的電腦網站架設在 example.com 上, 儘
量不要將行動網站架設在另一個網域上，例如
a.com/example。

只不過這可能會影響到載入時間 (請參見第 11 頁
說明)。最好架設在單一網域上，這樣才能在使用
者心目中樹立您的品牌和網址的價值。

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常會建議您架設在另一個網域
上, 但這只會造成使用者的混淆。將行動網站架
設在子網域 (譬如 m.example.com) 上是可行的,

根據上述原則，現在我們來談談如何建立適合透
過行動裝置瀏覽的網站，建立行動網站時，請參
考下列三種基本做法：回應式設計、動態放送和
完全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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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技術

回應式設計 (Responsive Web Design)
「回應式網頁設計」是一種相當省事的設計技巧，在這種做法下，所有
平台全部使用同一套 HTML 程式碼。

也就是說，所有瀏覽裝置都會從相同網址讀取相
同程式碼。內容會根據預先定義的中斷點和流動
式網格 (fluid grid)，自行縮放來配合所用的螢幕
大小。

採用「回應式網頁設計」做法必須事先詳細規
劃，一開始可能需要投入較高的成本，不過只要
針對不同裝置訂出策略後，後續維護工作就可以
省下許多人力。

優點：

適用對象：

• 一個網址就能連到所有內容。
同樣的內容有單一網址，方便使用者與您的內
容互動、與他人分享並建立連結。這樣也能讓
搜尋引擎更容易發現內容並建立索引。
• 順暢的使用流程。所有內容的呈現方式可以根
據不同裝置量身訂製，同時保留不同裝置的特
定功能。
• 顯示方向隨心所欲。
「回應式網頁設計」可隨著使用者旋轉裝置而
讓網頁自動變成橫向或直向顯示。
• 不使用重新導向。
如此將加快載入時間、提升效能。

缺點：

• 事先必須周詳規劃。
由於這種做法會讓網站共用所有 HTML 架構，
因此必須事先詳細規劃，才能為不同裝置和使
用者族群提供真正專屬且順暢的體驗，並發揮
網站最佳效能。

常見錯誤：

這種做法適合重視一致的網站環境、擁有單一網
站設計團隊，且能夠針對所有裝置進行整體規劃
的企業。(Starbucks.com、BostonGlobe.com 和
Time.com 便是採用這種做法)。日後若有新裝置
出現，「回應式網頁設計」也會隨之調整，且單
一網址也適用於連結及分享文章，既不會造成混
淆，也不必重新導向。

回應式網頁設計的搜尋引擎最佳
化 (SEO) 訣竅為了讓搜尋引擎能
完全理解網站的回應式結構，以
及電腦和行動裝置呈現內容的方
式，Google 必須擁有您 CSS、JS
和圖片檔案的完整存取權限；請
不要對 Googlebot 和 GooglebotMobile 封鎖網站資源。

• 資料膨脹。
不要讓行動使用者下載適用於大螢幕、需要較
快傳輸速度的原尺寸圖片，不妨減少 HTTP 請
求、縮小 CSS 和 JavaScript 的大小，優先載入
可見內容，並延遲處理其他一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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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技術

動態放送
這種方法可讓網頁伺服器偵測出訪客使用的裝置類型，
並顯示專為該裝置設計的客製網頁。您可以針對任何裝
置 (包括手機、平板電腦、智慧電視等) 設計客製網頁。

優點：

• 量身打造使用環境。
所有裝置的使用者都能獲得專為其裝置所設計
的內容和版面配置。
• 輕鬆進行變更。
可以單就特定螢幕大小調整內容或版面配置，
不必更動其他版本。
• 載入更迅速。
網站設計團隊可為每種裝置簡化內容，
達到最佳載入效率。
• 單一網址。
「動態放送」也與「回應式設計」相同，
能讓使用者透過一個網址連到所有內容。

缺點：

• 內容分歧。
使用多種自訂網頁意味著有多組內容是相同
的。除非您目前使用高階內容管理系統，
否則要讓不同裝置專用網頁隨時保持最新狀態
並不容易。

適用對象：
企業如果經常更新網站內容，或是常需要為特定
裝置調整顯示內容 (譬如單為行動網站進行調整)，
即可考慮採行「動態放送」。
但採用這個方案，企業需交由具專業能力的 IT 人
員 (或廠商) 來管理多組複雜性可能較高的不同網
站程式碼。

動態放送的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訣竅 Googlebot 無法立即辨別網

站是否透過「使用者代理程式」
動態放送 HTML 內容，您可以使
用標準 HTTP 標頭方法，表明伺
服器回應速度會因使用者代理程
式而異。同時確認 Googlebot 和
Googlebot-Mobile 能夠存取網頁所
有的 CSS、
JS 和圖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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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技術

常見錯誤：

• 裝置偵測方法不夠完善。
伺服器必須執行指令碼才能辨識所有可用裝
置，要是指令碼過時，就可能發生伺服器將行
動專用網站傳送給平板電腦使用者之類的問
題。另一個常見的錯誤就是，伺服器認定裝置
會採用特定網頁顯示方式 (通常是直向)，但使
用者卻以另一種方式 (也就橫向) 瀏覽網頁。
• 改變操作方式。
從各裝置看到網站若看起來差異極大，就容易
引起使用者混淆。雖然為不同大小的螢幕打造
專用網頁有其必要性，但無論採用何種格式，
品牌的外觀和風格都應易於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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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技術

行動專用網站
第三種做法是建立獨立於原電腦網站之外的行動網站。
也就是說，系統在偵測到行動訪客時，會自動將
他們重新導向到行動專用網站 (通常架設在子網
域上，譬如 m.yourname.com)。
因此，只有行動使用者才會看到行動專用網站；

使用平板電腦、具上網功能的電視或其他裝置的
使用者，看到的仍會是原電腦網站。

優點：

適用對象：

• 量身打造使用環境。
這種做法能讓您發揮最大自由度為行動使用者
打造行動專用網站。
• 輕鬆進行變更。
內容或設計變更可以僅限於行動網站，
而不會影響其他裝置。

缺點：

• 需使用多個網址。
在共用網頁的情況下，必須謹慎處理行動網站
與非行動網站間的重新導向和整合問題。重新
導向還會增加網頁載入時間。
• 內容分歧。
同時管理兩套不同內容，將使資料管理變得更
複雜。

這種做法適用於基於一些因素而必須以獨立方式
管理行動網站的企業。舉例來說，有些企業可能
會聘請另一家廠商建立行動網站，或是所需要的
行動網站結構無法以「回應式網頁設計」做法辦
到。
行動專用網站的設定工作相當簡單，費用也不
高，非常適合網站需求較基本的小型企業。

行動專用網站的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訣竅讓搜尋引擎理解對

應電腦網頁與行動網頁間的關
係。加入雙向註解可讓搜尋引
擎知道不同網址應視為單一實
體。當然也要確保 Googlebot 和
Googlebot-Mobile 都能存取您所
有網站與其中的 CSS、JS 和圖片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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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的技術

常見錯誤：

• 重新導向錯誤。
當使用者在行動裝置上連到桌機版網頁的深層
分頁時，務必確保系統不會將他們重新導向到
行動版首頁。此外，還必須避免系統將電腦版
網址重新導向到不存在的行動版網址。
• 缺少註解。
加入雙向註解可讓 Googlebot 發現您的內
容，我們的演算法也能瞭解您電腦版和行動
網頁間的關係，並以正確方式進行處理。
• 使用環境不一致。
您必須為智慧型手機網站打造與電腦網站類
似的環境，讓使用者能夠一眼認出兩者是同
個網站的不同版本，如此才能避免混淆，讓
使用者瀏覽時更順暢也更開心。

以上三種做法，包括「回應式網頁設計」、「
動態放送」和「行動專用網站」，各有優缺
點，究竟哪種最適合貴公司，建議您與所有受
影響的團隊 (包括行銷、業務、財務、營運、
技術等部門) 進行討論。您必須整合所有內部
意見，做出真正符合公司需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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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良好的使用環境

網站除了基本設定以外，要打造良好的使用環境，還必須
考量到三個重點：版面配置、內容和速度。吸引並留住使
用者的最好方式，就是確保這三方面都十分完善。
版面配置

方便以手指點擊。
對人們的手指來說，建議的最小
觸擊目標大小為 48 dp (密度獨立
像素)，觸擊目標之間至少應相隔
8 dp。如果觸擊目標過小，容易導致點擊錯誤，
帶給使用者負面的觀感。
選用合適字型。
字型大小應至少為 12 像素；要是小於這個大小，
使用者就會看不清楚內容。請務必選用簡潔且易
閱讀的字型。請盡量避免使用圖片來顯示文字。
設定合適寬度。
網路使用者大多習慣上下捲動網頁，要是網頁設
計成左右捲動，會讓使用者在操作上感到不順
暢，甚至認為您的網站不是專為小螢幕所設計。

避免使用滑鼠懸停功能。
在電腦螢幕上，滑鼠懸停功能可讓使用者發現隱
藏的內容，然而，這項功能需用到滑鼠。在平板
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等觸控螢幕上，使用者的手指
並不能像滑鼠一樣懸停在內容上。因此，請避免
使用滑鼠懸停功能，改用按鈕，讓使用者能夠以
輕點按鈕的方式顯示深層選單。
不要使用彈出式視窗。
電腦網站使用彈出式視窗已造成使用者反感，因
此，更不宜在行動網站上使用。此外，與其使用
插頁式廣告提高應用程式下載量，不如將提示內
容直接嵌入網站中。
使用有意義的按鈕。
不要讓客戶猜測點擊後會連到哪個網頁。務必明
確標示按鈕，並使用導航標記和清楚的類別名稱
(譬如「步驟 2：付款」)，讓使用者順利瀏覽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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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良好的使用環境

內容

不要塞給使用者過多資訊。
以行動網站來說，資訊多不一定是
好事。雖然您很想將電腦網頁的所
有內容全都放入行動網頁中，但請
避免這麼做。變通的做法是：

網頁要量身訂製，但不要減少功能。
對行動裝置和平板電腦使用者來說，他們希望行
動網頁也能提供與電腦網頁相同的核心功能，包
括觀看影片、購買辦公用品等。因此，請勿減少
核心內容，而是根據行動裝置螢幕的特性，重新
建構核心內容。

另外，您也必須提供完整網站的連結，方便行動
使用者切換。
仔細檢查媒體檔案。
舉例來說，許多行動裝置都無法播放 Flash 影
片。因此，請務必確認多螢幕網站上提供的媒體
檔案能在合適的螢幕上播放。
簡化結帳程序。
在行動裝置上填寫冗長的表格、用手指輸入地址
和其他資料，是件十分困難的事。要想提升轉換
率，您必須盡量簡化付款程序。讓客戶就能快速
完成結帳程序。

不要隱藏主要動作。
務必確保使用者都能快速使用網站中所有主要功
能。以零售商為例，產品搜尋和購物車 (以及適
合透過行動裝置瀏覽的專用工具，如店家搜尋器)
等功能，應該要放置在網頁中的重要位置。

速度
只有一個重點：加快速度！加快網
站執行速度，絕對能讓使用者更滿
意；尤其對於行動使用者來說，他
們可能一直在移動，資料的傳輸速
度不快，因此會特別在意執行速度。一般而言，
執行速度越快，訪客的參與度、回訪率以及產生
的轉換率就能有所提升。
這不但是 Google 搜尋的排名判斷依據，投注心
力改善網頁執行速度更可以讓收益進一步提升。
下面來看看三種應避免的常見錯誤：
HTTP 請求數超量。
雖然行動使用者可能會想比照電腦使用者執行相
同動作，但他們能執行的功能有限。譬如，頻寬
可能不穩定。為了加快執行速度，您必須刪減網
頁中會增加 HTTP 請求的元素。

圖片超載。
隨著智慧型手機螢幕功能日益強大，您或許會想
使用尺寸最大的圖片，讓智慧型手機自動依照螢
幕縮小尺寸，這可是大錯特錯！如此不僅浪費時
間，也會耗損處理能力。請針對不同裝置使用合
適的圖片大小。
檔案超載。
請想想 JavaScript 程式碼片段和 CSS 樣式是否
對行動使用者有幫助。太多 JavaScript 程式碼或
CSS 樣式恐怕會拖慢網頁執行速度。請盡量壓縮
程式碼，並全面重新編排 CSS；也務必確保瀏覽
器能夠快取資源，訪客才不必在每次載入網頁時
還要重新擷取。
如需相關詳情，以及有哪些工具能協助您提高網
站效能，請造訪 Google「Make the Web Faster」
(提高網頁速度) 網頁，網址是：
developers.google.com/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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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成效

如同電腦網站一樣，建議您持續測試、分析並調整行動網
站，以符合新裝置和新使用者瀏覽習慣及需求。
此外，也請務必追蹤分析報表，並對內容和流程執行 A/B 測試。這些工作將有助於您回答關於網站和
策略方面的問題，譬如：

您的行動訪客有哪些特徵？
您可從行動報表中找到答案。

您的網站結構是否適合透過行動裝置
瀏覽？

他們想尋找什麼資訊？

可針對網站搜尋、目標流程、瀏覽頁數和網
站速度，產生相關報表。

可查看他們造訪的內容和網站搜尋查詢。

他們在尋找時有發生任何問題嗎？
可查看跳出率和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是否有些廣告活動或網頁較適合行動
使用者瀏覽？
可查看行動版和電腦版的轉換率。

您的網站載入速度是否夠快，
而能留住使用者不跳出網站？
測試網站速度。

您的網站是否易於在手持裝置上瀏
覽？
可查看到達網頁跳出率。

電腦網站的號召圖文是否適合放在行
動網站上？
可查看行動版和電腦版的轉換率，
並執行回應式點擊追蹤。

結論

想獲得現今多螢幕上網的消費者青睞，多螢幕策略已是當
前要務。談到打造絕佳的網站設定，原則就是不能對所有
裝置一體適用。您必須考量諸多因素，打造符合自己業務
需求的網站。
在設計網站的過程中，重要的是投入時間和人力
不斷實驗及分析，不斷調整內容和版面配置。適
合其他公司的做法，不見得適合您的公司，反之
亦然。

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現在所有的行動使
用者都期待順暢簡便的使用環境。現在就召集團
隊，一起集思廣益規劃策略，打造出能夠吸引使
用者的網站！

13

結論 | 重點回顧

回應式設計

動態放送

行動專用網站

中等。應從頭開始建立，
並使用可隨螢幕大小調整
的流動式網格。

中到高；視網站複雜性和
所需建立的個別程式碼數
量而定。

簡單到中等。獨立網站可
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建立
完成。

如果建立的是基本網站，
不妨使用現有的開放原始
碼範本。如果是有加入程
式的複雜「回應式網頁設
計」網站，則需花費較多
時間。

「動態放送」可能較耗費
時間，並需要在伺服器端
進行程式設計。

小型企業可參考許多自動
化方案，立即產生行動
網站。

成效

高。不需要重新導向功
能，但必須事先通盤規
劃，才能獲得最佳效能。
資料膨脹問題是最常見的
錯誤。

高。可將網站加以簡化，
提供不同裝置所需內容，
以獲得最佳效能。

適中。圖片和其他網站內
容很容易依照小螢幕需求
進行最佳化，不過網站重
新導向功能多半會產生延
遲問題。

維護

低。網站建立完成後，所
有裝置會自動更新，也不
需要經常進行維護。

如果要以手動方式進行維
護工作，則需要許多人
力。許多網站都會採用內
容管理系統，以免動用過
多人力，同時也能在所有
範本上自動發佈內容。

中到高。主要網站的更新
也必須在這個網站上單獨
完成。

費用

先高後低。初期規劃需動
用大量人力，確保網站獲
得最佳效能；但通常不需
要花費太多維護費用。

中到高。如果以手動方式
管理網站，每個網站和範
本都需要進行編碼。內容
管理系統的開發工作和授
權也需要資源。

低到適中。可選擇費用低
廉的中小企業解決方案
(譬如 SAAS)，按月付
費，也可請開發人員建立
獨立網站，按小時付費。

裝置

所有裝置提供相似的使用
環境(您可以針對各種裝
置選擇性提供伺服器端
程式)。

使用個別檔案和伺服器端
程式碼 (這些程式碼是在
向使用者提供網頁前，先
在伺服器上執行)，為不
同裝置打造專屬的環境。

可特別為行動客戶打造
專用網站。

分享

全面最佳化。使用單一網
址可為每種螢幕大小呈現
最佳版面配置。

只要設定正確，即可打造
良好的使用環境。單一
網址將會傳回裝置專用
標記。

容易發生錯誤。需將每
個網址在電腦網站與行
動網站之間相互重新導
向。

是否可以擴
擴展
到新平台？

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中
斷點和流動式體網格即可
輕鬆將網站擴展到新平台
和新裝置。

可以。可輕鬆建立特定裝
置 (譬如智慧電視) 的專
用範本，並透過單一網址
傳送給使用者瀏覽。

不可以。這是個獨立行
動網站，只適用於智慧
型手機。新平台不容易
整合到現有結構中。

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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