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能數位行銷
網站健診

https://bike.enermax.com/



2

重點優化項目

重複性內容

一般性重複：

1. 不需索引的檔案需加入 noindex標記。

2. 需索引的檔案使用 canonical指向標準檔案。

3. 失效頁面導向  404 頁面，並將HTTP回傳碼設為  404。
4. 若有合適替代網址，使用 301永久轉址至新頁面。

參數：

1. 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

2. 使用網址參數工具指定參數的被檢索方式。

3. 使用Robots.txt檔案宣告禁止檢索會員管理頁面。

Meta重複：

1. 針對頁面撰寫獨立標題標記及中繼 說明文案。

標準網址問題：

1. 使用301永久轉址或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

2. 使用URL Rewrite功能。

3. 製作頁面內容差異化。

網站地圖 (Sitemap.xml)

1. 根據語系設置獨立Sitemap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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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搜尋引擎優化健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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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搜尋引擎優化健診項目

一、技術面：網站的架構和設計
針對涉及搜尋引擎檢索、分析、索引、排序、顯示、使用者經驗、處罰等影響SEO

的網站架構與設計面，以最新的Google搜尋引擎排名演算法趨勢對網站做全面性的
檢測。

二、內容面：網站的關鍵詞和內容
針對網頁關鍵詞配置、標題標記、中繼說明、網頁標題、網頁文案、數位資產等影

響SEO效果的基礎建置面做檢測。

三、推廣面：網站的推廣工作
檢測網站是否有可幫助網站推廣的設置，如og tag、社交分享按鈕等。

四、數據面：網站的數據面工作
檢測會影響網站Organic流量的GA設置，如：追蹤碼正確性、串接正確性、

Google Ads設置正確性。



一、技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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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檢索、分析、索引

檢查網站整體檢索與索引狀況

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檢查網站是否有阻礙搜尋引擎索引的設定

> Robots.txt
> Robots Meta Tag

檢查網站目前檢索與索引的錯誤

 > 一般性錯誤

> 非一般性錯誤

重複性內容

> 一般性重複

> 參數

> Meta重複

> 標準網址問題

> 標準連結元素

檢查網站目前提高檢索預算的措施

 > 網站地圖 (Sitemap.xml)

02 | 排序和顯示

行動裝置相容性(Mobile Friendly)
速度

HTTPs
結構化資料

使用者經驗

>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搜尋引擎友善網址 (SEO 

Friendly URL)
負面排名要素

03 | 整體規劃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內容管理系統(CMS)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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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分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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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網站整體檢索與索引狀況

在演算法程序前，搜尋引擎的運作原理大致可分為三階段：檢索 (Crawl)、分析 (Analyze)、
索引(Index)。

若希望網站能在搜尋時擁有較佳的搜尋排名，第一步，得先確保網頁會出現在SERP搜索結

果頁中，因此本章節將著重於網站檢索(Crawl)至索引(Index)的階段。

首先，為了了解網站的搜尋引擎可見度，明確地掌握自身網站所擁有的資源，本節將透過以

下三方法檢測目前網站整體檢索與索引狀況：

1. 網頁索引數 (site:domain)
2. Google Search Console (GSC) 有效頁面

3. 檢索統計資料

透過連結、sitemap
等方式尋找網路上

數億的網頁。

將檢索到的網頁

Html原始碼設置狀

況進行分析。

將檢索到的網頁字

詞及其位置編譯索

引資料庫。

索引檢索 分析



目前網頁索引狀況 - 網頁索引數 (Pag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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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ke.enermax.com/」目前網站收錄頁數為537頁。



目前網頁索引狀況 - GSC有效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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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ke.enermax.com/」目前網站有效頁面為546頁。



目前網站2021/02/16-2021/03/19檢索要求總次數約為5,510次。

透過檢索要求次數資料，可以看出檢索預算[註1]的高低，以及Google 在嘗試檢索網站時是

否遇到可用性問題。如果檢索統計資料呈現下滑的趨勢，表示網站檢索預算在下降，便要

從各方面著手優化，如網站回應速度、伺服器錯誤等。
註1. 檢索預算：指搜尋引擎分配給每個網站的資源，網站重複性 內容、檢索問題或網站下載速度等

問題，都可能會影響網站的檢索預算。

目前網頁索引狀況 - 檢索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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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在上一節中，了解網站整體檢索與索引狀況後，接著要探討搜尋引擎在爬取網頁的過程中，

是否能將頁面重要資料正確地索引至這個至關重要的資料庫中。

如果網站使用爬蟲較難以理解的開發方式，可能會導致爬蟲在檢索頁面時遇上阻礙，為了確

保爬蟲能夠正確爬取網頁內容，本節將透過以下三樣工具，檢查網站的可檢索性：

1. disable-HTML Chrome插件

2. Google Mobile Friendly工具

3. Google 搜尋結果頁庫存檔

索引檢索 分析

1. 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2. 網站阻礙搜尋引擎

檢索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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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 disable-HTML

檢查類別 關閉JS、CSS後檢查結果

首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產品分類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產品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文章分類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文章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服務據點分類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服務據點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FAQ頁 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透過Disable HTML Chrome插件，了解網頁內容開發方式是否會阻礙爬蟲解析網頁，相關

檢查狀態如下表，遇到無法正確顯示的網頁內容，將分頁討論。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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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 disable-HTML

使用者瀏覽頁面顯示： 關閉JavaScript與CSS後頁面顯示結果：

使用disable-HTML Chrome插件，關閉JavaScript與CSS後圖文皆可正確顯示 (首頁)。
＊若使用Javascript/AJAX產生網頁內容，搜尋引擎可能會無法檢索。

關閉前 關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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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 Mobile Friendly

檢查類別 Mobile Friendly工具檢查結果

首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產品分類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產品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文章分類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文章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服務據點分類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服務據點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FAQ頁 網頁內容正確轉譯

透過Google Mobile Friendly工具，了解爬蟲是否能夠完整的轉譯網頁內容，相關檢查狀態

如下表，遇到無法正確轉譯的網頁，將分頁討論。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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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 Mobile Friendly

以保銳科技網站首頁為例，經Mobile Friendly工具檢視，發現轉譯的內容(如上圖)，網頁內

容可正確轉譯，因此我們將再檢視頁庫存檔，觀察網頁的索引情況。

檢測後檢測前

https://bike.enerm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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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 頁庫存檔 (快取)

透過 Google 搜尋結果頁庫存檔，顯示 Google 最近一次檢索網頁時的版本狀況，相關檢查狀

態如下表，遇到非正確檢索的網頁，將分頁討論。

＊若發現快取間隔時間過長，則需透過手動提交方式，並做深度優化。

檢查類別 檢查日期 快取日期 檢查結果

首頁 2021/03/19 2021/03/14 正確檢索

產品分類頁 2021/03/19 2021/03/15 正確檢索

產品頁 2021/03/19 2021/03/10 正確檢索

文章分類頁 2021/03/19 2021/02/07 正確檢索

文章頁 2021/03/19 2021/03/16 正確檢索

服務據點分類頁 2021/03/19 2021/03/09 正確檢索

服務據點頁 2021/03/19 2021/03/11 正確檢索

FAQ頁 2021/03/19 2021/03/10 正確檢索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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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搜尋結果頁庫存檔 - 頁庫存檔 (快取)

使用Google頁庫存檔檢查快取頁面，檢查結果為正確檢索 (首頁)。
＊若發現快取間隔時間過長，則需透過手動提交方式，並做深度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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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To SEO - 注意事項

Google索引編制過程分為兩階段，首先會
先檢索靜態HTML，之後再返回解析
HTML中的內容及鏈接，因此內容中的
JavaScript可能暫時不檢索，也可能不會回
來檢索。  >>有可能不被檢索&索引

如何執行?

雖然說Google已宣告搜尋引擎可檢索Java 
Script所產生的內容，但其他搜尋引擎未
必如同Google搜尋引擎發展純熟，因此對
於其他搜尋引擎可能不被檢索&索引。

其他搜尋引擎

2大疑慮

Google雖然已宣告爬蟲可以檢索
Java Script所產生的內容，但由於我
們無法命令爬蟲如何檢索、何時檢
索，因此其仍存在部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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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To SEO - 注意事項

Sever Side Rending

SSR

● 每一個不同頁面就回傳一份

HTML
● 適合SEO
● 伺服器Loading較大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SPA

● 後端程式只需提供API
● 首屏速度慢  (JS)
● 主要運用Client Side Render技

術

● Server Side Render：解析完整的 HTML才呈現頁面。

● Client Side Render：前端利用 Javascript 產生 HTML。
SSR與SPA兩種技術對於SEO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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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阻礙搜尋引擎檢索的設定

＊Robots.txt、Robots Meta 主要是用來告訴 Google「不要」檢索或索引哪些資源。

如果使用 Robots Meta 或 Robots.txt 檔阻擋了網頁上的重要資源，搜尋引擎就無法順利檢

索網頁，將可能導致該網頁喪失了被索引、參與搜尋排名的機會，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導

致網站內容全部消失於搜尋結果。

為了讓搜尋引擎能夠正確而完整地抓取網頁，本節將透過：

● Robots.txt 檔
● Robots Meta Tag

檢測網站是否存在阻礙搜尋引擎檢索的設定。

索引檢索 分析

1. 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2. 網站阻礙搜尋引擎

檢索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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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阻礙搜尋引擎檢索的設定 - Robots.txt檔

Google Search Console Robots.txt：

「https://bike.enermax.com/」網站已設置Robots.txt檔案。

1. 加入Sitemap檔案。

2. 可將會員管理頁面宣告禁止建立檢索，如：「/member」路徑下網址。

https://bike.enerm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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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阻礙搜尋引擎檢索的設定 - Robots Meta Tag

檢查類別 Robots Meta Tag

首頁 Not found

產品分類頁 Not found

產品頁 Not found

文章分類頁 Not found

文章頁 Not found

服務據點分類頁 Not found

服務據點頁 Not found

FAQ頁 Not found

透過Moz Bar工具檢視網頁是否有使用 Robots Meta Tag 宣告避免索引，我們將以抽查方式並

挑選出各類型網頁作為代表頁面進行檢測，相關檢查狀態如下表。

＊備註：Robots Meta Tag可設定傳遞頁面權重但頁面不被索引。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bike.enermax.com/faq/


檢查網站目前檢索與索引的錯誤 - 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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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oogle Search Console 涵蓋範圍趨勢圖表，如果已檢索和已建立索引的網頁數量維持穩定

，表示 Google 可定期存取網站內容並建立索引。若是出現排除網址數、錯誤網址激增或驟降情

形，要注意網站可能發生設定、重新導向或安全性方面的問題。



根據GSC排除網址報表，回報的已找到 - 目前尚未建立索引，實際檢測範例網址：

● http回應碼：200 ok。
● GSC測試結果：Google 無法辨識的網址。

檢視報表中的網址大多有此狀況，造成此情形發生之原因，我們將其歸納整理出以下兩點：

1. 網址使用中文關鍵字：中文網址被轉碼後URL會變得很長，可能導致搜尋引擎機器人在抓取網

頁時遇到阻礙，並破壞使用者經驗，參考 後頁詳細說明。

2. 網頁關鍵字與標籤過多 /雷同：置入過多且重複性高的網頁關鍵字與標籤，不只會破壞使用者經

驗，還有可能被搜尋引擎視為「垃圾訊號」，參考 後頁詳細說明。

＊建議：重新提交網址，並觀察網頁的索引情況。

一般性錯誤 - 已找到 - 目前尚未建立索引

1.     已找到 - 目前尚未建立索引

24

以此網址為例：https://bike.enermax.com/search/label/腳踏車車衣

GSC測試結果

http回應碼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754073857
https://bike.enermax.com/search/label/%E8%85%B3%E8%B8%8F%E8%BB%8A%E8%BB%8A%E8%A1%A3


非一般性錯誤 - 找不到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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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Google Search Console排除網址報表，可檢視網站找不到 404 頁面，建議檢視報表中

的404頁面是否與預期的相符：

1. 若與預期相符

定期檢視預期404錯誤頁面有正確顯示404回應碼。

2. 若與預期不相符

檢視該頁面是否為重要頁面，若為重要頁面需探討頁面錯誤原因並回復，或者尋找對

應頁面進行301轉址。

1.     找不到404



非一般性錯誤 - 客製化404頁面 (參考)

26

404頁面目的是告知使用者頁面不存在或此URL失效時，網站呈現的頁面，目前網

站404頁面如左上圖所示，建議：

1. 可提供更多替代方案，讓使用者回到正常頁面，例如：回首頁、搜尋框、相關的

推薦文章等，並正確回傳狀態碼404。
2. 可參考博客來客製化404頁面設計。(＊推薦給您）

博客來404頁面保銳科技404頁面

2.     客製化404頁面

https://www.books.com.tw/web/404
https://bike.enermax.com/about/%E5%93%81%E7%89%8C%E7%B2%BE%E7%A5%9E


非一般性錯誤 - 404頁面

27

以實務經驗來說，常見的404頁面作法有三種，客製化404、找不到404、轉址式404，
如果是網頁下架要導向404頁面，建議的處理作法優先順序為(A > B > C)

轉址式404C
實際上不存在，但伺服器卻向用戶端

返回非404或410的回應碼 ，也是以上

最不推薦的作法。

找不到404B 頁面維持無客製化的「找不到 404」頁
面，且http回應碼為404。

客製化404A
可提供更多的替代方案，回到正常頁面

，具有較佳的使用者體驗，也是一般最

理想的404頁面做法。



非一般性錯誤 - 轉址

3.    (1/2)重新導向 - 302轉址至首頁
以此網址為例：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安耐美北投石切解天然硅
素水500ml--每箱24罐-

根據GSC排除網址報表，回報的重新導向網址，實際檢測後發現網址使用302暫時轉址至首

頁，建議：

1. 若是新舊網址移轉，建議使用301永久轉址，參考此頁說明進行處理。

2. 若頁面失效/移除，將頁面導向 404 頁面，並將HTTP回傳碼設為 404。
＊備註：Google不建議轉址至首頁。 28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非一般性錯誤 - 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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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重新導向

以下三種常見的轉址作法，如果是網頁下架要做轉址，建議的處理作法優先順序為

(A>B>C)，需特別注意重新導向頁面要避免過多的連續轉址，並且可使用Redirect Path外
掛工具檢視網址轉址情況。

A. 有合適的替代頁面，使用301永久轉址。

B. 找不到合適的替代頁面，轉址到上一層分類頁。

C. 轉址到首頁。＊註：Google不建議此作法

此外，若不採用轉址做法，也可將這些網址呈現客製化404頁面，並且回傳404狀態碼。

＊若加入404做法一起評估，則推薦優先順序為：A > B > 404 > C。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redirect-path/aomidfkchockcldhbkggjokdkkebmdll?hl=zh-TW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redirect-path/aomidfkchockcldhbkggjokdkkebmdll?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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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性內容 (Duplicate Content)

經 WebSite Auditor 工具檢視，網站中存在著部分重複性標題問題，透過實務經驗的洞

察，以下將列出造成重複性內容的問題點，提出改善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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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重複 - pdf檔案

檢查點1. (1/2)無標題、無描述、不同網址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archive/products/item/Lusitano/Lusitano_PD/ENERMAX-Sports-App
使用說明手冊.pdf

標題：Not Found
描述：Not Found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這是重複網頁；已提交的網址未獲選為標準網址，且 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為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2/BjCqwu73Tl

檢測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2/BjCqwu73Tl

標題：-
描述：-
Rel="canonical"：-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https://bike.enermax.com/archive/products/item/Lusitano/Lusitano_PD/ENERMAX-Sports-App%E4%BD%BF%E7%94%A8%E8%AA%AA%E6%98%8E%E6%89%8B%E5%86%8A.pdf
https://bike.enermax.com/archive/products/item/Lusitano/Lusitano_PD/ENERMAX-Sports-App%E4%BD%BF%E7%94%A8%E8%AA%AA%E6%98%8E%E6%89%8B%E5%86%8A.pdf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2/BjCqwu73Tl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2/BjCqwu73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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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點1. (2/2)無標題、無描述、不同網址

說明：
實際檢視範例網址與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為相同內容的PDF檔案，因此被搜尋引擎判斷為重複性 內容，

建議檢視網站中的pdf檔案是否需要被搜尋引擎索引，並按照下列解決方式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 若pdf檔案不需要被搜尋引擎索引：

1. 透過X-Robots-Tag在檔案中加入noindex標記，防止搜尋引擎索引 pdf檔案，詳細可參考Google官方

說明。

● 若pdf檔案需要被搜尋引擎索引：

1. 將替代頁面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以此頁為例，假如選定 下載連結網址為標準網址，則替代

網址需標記：

<link rel="canonical" href="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2/BjCqwu73Tl" />。
＊備註：標準網址建議以站內已有的連結為主。

2. 調整檔案調整標題標記，做出差異化。

一般性重複 - pdf檔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reference/robots_meta_tag?hl=zh-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reference/robots_meta_tag?hl=zh-tw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2/BjCqwu73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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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重複 - pdf檔案(下載連結)

檢查點2. pdf檔案(下載連結)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1/gLM3Jt5ddP
目前檢測結果為：這是重複網頁；使用者未選取標準網頁，且 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為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1/jGNxrGJRfe

檢測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1/jGNxrGJRfe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實際檢視此下載連結，已 302轉址至https://bike.enermax.com/(首頁)

說明：
實際檢視範例連結發現為檔案下載連結，而 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目前使用 302轉址轉至首頁，因此無法檢

視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與範例連結內容是否相同，檢視過程中發現目前網站有許多 pdf檔案下載連結被判

定為重複性內容，建議按照下列解決方式進行處理 。

解決方式：
1. 若有對應頁面需進行轉址應避免使用 302暫時性轉址，需使用301永久轉址。

2. 若無對應頁面，應將頁面回傳 404回應碼。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1/gLM3Jt5ddP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1/jGNxrGJRfe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file/1/jGNxrGJRfe
https://bike.enermax.com/


參數 - 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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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點1. (1/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news/《府城古都》-安平四草懷舊鐵馬

行?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Travel_notes_Life_Bike&utm
_content=單車遊記_府城

標題：府城古都-安平四草懷舊鐵馬行  - 最新消息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全台五都直轄市屬台南市是最早的台灣經濟與文化的發源地，位處於台南市的台江國家公園周圍更有

著熟悉的歷史痕跡，諸如安平古堡、安平砲台、四草大橋 ...等等，賞鳥季更是台江公園的一大熱點。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這是重複網頁；使用者未選取標準網頁，且 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為

https://bike.enermax.com/news/《府城古都》-安平四草懷舊鐵馬行

檢測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news/《府城古都》-安平四草懷舊鐵馬行

標題：府城古都-安平四草懷舊鐵馬行  - 最新消息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全台五都直轄市屬台南市是最早的台灣經濟與文化的發源地，位處於台南市的台江國家公園周圍更有

著熟悉的歷史痕跡，諸如安平古堡、安平砲台、四草大橋 ...等等，賞鳥季更是台江公園的一大熱點。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3%80%8A%E5%BA%9C%E5%9F%8E%E5%8F%A4%E9%83%BD%E3%80%8B-%E5%AE%89%E5%B9%B3%E5%9B%9B%E8%8D%89%E6%87%B7%E8%88%8A%E9%90%B5%E9%A6%AC%E8%A1%8C?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Travel_notes_Life_Bike&utm_content=%E5%96%AE%E8%BB%8A%E9%81%8A%E8%A8%98_%E5%BA%9C%E5%9F%8E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3%80%8A%E5%BA%9C%E5%9F%8E%E5%8F%A4%E9%83%BD%E3%80%8B-%E5%AE%89%E5%B9%B3%E5%9B%9B%E8%8D%89%E6%87%B7%E8%88%8A%E9%90%B5%E9%A6%AC%E8%A1%8C?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Travel_notes_Life_Bike&utm_content=%E5%96%AE%E8%BB%8A%E9%81%8A%E8%A8%98_%E5%BA%9C%E5%9F%8E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3%80%8A%E5%BA%9C%E5%9F%8E%E5%8F%A4%E9%83%BD%E3%80%8B-%E5%AE%89%E5%B9%B3%E5%9B%9B%E8%8D%89%E6%87%B7%E8%88%8A%E9%90%B5%E9%A6%AC%E8%A1%8C?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Travel_notes_Life_Bike&utm_content=%E5%96%AE%E8%BB%8A%E9%81%8A%E8%A8%98_%E5%BA%9C%E5%9F%8E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3%80%8A%E5%BA%9C%E5%9F%8E%E5%8F%A4%E9%83%BD%E3%80%8B-%E5%AE%89%E5%B9%B3%E5%9B%9B%E8%8D%89%E6%87%B7%E8%88%8A%E9%90%B5%E9%A6%AC%E8%A1%8C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3%80%8A%E5%BA%9C%E5%9F%8E%E5%8F%A4%E9%83%BD%E3%80%8B-%E5%AE%89%E5%B9%B3%E5%9B%9B%E8%8D%89%E6%87%B7%E8%88%8A%E9%90%B5%E9%A6%AC%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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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點1. (2/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說明：

實際檢測帶參數utm網址與無參數網址標題標記及中繼說明皆相同，且兩網址皆未使用

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因此被搜尋引擎判斷為重複性內容，且透過GSC「這是重複網頁；使用

者未選取標準網頁」報表可發現數筆相同問題，建議可參考下列解決方式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1. 確認參數用途(例如：追蹤用)且判斷是否會影響頁面內容，可使用網址參數工具指定參數的

被檢索方式 (ex: 代表網址)。
2. utm參數為追蹤用參數，可將帶參數的替代網址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以此頁為例

，替代網址需標記：

<link rel="canonical" href="https://bike.enermax.com/news/《府城古都》-安平四草懷

舊鐵馬行" />

參數 - utm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60281932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6028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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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 rel

檢查點2. (1/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member/login?rel=https://bike.enermax.com/shopping/fillout
標題：會員登入 - 會員專區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會員登入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這是重複網頁；使用者未選取標準網頁，且 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為

https://bike.enermax.com/member/login

檢測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member/login

標題：會員登入 - 會員專區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會員登入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提交並建立索引

https://bike.enermax.com/member/login?rel=https://bike.enermax.com/shopping/fillout
https://bike.enermax.com/member/login
https://bike.enermax.com/member/login


37

參數 - rel

檢查點2. (2/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說明：

實際檢測帶參數rel網址與無參數網址為會員登入頁，標題標記及中繼說明皆相同，且兩網址皆

未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因此被搜尋引擎判斷為重複性內容，建議可參考下列解決方式

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建議使用Robots.txt檔案宣告禁止檢索會員管理頁面，例如：

● 「/member/」路徑下網址。

＊可參考Google Robots.txt檔案規則說明。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advanced/robots/create-robots-txt?hl=zh-tw#useful-robots.txt-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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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點1. (1/2) 產品頁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古典城市休閒自行車

標題：ENERMAX古典城市休閒自行車  - 商品介紹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自行車架鋼管焊接工藝手法採用LUG接合技術，純手工技藝完美呈現，車架採用鋼管車架材質，變速

系統採用8段變速，腳踏車手把選用復古小燕型手握把，讓自行車整車更顯典雅有型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檢測標題標記、中繼說明相同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古典城市休閒自行車 -特仕版

標題：ENERMAX古典城市休閒自行車  - 商品介紹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自行車架鋼管焊接工藝手法採用LUG接合技術，純手工技藝完美呈現，車架採用鋼管車架材質，變速

系統採用8段變速，腳踏車手把選用復古小燕型手握把，讓自行車整車更顯典雅有型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Meta重複 - 產品頁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E5%8F%A4%E5%85%B8%E5%9F%8E%E5%B8%82%E4%BC%91%E9%96%92%E8%87%AA%E8%A1%8C%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E5%8F%A4%E5%85%B8%E5%9F%8E%E5%B8%82%E4%BC%91%E9%96%92%E8%87%AA%E8%A1%8C%E8%BB%8A-%E7%89%B9%E4%BB%95%E7%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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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重複 - 產品頁 

檢查點1. (2/2) 產品頁

說明：

透過Screaming Frog工具檢視，目前網站部分產品頁標題標記、中繼說明皆相同，雖目前未被判

斷為重複性內容，但仍為潛在的重複性問題，建議參考下述解決方式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1. 針對頁面撰寫獨立標題標記及中繼說明文案。
2. 參考中繼說明重複網址表。
3. 參考標題標記重複網址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958990795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885250744


檢查點2. 分類頁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智慧動能通勤 -⁄-打浪車

標題：智慧動能通勤 -打浪車 - 商品分類 - 商品介紹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ENERMAX安耐美健康科技持續推出各類型電動輔助自行車款式，以期讓車友有更好的騎乘電動輔助

自行車體驗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檢測中繼說明相同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智慧動能通勤 -⁄-折疊車

標題：E-Bike電動輔助自行車  - 商品分類 - 商品介紹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ENERMAX安耐美健康科技持續推出各類型電動輔助自行車款式，以期讓車友有更好的騎乘電動輔助

自行車體驗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說明：

透過Screaming Frog工具檢視，目前網站部分分類頁中繼說明皆相同，雖目前未被判斷為重複性 內容，但仍

為潛在的重複性問題，建議參考下述解決方式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1. 針對頁面撰寫獨立標題標記及中繼 說明文案。
2. 參考中繼說明重複網址表。

Meta重複 - 分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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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6%99%BA%E6%85%A7%E5%8B%95%E8%83%BD%E9%80%9A%E5%8B%A4-%E2%88%95-%E6%89%93%E6%B5%AA%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6%99%BA%E6%85%A7%E5%8B%95%E8%83%BD%E9%80%9A%E5%8B%A4-%E2%88%95-%E6%8A%98%E7%96%8A%E8%BB%8A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958990795


Meta重複 - 服務據點頁 

檢查點3. 服務據點頁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山橫一樹單車戶外樂活館

標題：山橫一樹單車戶外樂活館 - 服務據點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店內提供各項自行車服務，並銷售 ENERMAX安耐美健康科技所推出的最新電動輔助自行車系列 產品

，包含車身部品及人身配件 ...等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檢測中繼說明相同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單車ing

標題：單車ING - 服務據點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店內提供各項自行車服務，並銷售 ENERMAX安耐美健康科技所推出的最新電動輔助自行車系列 產品

，包含車身部品及人身配件 ...等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建立索引，但未提交至  Sitemap

說明：

透過Screaming Frog工具檢視，目前網站部分服務據點頁 中繼說明皆相同，雖目前未被判斷為重複性 內容，

但仍為潛在的重複性問題，建議參考下述解決方式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1. 針對頁面撰寫獨立標題標記及中繼 說明文案。
2. 參考中繼說明重複網址表。 41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E5%B1%B1%E6%A9%AB%E4%B8%80%E6%A8%B9%E5%96%AE%E8%BB%8A%E6%88%B6%E5%A4%96%E6%A8%82%E6%B4%BB%E9%A4%A8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E5%96%AE%E8%BB%8A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95899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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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網址問題 - 有無「/」

檢查點1. (1/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en/
標題：ENERMAX Health technology
描述：ENERMAX Health technology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這是重複網頁；已提交的網址未獲選為標準網址，且 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為

https://bike.enermax.com/en

檢測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en

標題：ENERMAX Health technology
描述：ENERMAX Health technology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提交並建立索引

https://bike.enermax.com/en/
https://bike.enermax.com/en
https://bike.enermax.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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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點1. (2/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說明：

透過GSC涵蓋範圍「這是重複網頁；已提交的網址未獲選為標準網址」中發現目前網站不論後方

有無「/」均可正常進入網站，且兩網址未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建議參考下述解決方式

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1. 使用URL Rewrite功能。

2. 挑選一網址作為最終標準網址，並使用301永久轉址至標準網址。

3. 將替代頁面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以此頁為例，假如選定無「/」網址為標準網址，

則替代網址需標記：

<link rel="canonical" href="https://bike.enermax.com/en" />。

標準網址問題 - 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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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網址問題 - index.php

檢查點2. (1/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index.php
標題：安耐美健康科技網站

描述：安耐美健康科技  「滿足顧客需求，顧客服務導向」，以完備的顧客管理系統，及電子網路服務，提供客 戶

最快、最新的產品資訊，和及時、及地的服務。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Google 無法辨識的網址

檢測相同內容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

標題：安耐美健康科技網站

描述：安耐美健康科技  「滿足顧客需求，顧客服務導向」，以完備的顧客管理系統，及電子網路服務，提供客 戶

最快、最新的產品資訊，和及時、及地的服務。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已提交並建立索引

https://bike.enermax.com/index.php
https://bike.enerm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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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網址問題 - index.php

檢查點2. (2/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說明：

「index.php」由於標題標記、中繼說明相同，兩網址皆可正常開啟網頁，且皆未使用canonical指
向標準網址，雖目前未被判斷為重複性內容，但仍為潛在的重複性問題，建議參考下述解決方

式進行處理。

解決方式：

1. 挑選一網址作為最終標準網址，並使用301永久轉址至標準網址。

2. 將替代頁面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以此頁為例，假如選定無index.php網址為標準

網址，則替代網址需標記：

<link rel="canonical" href="https://bike.enermax.com/" />。

https://bike.enermax.com/index.php


46

標準網址問題 - 不同網域

檢查點3. (1/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範例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olicy/privacy?popup=1
標題：隱私權政策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隱私權政策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這是重複網頁；已提交的網址未獲選為標準網址，且 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為

https://www.enermax.com/policy/privacy?popup=1

檢測Google所選的標準網址：
● https://www.enermax.com/policy/privacy?popup=1

標題：隱私權政策  - 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描述：隱私權政策

Rel="canonical"：Not found
目前檢測結果為： (無www網域GSC權限檢視網址 )

https://bike.enermax.com/policy/privacy?popup=1
https://www.enermax.com/policy/privacy?popup=1
https://www.enermax.com/policy/privacy?popu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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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網址問題 - 不同網域

檢查3. (2/2)相同標題、相同描述、不同網址

解決方式：

1. 針對頁面撰寫獨立標題標記及中繼說明文案，並製作內容差異化。

說明：

實際檢視發現網站存在相同內容、不同網域的重複性問題，且實際使用site指令

(site:www.enermax.com)發現www網域下被索引網頁數具有1,330頁，經檢測發現www網域

為販賣電源供應器、散熱器等電腦周邊商品之網站，與bike網域為不同內容之網站，可參考下

述解決方式進行處理。



標準連結元素 (Canonical Link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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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連結元素主要目的為解決因網址而引起的內容重複問題，告知搜尋引擎由不同的網址

路徑進入網頁，哪個才是統一標準的路徑網址，搜尋引擎只需索引一份資料，如此一來可減

少浪費資源。

<link rel="canonical" href="宣告的網址" />

EX.

下列網址為不同路徑，相同(類似)的產品內容：

紅水杯：https://example.com.tw/red-cup →此產品網址為統一標準網址

黑水杯：https://example.com.tw/black-cup

藍水杯：https://example.com.tw/blue-cup

→於紅水杯、黑水杯、藍水杯內加入標準連結元素，

<link rel="canonical" href="https://example.com.tw/red-cup" />

告知搜尋引擎紅水杯頁面才是標準路徑，只需索引紅水杯的內容資料即可。



檢查網站目前提高檢索預算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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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oogle 文件指出，影響檢索預算的因素有：

● 重複性問題

● 轉址式404
● 低質量或垃圾內容

在前面幾節中已提到諸如此類問題，若將檢索預算浪費在這些低附加值的網頁上，會對網站的

檢索、索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本節重點將置於檢查網站目前提高檢索預算的措施。

➜ Sitemap檔案

使用 Sitemap 可告知搜尋引擎網站上有哪些重要網頁，即可協助爬蟲在網站上找出需要優先

檢索的網頁，能更有效的運用檢索預算。後續則可透過GSC每日檢索網頁數，觀察網站檢索預

算是否增長。

透過連結、sitemap
等方式尋找網路上

數億的網頁。

將檢索到的網頁

Html原始碼設置狀

況進行分析。

將檢索到的網頁字

詞及其位置編譯索

引資料庫。

索引檢索 分析

https://webmasters.googleblog.com/2017/01/what-crawl-budget-means-for-googlebot.html


網站地圖 (Sitema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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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earch Console Sitemap提交：

「https://bike.enermax.com/」網站已提交 Sitemap 檔案，經實際檢視，目前雖已設置全站

Sitemap檔案，但未依照各語系設置獨立Sitemap檔案，建議後頁問題狀況分析及建議解決

方式。

https://bike.enermax.com/sitemap.xml
https://bike.enermax.com/sitema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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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語系Sitemap檔案

Sitemap檔案：https://bike.enermax.com/sitemap.xml

網站地圖 (Sitemap.xml)

目前網站將中文語系與英文語系網址皆放入相同的Sitemap檔案，可能會導致後續檢視、維

護不便。參考下列建議，按照網站語系，設置獨立Sitemap檔案，並正確將不同語系網址做

分類。

建議一：根據語系設置獨立Sitemap檔案

範例：

● 中文語系：https://bike.enermax.com/sitemaps-tw.xml
● 英文語系：https://bike.enermax.com/sitemaps-en.xml

＊中文語系網址

＊英文語系網址

https://bike.enermax.com/sitema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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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地圖 (Sitemap.xml) - 建議

建議設置全站Sitemap將網站中所有重要網址使用Sitemap提交，並按照下列建議
定期更新Sitemap：

1. 更新規則
Sitemap應自動定期更新，並將最新更新的項目放至於最上方。

2. 替代版本網址
使用Canonical標準連結元素指向其他頁面的網址不需要放入sitemap檔案。

3. 已轉址網址
已使用301轉址至其他頁面的網址不需要放入sitemap檔案。 (例：http網址)

4. 分群/分類/索引檔
為方便管理，建議可切分語系/工作分類/文章...等，各自製作成Siteamp，並用Sitemap
索引檔統整。

5. 路徑階層
建議所有的Sitemap.xml檔案都放在根目錄，避免產生不允許的狀況。

6. Sitemap檔名
盡可能使用「sitemap」作為檔名 (如：sitemap.xml、post-sitemap.xml...等)，否則可能出
現無法擷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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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和顯示



行動裝置可用性 (Mobile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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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首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首頁：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Sbz3Os3mRI57L6lzEN27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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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產品分類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產品分類頁：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行動裝置可用性 (Mobile Friendly)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F3bxw3L9Rf3HHVabLAqg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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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產品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產品頁：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行動裝置可用性 (Mobile Friendly)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QWl1KsWE6Nf5MKLcuvxb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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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文章分類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文章分類頁：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行動裝置可用性 (Mobile Friendly)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jQ-jYq1l0smhZ_f_rwm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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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文章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文章頁：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行動裝置相容性(Mobile Friendly)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BvPMSK3PRDM95l0J51S5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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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服務據點分類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服務據點分類頁：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行動裝置相容性(Mobile Friendly)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nzwOkfEALPEnITMBBTQT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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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服務據點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服務據點頁：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行動裝置相容性(Mobile Friendly)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6-l-aUk7TQ11ehsqZ8T8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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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FAQ頁已通過行動裝置相容性檢測，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FAQ頁：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行動裝置相容性(Mobile Friendly)

Mobile Friendly 測試報告：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https://bike.enermax.com/faq/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id=makvwdWnYYayae6Rh61e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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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網頁體驗
搜尋信號

載入速度(LCP)

互動性(FID)

穩定性(CLS)

網站用戶核心指標

適合行動裝置瀏覽

安全瀏覽

HTTPS

無造成干擾的插頁式廣告

根據Google官方公告表示：

「網頁體驗搜尋信號」將於 2021/05 列入搜尋排名要素。

#
#
#
https://webmasters.googleblog.com/2020/11/timing-for-page-experi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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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LCP
Largest Contentful Paint

▍載入速度
LCP (Largest Contentful Paint / 最大內元素載

入時間)此指標是用於測量轉譯最大可見元素在

可視區域內的加載時間（主要內容被使用者看到

所花的時間），反應網站的載入速度。

若網頁載入時間時間越長，對跳出率的影響就會

越大，LCP有助於量化使用者使用頁面過程中的

載入速度，並進一步改善頁面載入效能。

良好
尚有改進

空間
差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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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如何優化LCP？常見優化項目如下：

● 優化您的服務器。

● 使用較近的 CDN 主機。

● 運用有效的快取政策提供靜態資產。

● 讓第三方的資源提早載入。

● 減少JavaScript / CSS轉譯時間。

● 優化圖像。

● 預先載入重要資源。

● 使用SSR(Use Server-Side Rendering)。

FCP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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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互動性
FID (First Input Delay/ 首次輸入延遲時間)
此指標是用於測量使用者第一次與網頁互動

時的延遲時間(如：點擊連結、下拉選單等)，反
應網站的回應性。

FID代表使用者對網頁品質的第一印象，若優

化首次輸入延遲時間，將對改善網站的整體互

動性產生最大的影響。

FID
Largest Contentful Paint

良好
尚有改進

空間
差

100ms 3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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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如何優化FID？常見優化項目如下：

● 降低第三方程式碼的影響。

● 減少Javascript執行時間。

● 減少主執行序的工作。

● 降低要求數量並減少傳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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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CLS
Cumulative Layout Shift

良好
尚有改進

空間
差

0.1 0.25

▍穩定性
CLS (Cumulative Layout Shift / 累積版面配置)
此指標是用於測量元素在可視區域內的非預期

位移情形（在頁面載入過程中物件位移的程度），

反應網站的視覺穩定度。

在頁面載入過程中，如果物件產生位移，可能造

成使用者誤點連結、按鈕，影響使用者體驗

，CLS 有助於量化使用者使用頁面過程中物件

位移的程度，並進一步改善頁面載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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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如何優化CLS？常見優化項目如下：

● 對任何媒體（圖片、廣告、嵌入物件、iframe等）使用設置大小屬性的尺寸。

● 避免動態插入的內容，確保廣告元素具有預留空間。

● 避免FOIT (Flash of Invisible Text)：字型載入速度過慢，造成文字無法顯示，字型

完成加載時文字閃爍的情況。

● 避免FOUT(Flash of Unstyled Text)：字型載入速度過慢，瀏覽器先套用其他字型，

字型載入完成後文字改變字型造成一閃的情況。

● 避免 DOM 過大。

非預期的
版面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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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首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首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首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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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首頁>速度優化建議（1/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0.753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6:16:24 GMT">

1 2 3 4 熱銷商品 熱門訊息 【單車的美學饗宴】 台中仁將咖啡Café Terry 最新消息 2021-02-23 【北
部自行車旅遊 】72K台… 0.659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1 2 3 4 熱銷商品 熱門訊息 【單車的美學
饗宴】 台中仁將咖啡C… 0.089

<div class="wr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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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首頁>速度優化建議（2/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熱銷商品
0.198

<section id="promo-banner" class="section-padding-t section-padding-b">

× 網站使用cookies與網站分析用途，藉以增進您的使用體驗，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您同意使用
cookies，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聲明 以獲得更多資訊。 0.196

<div class="float-box" id="cookice-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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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首頁>速度優化建議（3/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提供 next-gen 格式的圖片 14.85s LCP

 使用合適的圖片大小 9.3s LCP, CLS

圖片編碼有效率 4.05s LCP

延後載入畫面外圖片 1.95s LCP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65s -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0.9s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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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首頁>速度優化建議（4/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診斷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未使用被動事件監聽器來提升捲動效能 - -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9.8s -

避免耗用大量網路資源 - -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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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產品分類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產品分類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產品分類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products%2Fcategory%2F%E5%9F%8E%E5%B8%82%E8%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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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產品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1/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0.753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6:16:24 GMT">

首頁 商品介紹 自行車 城市車 城市車 商品項目( 3 ) 條件篩選 : 請選擇條件 請選擇條件 熱門商品 
最新商品 促銷商品 筆數 : 5 5 10 20 … 0.577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首頁 商品介紹 自行車 城市車 城市車 商
品項目( 3 ) 條件篩選 : … 0.472

<div class="wr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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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產品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2/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 網站使用cookies與網站分析用途，藉以增進您的使用體驗，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您同意使用
cookies，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聲明 以獲得更多資訊。 0.196

<div class="float-box" id="cookice-text">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0.176

<div class="mobile-small-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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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產品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3/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延後載入畫面外圖片 12.45s LCP

提供 next-gen 格式的圖片 10.8s LCP

 使用合適的圖片大小 5.4s LCP, CLS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5s -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1.2s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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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產品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4/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診斷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降低第三方程式碼的影響 - LCP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9.8s -

減少 JavaScript 執行時間 5.4s FI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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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產品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產品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產品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products%2F%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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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產品頁>速度優化建議（1/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0.753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6:32:38 GMT">

首頁 商品介紹 硅素水 安耐美北投石切解天然硅素水500ml (每箱24罐) 安耐美北投石切解天然硅素
水500ml (每箱24罐) 1. 富含優質天然硅… 0.538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首頁 商品介紹 硅素水 安耐美北投石切解
天然硅素水500ml (每箱24罐… 0.443

<div class="wraper">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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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產品頁>速度優化建議（2/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 網站使用cookies與網站分析用途，藉以增進您的使用體驗，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您同意使用
cookies，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聲明 以獲得更多資訊。 0.196

<div class="float-box" id="cookice-text">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0.176

<div class="mobile-small-menu">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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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產品頁>速度優化建議（3/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使用合適的圖片大小 3.45s LCP, CLS

提供 next-gen 格式的圖片 2.1s LCP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5s -

 延後載入畫面外圖片 1.2s LCP

請縮短初始伺服器回應時間 1.14s -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1.05s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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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產品頁>速度優化建議（4/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診斷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未使用被動事件監聽器來提升捲動效能 - -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9.8s -

減少 JavaScript 執行時間 5.4s FI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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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文章分類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文章分類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文章分類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news%2Fcategory%2F%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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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文章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1/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1.14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6:38:26 GMT">

首頁 最新消息 單車遊記 單車遊記 【北部自行車旅遊 】72K台北水文之旅 單車遊記 2021-02-09 許
多單車騎士會選擇台北河濱作為訓練和遊覽的… 0.676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首頁 最新消息 單車遊記 單車遊記 【北部
自行車旅遊 】72K台北水文之旅… 0.476

<div class="wraper">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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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2/4）：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 網站使用cookies與網站分析用途，藉以增進您的使用體驗，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您同意使用
cookies，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聲明 以獲得更多資訊。 0.297

<div class="float-box" id="cookice-text">

《桃園、新北串聯自行車道-大漢溪左岸自行車道》-大溪河濱公園-鹿角溪溼地鐵馬樂活行 單車遊記 
2019-12-27 許多愛好騎著自行車享受田野風光的朋… 0.237

<div class="blog-box-content-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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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文章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3/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延後載入畫面外圖片 12.14s LCP

提供 next-gen 格式的圖片 9.89s LCP

 使用合適的圖片大小 5.39s LCP, CLS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05s -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1.05s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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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文章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4/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診斷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7.7s -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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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文章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文章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文章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news%2F%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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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文章頁>速度優化建議（1/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0.951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6:42:11 GMT">

首頁 最新消息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 ？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自行車專欄 2020-07-27   … 0.572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首頁 最新消息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
少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電動輔助自… 0.476

<div class="wraper">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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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頁>速度優化建議（2/4）：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自行車專欄 2020-07-27   快速閱讀 圖解台灣
各式電動二輪車 台灣交通安全法規描述之慢車定義… 0.41

<div class="blog-box-content-inn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0.19

<div class="mobile-small-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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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文章頁>速度優化建議（3/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4.91s -

 延後載入畫面外圖片 14s LCP

提供 next-gen 格式的圖片 12.05s LCP

 使用合適的圖片大小 6.2s LCP, CLS

 移除未使用的CSS 2.7s LCP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0.9s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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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文章頁>速度優化建議（4/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診斷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21.6s -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降低第三方程式碼的影響 - LCP

某些第三方資源可使用門面元件延遲載
入

- -

 未使用被動事件監聽器來提升捲動效能 - -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避免耗用大量網路資源 - -

 減少JavaScript 執行時間 10.4s FI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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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服務據點分類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服務據點分類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服務據點分類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location%2Fcategory%2F%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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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服務據點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1/3）：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0.753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6:48:42 GMT">

首頁 服務據點 中部經銷門市 中部經銷門市 "★"為提供試乘體驗及商品展示之門市，試乘車種類依
各門市有所不同，詳情請點擊參閱門市資訊 ★鑫銳單車 03-7… 0.58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首頁 服務據點 中部經銷門市 中部經銷門
市 "★"為提供試乘體驗及商品展… 0.472

<div class="wraper">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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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2/3）：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 網站使用cookies與網站分析用途，藉以增進您的使用體驗，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您同意使用
cookies，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聲明 以獲得更多資訊。 0.196

<div class="float-box" id="cookice-text">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0.176

<div class="mobile-small-menu">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服務據點分類頁>速度優化建議（3/3）：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提供 next-gen 格式的圖片 10.8s LCP

 使用合適的圖片大小 7.05s LCP, CLS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8s -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0.9s LCP

診斷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降低第三方程式碼的影響 - LCP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6.1s -

97



98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服務據點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服務據點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服務據點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location%2F%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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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頁>速度優化建議（1/4）：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0.753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6:57:42 GMT">

首頁 服務據點 ★CTMAN板橋店 ★CTMAN板橋店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3dcityman/ 營
業時間：依門市公告… 0.644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首頁 服務據點 ★CTMAN板橋店 
★CTMAN板橋店 網址：https… 0.472

<div class="wraper">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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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頁>速度優化建議（2/4）：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 網站使用cookies與網站分析用途，藉以增進您的使用體驗，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您同意使用
cookies，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聲明 以獲得更多資訊。 0.196

<div class="float-box" id="cookice-text">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0.176

<div class="mobile-small-menu">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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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服務據點頁>速度優化建議（3/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95s -

 延後載入畫面外圖片 1.24s LCP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0.9s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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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服務據點頁>速度優化建議（4/4）：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診斷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降低第三方程式碼的影響 - LCP

 未使用被動事件監聽器來提升捲動效能 - -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8.2s -

 運用有效的快取政策提供靜態資產 - FID, LCP

 減少Javascript執行時間 4.3s FI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103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FAQ頁>速度測試結果：

根據Page Speed Insights工具，檢視網站使用體驗核心指標，頁面的用戶體驗分數

如上圖所示，目前FAQ頁電腦版及行動版速度最佳化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參考後頁速度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PageSpeed Insights 測試結果-FAQ頁

電腦版

行動版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faq%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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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頁>速度優化建議（1/3）：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body
0.753

<body data-abr="init" data-abr-indexed="Mon, 22 Mar 2021 07:04:35 GMT">

首頁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Q1. 會員註冊方式 Q2. 購物流程說明 Q3. (實體通路購買)產品售後服務流
程 Q4. (網路通路購買)產品售後服務流程 Q5… 0.574

<div class="page-content-wraper">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聯絡我們 會員登入 0 MENU 首頁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Q1. 會員註冊方
式 Q2. 購物流程說明 Q3… 0.472

<div class="wraper">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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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頁>速度優化建議（2/3）：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如上表格所示，這些 
DOM 元素對於頁面的「累計版面配置轉移」(CLS) 影響最大。

元素 對CLS的影響

避免大量版面配置轉移

× 網站使用cookies與網站分析用途，藉以增進您的使用體驗，繼續使用本網站即代表您同意使用
cookies，請參閱我們的 cookie聲明 以獲得更多資訊。 0.196

<div class="float-box" id="cookice-text">

首頁 搜尋 購物車 會員專區
0.176

<div class="mobile-small-menu">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106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根據行動版PageSpeed速度優化建議，改善以上項目將有助於提升網頁載入速度，且其

項目影響的體驗指標如上表格所示。

<FAQ頁>速度優化建議（3/3）：

改善項目 預估減少量 核心體驗指標

速度最佳化建議

提供 next-gen 格式的圖片 10.05s LCP

 使用合適的圖片大小 5.25s LCP, CLS

移除未使用的  JavaScript 1.35s LCP

 預先載入重要要求 0.9s LCP

診斷

確認載入網站字型時文字不會消失 - FID, CLS

圖片元素沒有明確的width和height - CLS

將主要執行緒的工作降到最低  7.2s FID,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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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工具的「速度建議」觀察每頁使用者的實際載入時間，建議從

分數較低的逐頁修正，將有助於用戶導入網站的速度。

網頁下載速度 (Page Speed) - 建議



網站加密 (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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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銳科技網站已使用Https加密通訊協定。



SSL (網站加密)－http to https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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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Google 認定 http 與 https 是不同網域，導入 https 網站加密通訊協定時，請協

助執行以下步驟：

（Ｏ）請重新申請 https 網域的 Google Search Console 管理員

（Ｏ）產生 https 網域的 Sitemap

（Ｏ）產生 https 網域的 Robots.txt

（Ｏ）執行 http 至 https 網域之間的301轉址

（Ｘ）Canonical 頁面設定(http至https網域)，並使用絕對網址

   > 目前全站皆未設置Canonical，建議檢視全網頁標準網址並設置。

（Ｘ）內部圖片與連結設定皆須更新為 https



SSL (網站加密)－http to https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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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內部圖片與連結設定皆須更新為 https

經 WebSite Auditor 工具檢視，中文版網站存在多筆混合內容，建議務必將內部圖片與連結

設定更新為 https，否則頁面將顯示網站連線可能有安全漏洞的警告訊息給使用者。



SSL (網站加密)－http to https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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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內部圖片與連結設定皆須更新為 https

以此頁為例，由於頁面圖片資源未移轉為 Https，頁面會顯示網站連線可能有安全漏洞的

警告訊息給使用者。可在頁面(Chrome)點選右鍵網頁「檢查」>「console」內了解詳情。

＊Google Chrome 81將阻止混合內容，將可能無法顯示未通過https加載的資源。

＊可參考混合性內容網址表。

Console回報混合內容資源：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E8%87%AA%E8%A1%8C%E8%BB%8A%E5%A5%B3%E7%9F%AD%E8%BB%8A%E8%A4%B2
https://www.searchenginejournal.com/chrome-81-will-not-load-mixed-content/358298/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375389055


什麼是結構化資料？
讓搜尋引擎透過結構化的語意標記(Semantic Markups)抓取與理解網頁的內容。

目前常用的語意標記：
● HTML 5
● Schema.org (＊Google建議採用格式為JSON-LD)
● Open Graph Markups
● Google Data Highlighter(資料螢光筆)

影響：
● 排名要素
● Rich Snippets
● Knowledge Graph
● Google Sitelink Search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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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搜尋範例：Taj Mahal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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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增加麵包屑設置之後，建議同時設置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設置結構化資料後在搜尋結果

上呈現如上圖紅框處，可以同時讓搜尋引擎及使用者更理解頁面在網站結構中的位置。詳細可

參考Google說明文件及schema.org - BreadcrumbList

示意圖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
https://schema.org/BreadcrumbList


經 Google 複合式搜尋結果工具檢視，目前產品分類頁未設置結構化資料，建議：

1. 可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以此頁為例，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首頁 > 商品介紹 
> 自行車 > 城市車」。

＊建議使用JSON-LD語法標記，可使用Schema Markup Generator工具產生結構化資料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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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類頁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測試連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hl=zh-tw
https://technicalseo.com/tools/schema-markup-generator/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hl=zh-tw&id=T0psFtpteLCTdxq3D2QDeQ


經 Google 複合式搜尋結果工具檢視，目前產品頁未設置結構化資料，建議：

1. 可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以此頁為例，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首頁 > 商品介紹 
> 硅素水 > 安耐美北投石切解天然硅素水500ml (每箱24罐)」。

2. 增設產品類型結構化資料。

＊建議使用JSON-LD語法標記，可使用Schema Markup Generator工具產生結構化資料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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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頁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測試連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hl=zh-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product?hl=zh-tw
https://technicalseo.com/tools/schema-markup-generator/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hl=zh-tw&id=xIhR0gX1IiwzXKHM4ENomQ


經 Google 複合式搜尋結果工具檢視，目前文章分類頁未設置結構化資料，建議：

1. 可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以此頁為例，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首頁 > 最新消息 
> 單車遊記 」。

＊建議使用JSON-LD語法標記，可使用Schema Markup Generator工具產生結構化資料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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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類頁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測試連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hl=zh-tw
https://technicalseo.com/tools/schema-markup-generator/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hl=zh-tw&id=q35Ak5oqSvqeAfUhzErePA


經 Google 複合式搜尋結果工具檢視，目前文章頁未設置結構化資料，建議：

1. 可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以此頁為例，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首頁 > 最新消息 
> 自行車專欄 >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

2. 增設文章類型結構化資料。

＊建議使用JSON-LD語法標記，可使用Schema Markup Generator工具產生結構化資料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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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頁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測試連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hl=zh-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article
https://technicalseo.com/tools/schema-markup-generator/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hl=zh-tw&id=FnXlbUGb3H6m8aFWqIWMzg


經 Google 複合式搜尋結果工具檢視，目前服務據點分類頁未設置結構化資料，建議：

1. 可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以此頁為例，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首頁 > 服務據點 > 
中部經銷門市 」。

＊建議使用JSON-LD語法標記，可使用Schema Markup Generator工具產生結構化資料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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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分類頁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測試連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hl=zh-tw
https://technicalseo.com/tools/schema-markup-generator/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hl=zh-tw&id=nr2JgKbS-WBI8TjRjq7KPA


經 Google 複合式搜尋結果工具檢視，目前服務據點頁未設置結構化資料，建議：

1. 可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以此頁為例，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首頁 > 服務據點 > 
北部經銷門市 > ★CTMAN板橋店 」。

2. 增設當地商家類型結構化資料。

＊建議使用JSON-LD語法標記，可使用Schema Markup Generator工具產生結構化資料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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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頁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測試連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hl=zh-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local-business?hl=zh-tw
https://technicalseo.com/tools/schema-markup-generator/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hl=zh-tw&id=5tni6sQJze1Tb9Xfju9vAw


經 Google 複合式搜尋結果工具檢視，目前FAQ頁未設置結構化資料，建議：

1. 可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以此頁為例，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首頁 > 常見問題 
」。

2. 增設常見問題類型結構化資料。

＊建議使用JSON-LD語法標記，可使用Schema Markup Generator工具產生結構化資料程

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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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頁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測試連結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breadcrumb?hl=zh-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earch/docs/data-types/faqpage
https://technicalseo.com/tools/schema-markup-generator/
https://bike.enermax.com/faq/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hl=zh-tw&id=m2c-litijtVbvbKkzNOWBQ


以產品分類頁為例：

使用者經驗 - 網站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121

目前網站「產品分類頁」已設置導覽標記，建議：

1.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以產品頁為例：

使用者經驗 - 網站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122

目前網站「產品頁」已設置導覽標記，建議：

1.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以文章分類頁為例：

使用者經驗 - 網站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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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文章分類頁」已設置導覽標記，建議：

1.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以文章頁為例：

使用者經驗 - 網站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目前網站「文章頁」已設有導覽標記，建議：

1. 增加{文章分類}層級，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

「首頁 > 最新消息 > 自行車專欄 >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

規知多少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註：此導覽標記為範例，實際以站內架構為主。

2.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124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以服務據點分類頁為例：

使用者經驗 - 網站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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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服務據點分類頁」已設置導覽標記，建議：

1.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以服務據點頁為例：

使用者經驗 - 網站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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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服務據點頁」已設有導覽標記，建議：

1. 增加{服務據點分類}層級，導覽標記階層建議為：

「首頁 > 服務據點 > 北部經銷門市 > ★CTMAN板橋店」。

＊註：此導覽標記為範例，實際以站內架構為主。

2.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以FAQ頁為例：

使用者經驗 - 網站導覽標記 (Breadcrumb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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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FAQ頁」已設置導覽標記，建議：

1.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https://bike.enermax.com/faq/


使用者經驗 - 搜尋引擎友善網址 (SEO Friendly URL)

128

搜尋引擎友善網址不但可以避免搜尋引擎機器人在抓取網頁時遇到阻礙，

同時也有助於提升使用者經驗，參考規範如下 :

• 統一使用英文小寫

• 簡短

• 網址命名置入關鍵字

• 網址命名與網頁內容相關

• 使用靜態網址(Static URL)；動態參數小於2個

• 置入關鍵詞，並在關鍵詞之間使用分號(-)而非底線( _ )

• 網址命名與格式有規律

• 層級數3-4層

• 長度小於115字元



使用者經驗 - 搜尋引擎友善網址 (SEO Friendly URL)

129

1. 統一使用英文小寫
以此網址為例：https://bike.enermax.com/news/疫情過後，單車減肥法才是真正抗疫的黃金法則

網址使用中文關鍵詞，網址被轉碼後URL會變得很長，但目前網站索引狀況良好，建議未

來新頁面的網址可參照前頁建議規劃進行。

＊重要：若對於現有網址進行變化，需進行新舊網址之301轉址。

 (參考：自訂301轉址欄位)。

中文網址轉碼後呈現如下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7%96%AB%E
6%83%85%E9%81%8E%E5%BE%8C%EF%BC%
8C%E5%96%AE%E8%BB%8A%E6%B8%9B%E8
%82%A5%E6%B3%95%E6%89%8D%E6%98%AF
%E7%9C%9F%E6%AD%A3%E6%8A%97%E7%9
6%AB%E7%9A%84%E9%BB%83%E9%87%91%E
6%B3%95%E5%89%87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7%96%AB%E6%83%85%E9%81%8E%E5%BE%8C%EF%BC%8C%E5%96%AE%E8%BB%8A%E6%B8%9B%E8%82%A5%E6%B3%95%E6%89%8D%E6%98%AF%E7%9C%9F%E6%AD%A3%E6%8A%97%E7%96%AB%E7%9A%84%E9%BB%83%E9%87%91%E6%B3%95%E5%89%87


130

整體規劃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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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首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width=1400&height=700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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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產品分類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products%2Fcategory%2F%E5%9F%8E%E5%B8%82%E8%BB%8A&width=1400&height=700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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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產品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products%2F%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width=1400&height=700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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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文章分類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news%2Fcategory%2F%E5%96%AE%E8%BB%8A%E9%81%8A%E8%A8%98&width=1400&height=700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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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文章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news%2F%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width=1400&height=700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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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服務據點分類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location%2Fcategory%2F%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width=1400&height=700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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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服務據點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location%2F%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width=1400&height=700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RWD響應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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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FAQ頁已使用RWD響應式網站設計。

＊Responsive Design Checker測試報告：RWD響應式網站測試。

電腦版網頁顯示： 行動版網頁顯示：

https://bike.enermax.com/faq/
https://responsivedesignchecker.com/checker.php?url=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faq%2F&width=1400&height=700


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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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注意網址結構，增加多國家多語系網址易讀性

> 目前網站採用有 gTLD 的子目錄網址結構，如：

https://bike.enermax.com/en/

（Ｘ）選定標準網址設置 canonical，避免分散頁面權重

（△）設置 alternate hreflang 標籤

（△）設置各語系 sitemap加速 Google 收錄索引

> 目前網站將中文語系與英文語系網址皆放入相同的Sitemap檔案，建議

根據各語系設置獨立的Sitemap檔案。

（Ｘ）指定國際目標



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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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設置 alternate hreflang 標籤規範

在每一個語系版本的網頁中都加上對應其他語系的 alternate hreflang 屬性。

舉例來說，在中文、英文語系版本的首頁，都應加上：

<link rel="alternate" href="https://bike.enermax.com/" hreflang="zh-Hant" />
<!--指向中文版本的網頁-->
<link rel="alternate" href="https://bike.enermax.com/en" hreflang="en" />
<!--指向英文版本的網頁-->
*此為 Hreflang 範例說明，請以網站實際情況為準



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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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設置 alternate hreflang 標籤規範

*此為 Hreflang 範例說明，請以網站實際情況為準

以此網址為例 (X網址；「zh-Hant」)：
https://bike.enermax.com/

X網址「hreflang="en"」標記網址為 (Y網址)：
https://bike.enermax.com/en

因此，Y網址的「hreflang="zh-Hant"」標記網址應回傳X網址：
https://bike.enermax.com/

> 如果 X 網址的Hreflang標記指向 Y 網址，Y 網址必須返回指向 X 網址，才能成功完成

Hreflang指向。使用 Hreflang 註解的網頁若缺少傳回標記或指向網址不同，則可能導致註解遭

到忽略或解讀不正確，參考 Google 說明文件。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bike.enermax.com/en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support.google.com/webmasters/answer/189077


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142

檢查類別 hreflang tag

首頁
zh-Hant / en
皆正確標記

產品分類頁 未標記

產品頁 未標記

文章分類頁 未標記

文章頁 未標記

服務據點分類頁 未標記

服務據點頁 未標記

FAQ頁 未標記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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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目前「zh-Hant、en」產品分類頁未設置hreflang標記，建議：

1. 若有對應頁面

● 設置「zh-Hant」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zh-Hant" href="中文版本產品分類頁網址" />

● 設置「en」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en" href="英文版本產品分類頁網址" />

2. 若無對應頁面

● 維持目前設定，不做更動。

1.產品分類頁hreflang標記未設置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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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2.產品頁hreflang標記未設置

目前「zh-Hant、en」產品頁未設置hreflang標記，建議：

1. 若有對應頁面

● 設置「zh-Hant」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zh-Hant" href="中文版本產品頁網址" />

● 設置「en」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en" href="英文版本產品頁網址" />

2. 若無對應頁面

● 維持目前設定，不做更動。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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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3.文章分類頁hreflang標記未設置

目前「zh-Hant、en」文章分類頁未設置hreflang標記，建議：

1. 若有對應頁面

● 設置「zh-Hant」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zh-Hant" href="中文版本文章分類頁網址" />

● 設置「en」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en" href="英文版本文章分類頁網址" />

2. 若無對應頁面

● 維持目前設定，不做更動。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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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4.文章頁hreflang標記未設置

目前「zh-Hant、en」文章頁未設置hreflang標記，建議：

1. 若有對應頁面

● 設置「zh-Hant」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zh-Hant" href="中文版本文章頁網址" />

● 設置「en」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en" href="英文版本文章頁網址" />

2. 若無對應頁面

● 維持目前設定，不做更動。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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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5.服務據點分類頁hreflang標記未設置

目前「zh-Hant、en」服務據點分類頁未設置hreflang標記，建議：

1. 若有對應頁面

● 設置「zh-Hant」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zh-Hant" href="中文版本服務據點分類頁網址" />

● 設置「en」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en" href="英文版本服務據點分類頁網址" />

2. 若無對應頁面

● 維持目前設定，不做更動。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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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6.服務據點頁hreflang標記未設置

目前「zh-Hant、en」服務據點頁未設置hreflang標記，建議：

1. 若有對應頁面

● 設置「zh-Hant」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zh-Hant" href="中文版本服務據點頁網址" />

● 設置「en」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en" href="英文版本服務據點頁網址" />

2. 若無對應頁面

● 維持目前設定，不做更動。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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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 檢視hreflang標記

7.FAQ頁hreflang標記未設置

目前「zh-Hant、en」FAQ頁未設置hreflang標記，建議：

1. 若有對應頁面

● 設置「zh-Hant」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zh-Hant" href="中文版本FAQ頁網址" />

● 設置「en」hreflang標記網址。

<link rel="alternate" hreflang="en" href="英文版本FAQ頁網址" />

2. 若無對應頁面

● 維持目前設定，不做更動。

https://bike.enermax.com/faq/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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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檢查點：設定國家 /地區目標

「指定國際目標」設定可以指定網站的目標國家 /地區，可強化當地SEO；但如果網站同時想要指定多個地

區的使用者，建議最好不要定位特定位置的使用者 ，參考Google指定國際目標報告說明。

目前中文版網站指定地區為：無。

中文版：

https://support.google.com/webmasters/answer/6059209?visit_id=637115384641703938-2654715189&r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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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標題與描述欄位 - 範例

自訂標題

自訂描述

• 建議在CMS後台，能夠開設自訂標題與描述的欄位，有利於SEO優化。

        *目前未開放後台檢測



152

自訂標題與描述欄位 - 範例

• 自訂欄位僅修改(覆蓋)Html的Title & Description，不影響原本文章標題

文章標題 (預設應為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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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頁面都要有一個獨特的網頁標題(使用 H1 標籤)
一般而言，網頁標題H1的位置會設置在頁面中最重要的標題欄位，如：文章標

題、分類標題等。

● 使用 H2, H3…設定次標題

而頁面分段的次標題、段落內的重點小標，通常會使用H2、H3依序建置，設置邏

輯如下：

<h1>網頁標題</h1>
<h2>次標題<h2>

<h3>重點小標<h3>

● 在編輯頁面時也會使用H Tags做排版上的變化，如：粗體、顏色、分段，不但可以

增加使用者體驗，同時也能讓搜尋引擎理解頁面內容。

預設H1,H2 Tags (H標籤)



Alt Tag的功能是建立圖片替代文字(Alternative 

Text)。當圖片出錯或圖片失效時(例如圖片被移除

或伺服器權限修改)，讓瀏覽器顯示出替代文字，等

於是圖片的備案。

假設網頁中的圖片失效，不希望該圖片位置出現一

個破圖狀態，若有設定Alt Tag，就可以顯示出關於

該圖片相關可閱讀的文字；幫助瀏覽者與搜尋引擎

在看不懂圖片時候加上的替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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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圖片替代文字Alt欄位 - 範例

上傳前修
改圖片檔

名

自訂
Alt替代文字

自訂
圖片標題

        *目前未開放後台檢測



• 自訂 Meta Robots Tag
• 自訂 Canonical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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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標準連結元素欄位 - 範例

＊示意用



• 客製化301轉址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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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301轉址欄位 - 範例

＊示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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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行動網頁(AMP) - 注意事項

製作AMP分三大部分：
一、AMP HTML：
HTML須按照規格，如圖片、影音、廣告或UI元件等必須使用AMP指定標籤。

二、AMP JS：
大多使用 AMP 的元件，若要使用客製JavaScript則使用 <amp-script> (官方介紹)。

三、Google AMP Cache：
格式正確的 AMP 頁面會放到 Google AMP Cache，加快頁面加載的速度。

製作重點：
＊canonical、amphtml指向
＊Hreflang指向 (若有多國多語言)
＊AMP GA追蹤設置

https://github.com/ampproject/amphtml/blob/master/spec/amp-html-format.md
https://amp.dev/documentation/guides-and-tutorials/develop/custom-javascript-tutorial/?format=websites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gtagjs/devguide/amp?hl=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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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行動網頁(AMP) - 注意事項

若網站一頁面同時擁有非AMP和AMP版本，需使用<canonical>標籤宣告兩頁面之間的關係，並且置

於<head>中，參考AMP開發指南以及AMP測試工具。

以此網址為例：

https://bike.enermax.com/news/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非AMP版本需添加：

< link  rel = “amphtml”  href = “
https://bike.enermax.com/news/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amp”>
*註：此amp網址路徑為示意，實際以貴司規劃之架構為主。

AMP版本頁面需添加：

< link  rel = “canonical”  href = “https://bike.enermax.com/news/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花十分

鐘搞懂再上路” >

＊備註：如果只有一個頁面，並且該頁面就是AMP頁面，仍需添加 canonical 指向自己

< link  rel = “canonical”  href = “https://bike.enermax.com/news/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花十

分鐘搞懂再上路”>

https://amp.dev/documentation/guides-and-tutorials/optimize-and-measure/discovery?format=websites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amp?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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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行動網頁(AMP) - 範例

根據Google研究指出，當網頁加載時間

超過3秒時，超過50%的使用者會跳出網

頁。

Google AMP 行動裝置網站設計，能夠優

化網頁加載速度，並且在SERP中可能獲

得更佳的的排名結果。

因此，建議能夠因應趨勢提早導入AMP，
優化您的行動裝置內容。

Google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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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1.檢索、分析、索引

檢查網站整體檢索與索
引狀況

- V

檢查網站可檢索性 - V

網站阻礙搜尋引擎檢索
的設定

1. 加入Sitemap檔案。
2. 將會員管理頁面宣告禁止建立檢索。 Δ
優先程度：中

檢查網站目前檢索與索
引的錯誤

一般性錯誤：
1. 重新提交網址，並觀察網頁的索引情況。
非一般性錯誤：
1. 失效頁面導向 404 頁面，並將HTTP回傳碼設為 

404。
2. 若有合適替代網址，使用301永久轉址至新頁面。
3. 可客製化404頁面。

Δ

優先程度：高

一、技術面小結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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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1.檢索、分析、索引

重複性內容 
(Duplicate 
Content)

1. 一般性重複：
● 不需索引的檔案需加入noindex標記。
● 需索引的檔案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檔案。
● 失效頁面導向 404 頁面，並將HTTP回傳碼設為 404。
● 若有合適替代網址，使用301永久轉址至新頁面。
2. 參數
● 使用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
● 使用網址參數工具指定參數的被檢索方式。
● 使用Robots.txt檔案宣告禁止檢索會員管理頁面。
3. Meta重複：
● 針對頁面撰寫獨立標題標記及中繼說明文案。
4. 標準網址問題：
● 使用301永久轉址或canonical指向標準網址。
● 使用URL Rewrite功能。
● 製作頁面內容差異化。

Δ

優先程度：高

一、技術面小結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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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1.檢索、分析、索引

檢查網站目前提高檢
索預算的措施

根據語系設置獨立Sitemap檔案。
Δ

優先程度：高

02.排序和顯示

行動裝置相容性

(Mobile Friendly)
部分載入問題需依指示資料修正。

Δ
優先程度：中

速度

建議參考各頁面速度檢測結果，並依照優化改善項目列表
進行速度優化。 Δ
優先程度：中

HTTPs
1. 建議檢視全網頁標準網址並設置。
2. 內部圖片與連結設定皆須更新為 https。 Δ
優先程度：高

一、技術面小結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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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2.排序和顯示

結構化資料 
(Structured Data)

1. 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2. 增設產品、文章、當地商家、常見問題類型結構化資

料。 Δ

優先程度：中

使用者經驗

導覽標記：
1. 全站增設導覽標記結構化資料。
2. 文章頁增加{文章分類}層級。
3. 服務據點頁增加{服務據點分類}層級。
搜尋引擎友善網址：
1. 統一使用英文小寫。

Δ

優先程度：中

03.整體規劃

行動網站開發方式 - V

一、技術面小結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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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3.整體規劃

多地區多語言規劃 
(hreflang)

1. 選定標準網址設置 canonical。
2. 設置各語系 sitemap 加速 Google 收錄索引。

3. 評估是否指定網站的目標國家/地區。

4. 為有對應語系之頁面設置hreflang標記網址。
Δ

優先程度：高

內容管理系統(CMS)

1. 確認CMS後台已開設自訂標題與描述的欄位。
2. 確認CMS後台可以設置H標籤。
3. 確認CMS後台已導入自訂圖片標題、圖片替代文字

欄位。
4. 確認CMS後台有自訂標準連結元素欄位及自訂301

轉址欄位。

Δ

優先程度：中

AMP
為網站加入AMP，可優先從分文章分類頁、文章頁執行。

Δ
優先程度：中

一、技術面小結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二、內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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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網頁

標題標記 (Title Tag)
中繼說明 (Meta Description)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網頁文案 (Page Text)

02 | 圖片

圖片檔名、替代文字 (Image File Name, Alt Tag)
圖片大小K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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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



標題標記 (Title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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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頁面都要有一個獨特的標題標記

• 須帶出關鍵詞、相關詞、同義詞，但關鍵詞不要超過兩次

（Ｏ）關鍵詞+關鍵詞變體+文案   Ex：電輔車旅遊 + 推薦 + 文案

（Ｘ）關鍵詞+關鍵詞+文案         Ex：電輔車旅遊 + 電輔車旅遊 + 文案

• 控制在65個字元內(32個中文字)

• 關鍵詞愈早出現愈好

• 避免使用停止詞(吧、啊、喔等無意義的詞)避免浪費有限空間

• 標題標記就是搜尋結果的標題，務求清楚、明瞭、獨特、有吸引力

• 避免塞一堆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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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顯示：

經 Moz Bar 工具檢視，部分標題標記過短，過短的標題將有可能導致搜尋引擎隨機呈現頁

面標題於搜尋結果頁(範例網址)，參考標題標記過短網址表。

＊建議優化Title Tag，字數約65字元(25-32中文字)。並可將重要關鍵詞置入提升關聯性，

但不要使用跟其它頁面會重複的關鍵詞。

標題標記 (Title Tag) - 過短

https://bike.enermax.com/shopp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2505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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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顯示：

經 Moz Bar 工具檢視，部分標題標記過長，過長的標題將可能導致搜尋結果被截斷或是搜尋

引擎將重組相關內容於搜尋結果摘要，無法完整地把訊息傳達給使用者(範例網址)。
可參考標題標記過長網址表。

＊建議優化Title Tag，字數約65字元(25-32中文字)。並可將重要關鍵詞置入提升關聯性，但

不要使用跟其它頁面會重複的關鍵詞。

標題標記 (Title Tag) - 過長(截斷)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3%80%8A%E6%A1%83%E5%9C%92%E3%80%81%E6%96%B0%E5%8C%97%E4%B8%B2%E8%81%AF%E8%87%AA%E8%A1%8C%E8%BB%8A%E9%81%93-%E5%A4%A7%E6%BC%A2%E6%BA%AA%E5%B7%A6%E5%B2%B8%E8%87%AA%E8%A1%8C%E8%BB%8A%E9%81%93%E3%80%8B-%E5%A4%A7%E6%BA%AA%E6%B2%B3%E6%BF%B1%E5%85%AC%E5%9C%92-%E9%B9%BF%E8%A7%92%E6%BA%AA%E6%BA%BC%E5%9C%B0%E9%90%B5%E9%A6%AC%E6%A8%82%E6%B4%BB%E8%A1%8C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900213646


170

• 每一個頁面都要有一個獨特的中繼說明

• 控制在155個字元以內(約75個中文字)

• 帶出關鍵詞(出現2次)

• 以使用者為導向撰寫網頁敘述(顯示於Google搜尋結果的摘要)

<meta name=“description”content=“中繼說明”/>

中繼說明 (Meta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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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顯示：

透過Moz Bar工具檢視，部分頁面中繼說明過短，將可能導致搜尋結果重組相關內容於搜尋

結果摘要，無法完整地把訊息傳達給使用者(範例網址)，參考中繼說明過短網址表。

*建議優化Meta Description，字數約155字元(約75個中文字)，並且可將重要關鍵詞置入提

升關聯性。

中繼說明 (Meta Description) - 過短

https://bike.enermax.com/policy/warranty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89066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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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顯示：

透過Moz Bar工具檢視，部分頁面中繼說明過長，將可能導致搜尋結果被截斷或是搜尋引擎

將重組相關內容於搜尋結果摘要，無法完整地把訊息傳達給使用者(範例網址)，參考中繼說

明過長網址表。

＊建議優化Meta Description，字數約155字元(約75個中文字)，並且可將重要關鍵詞置入提

升關聯性。

中繼說明 (Meta Description) - 過長(截斷)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nermax-%E8%87%AA%E8%A1%8C%E8%BB%8A%E5%AE%89%E5%85%A8%E5%B8%BD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640699047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64069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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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顯示：

透過Moz Bar工具檢視，部分頁面中繼說明未填寫，將可能導致搜尋引擎將重組相關內容於

搜尋結果摘要，無法完整地把訊息傳達給使用者(範例網址)，參考中繼說明未填寫網址表。

＊建議優化Meta Description，字數約155字元(約75個中文字)，並且可將重要關鍵詞置入提

升關聯性。

中繼說明 (Meta Description) - 未填寫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8%BB%8A%E7%87%88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6062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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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網頁內容時，為了讓網頁的內容架構易於閱讀時，我們會設定大標題

(H1)、次標題(H2~H6)及內文。

• 每一個頁面都要有一個獨特的網頁標題(使用 H1 標籤)

• 帶出關鍵詞(與標題標記呼應)

• 不要重覆 H1 標籤(都是重點等於沒有重點)

• 使用 H2, H3…設定次標題

<h1>網頁標題</h1>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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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移除空白的H1標籤。＊首頁H1若無合適位欄位，可省略。

2. H2：以 [段落標題]列示(檢測ok)。
3. H3：以 [文章標題]列示，並移除空白的H3標籤。

4. H4：移除不適合的H4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空白H1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空白H3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4
建議欄位：H3

https://bike.enerm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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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產品分類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以 [頁面標題] 列示(檢測ok)。
2. H2：以 [產品名稱]列示(未設置)。
3. H5：移除不適合的H5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1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x
建議欄位：H2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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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產品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以 [頁面標題] 列示(檢測ok)。
2. H2：以 [段落標題] 列示(未設置)。
3. H3：以 [段落內次標題] 列示(未設置)。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1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x
建議欄位：H2
＊將圖片文字化

目前欄位：x
建議欄位：H2
＊將圖片文字化

目前欄位：x
建議欄位：H3
＊將圖片文字化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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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文章分類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以 [頁面標題] 列示(檢測ok)。
2. H2：以 [文章標題]列示(未設置)。
3. H5：移除不適合的H5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1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4
建議欄位：H2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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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此文章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以 [文章標題] 列示(檢測ok)。
2. H2：以 [段落標題] 列示(檢測ok)。
3. H3：以 [段落內次標題] 列示，並移除較不適合的H3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3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3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1
建議欄位：不變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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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此文章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2：以 [段落標題] 列示，並調整目前H2至較合適欄位。

2. H3：以 [段落內次標題] 列示。

＊備註：常見問題皆需修改為H3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H3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H3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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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以此文章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2：以 [段落標題] 列示。

2. H3：以 [段落內次標題] 列示。

3. H5：移除不適合的H5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3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2
建議欄位：不變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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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服務據點分類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以 [頁面標題] 列示(檢測ok)。
2. H2：以 [服務據點名稱] 列示(未設置)。
3. H5：移除不適合的H5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1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H2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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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服務據點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以 [頁面標題] 列示(檢測ok)。
2. H2：以 [段落標題] 列示(未設置)。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1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x
建議欄位：增設H2服務據點資訊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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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FAQ頁為例，目前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1：以 [頁面標題] 列示(檢測ok)。
1. H2：以 [段落標題]列示(未設置)。
2. H5：移除不適合的H5標籤。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目前欄位：H1
建議欄位：不變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H2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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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1/2)目前全站頁尾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4：移除不適合的H4標籤。

2. H5：移除不適合的H5標籤。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4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5
建議欄位：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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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2/2)目前全站網頁標題配置如上圖所示，建議：
1. H6：移除不適合的H6標籤。

目前欄位：H6
建議欄位：移除

目前欄位：H6
建議欄位：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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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 未填寫

經 Screaming Frog 工具檢視，網站存在許多網頁標題未填寫頁面。

建議每一個頁面配置一組獨特的網頁標題，參考網頁標題未填寫網址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42013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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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 多組

經 Screaming Frog 工具檢視，網站部分頁面存在多組H1網頁標題。

＊建議：將多餘H1標籤移除，每一個頁面配置一組獨特的H1網頁標題即可。

參考H1網頁標題多組網址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333729834


189

● 關鍵字詞置放：請盡可能在內文提到 約3-4次(最少2次)建議配置的關

鍵字詞，且位置盡量靠左靠上(越早出現越好)。

● 文案：500-700字(足夠操作SEO+適合閱讀)。

● 可運用粗體、斜體、列表等方式強化關鍵字。

● 圖片：3-5張(建議先壓縮)。

● 影片：1段(建議用嵌入)。

網頁文案 (Pag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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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案 (Page Text)

以此產品頁為例，建議每個產品頁應包含H2、H3標籤、圖片3~5張及相關影片1段。

首頁 > 商品介紹 > 硅素水 > 安耐美北投石切解天然硅素水500ml (每箱24罐) ：
安耐美北投石切解天然硅素水500ml (每箱24罐) 

(Ｘ) 文案超過500字
(△) 分段並用H2、H3設標

參考前頁配置位置建議

(Ｏ) 圖片3~5張
(Ｘ) 影片1段

*確認關鍵詞置放內文3~4次，

用粗體、斜體強化關鍵詞。

*目前有許多文案內容以圖片呈

現，建議改為文字形式。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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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文案 (Page Text)

以此文章頁為例，建議每篇文章應包含H2、H3標籤、圖片3~5張及相關影片1段。

首頁 > 最新消息 > 自行車專欄 >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

電動輔助自行車法規知多少 ？花十分鐘搞懂再上路

(Ｏ) 文案超過500字
(△) 分段並用H2、H3設標

參考前頁配置位置建議

(Ｏ) 圖片3~5張
(Ｏ) 影片1段

*確認關鍵詞置放內文3~4次，

用粗體、斜體強化關鍵詞。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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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Tags) 設置注意事項

標籤主要是將網站內文章/產品做更詳細的分類，很像一本書的索引，所以標籤

通常有可能被設定為特定的字或片語。

標籤的設定有助於一個瀏覽者在閱讀一篇文章時，可以透過標籤的功能快速找

到相似的文章，建議細項如下：

● 標籤字數簡短，盡量不要超過5個字；單篇標籤數量盡量維持在2~3個。

● 與文章(Post)內文的相關度要高。

● 若網站無限制標籤的使用，仍切記不可濫用。

例如：重複置入關鍵字或同時放置過多標籤。

● 標籤有區分大小寫，盡量避免同樣的字使用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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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Tags) - 過多

以此頁面為例，標籤組數置入過多，建議參考標籤設置注意事項規範執行：

1. 相關文要選對標籤(Tags)。
2. 盡量避免同樣的字使用多變化，或同時放置過多標籤 (Tags)，每頁面挑選2-3組配

置即可。

3. 與文章或產品內文的相關度要高。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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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關鍵字(Meta Keywords)  - 多組

經 Screaming Frog 工具檢視，目前網站部分頁面置入多筆Meta Keywords的關鍵字組

，Google 已宣告不參考關鍵字作為排名要素(說明文件)，並有機會將過度置入的關鍵字視為

「垃圾訊號」，可能導致搜尋引擎將網站標記為垃圾網站。

＊建議僅挑選2~3個重點關鍵字置入或移除

參考網頁關鍵字多組網址表。

https://webmasters.googleblog.com/2009/09/google-does-not-use-keywords-meta-tag.html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71198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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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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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優化重點 

● Alt 標籤帶入關鍵字，避免與主題不相關，盡量用描述性方式寫。

● 檔名盡量用英文且帶關鍵字 (中文會亂碼)。

● 除 Alt外，也可增加 Title 標籤 (大多操作與 Alt相同)。

● 優化圖片像素成畫面適合的比例大小。

● 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的將圖片檔案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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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原始碼 Alt Tag 未填寫

以上圖為例
● 目前 Alt Tag : x
● 建議 Alt Tag：仁將咖啡

以此頁面為例，經網頁原始碼檢視，網站圖片部分Alt Tag未填寫。Alt Tag
可於圖片無法顯示時讓使用者理解圖片內容，建議：

1. 設置Alt Tag，且圖片優化帶入關鍵字。

2. 按照 圖片優化重點方式撰寫。

3. 參考 Alt Tag 未填寫網址列表。

1. 未填寫

圖片優化 - 替代文字 (Alt Tag)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3%80%90%E5%96%AE%E8%BB%8A%E7%9A%84%E7%BE%8E%E5%AD%B8%E9%A5%97%E5%AE%B4%E3%80%91-%E5%8F%B0%E4%B8%AD%E4%BB%81%E5%B0%87%E5%92%96%E5%95%A1caf%C3%A9-terry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90494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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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文章頁，目前網站圖片採用代稱作為檔名，若技術與人力許可，建議可以使用

關鍵字作為檔名，請參照前頁優化重點項目檢查，增進使用者體驗與搜尋曝光的機

會。

以頁面左圖為例
● 目前檔名：001_790px-XXL.jpg
● 建議檔名：

electricity-assisted-bike-rule.jpg

圖片優化 - 圖片檔名 (Image File Name)

圖片原始碼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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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優化 - 圖片大小

使用Screaming Frog工具可看出圖片大小 K 數，建議：

1. 優化圖片像素成畫面適合的比例大小。

2. 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的將圖片檔案縮小。

＊可參考圖片大小K數較大的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85038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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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1.網頁

標題標記 (Title Tag)
過短、過長的頁面重新撰寫獨立標題文案。

Δ
優先程度：高

中繼說明 (Meta 
Description)

過短、過長與未填寫的頁面重新撰寫獨立中繼說明文案。
Δ

優先程度：高

網頁標題 (Page 
Title, aka Headers)

1. 首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2. 產品分類頁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3. 產品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4. 文章分類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5. 文章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6. 服務據點分類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7. 服務據點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8. FAQ頁網頁標籤配置建議，參照前頁說明。
9. 網頁標題未填寫的頁面重新撰寫獨立文案。

10. 具多組H1網頁標題頁面移除較不適合的標籤。

Δ

優先程度：高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二、內容面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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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1.網頁

網頁文案 (Page Text)

1. 文案不足之頁面，增加內容。

2. 每篇文章可以放置 3-5 張圖片。

3. 網頁標題(H2、H3)設置。 Δ

優先程度：中

標籤(Tags)

1. 相關文要選對標籤(Tags)。
2. 避免同樣的字使用多變化或同時放置過多標籤 

(Tags)。 Δ

優先程度：高

網頁關鍵字(Meta 
Keywords

關鍵字建議挑選重點字置入或移除。
Δ

優先程度：高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二、內容面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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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2.圖片

替代文字 (Alt Tag)
網站圖片增加Alt Tag替代文字。

Δ
優先程度：中

圖片檔名 (Image File 
Name)

按照優化重點項目優化圖片檔名。
Δ

優先程度：中

圖片大小K數
1. 優化圖片像素成畫面適合的比例大小。
2. 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的將圖片檔案縮小。 Δ
優先程度：中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二、內容面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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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連結

站內連結

> 布局建議

> 最佳做法

站外連結

> 網站權威度(Authoritiveness)
● 網站全站權重 (DR , CF)
● 全站反向連結數

● 全站外部連結域名數

>網站信賴度(Trustworthiness)
● 網站信賴指數 (TR)

>網站相關度(Link Relevancy)
● 錨文字分配

02 |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開放圖譜標記 (Open Graph Tag)
社交分享按鈕

03 | 精選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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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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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頁中適當放入站內連結，可以讓爬蟲理解網頁之間的關聯性、網站的架構並提升使用

者體驗，進而增加SEO權重，關於布局站內連結的建議：

● 反向連結敘述也要有變化(手動設定)

● 在最重要的反向連結中帶出最重要的關鍵詞

● 合宜地規劃站內連結

○ 功能列

○ 導覽

○ 麵包屑

○ 相關/最新/熱門/推薦  產品/文章

○ 最近瀏覽

○ 標籤

○ 內文連結(錨文字)

○ 網站地圖

站內連結 (Internal Links) - 布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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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內連結 (Internal Links) - 最佳做法 

內部連結是頁面SEO優化的一環，建議在文章適當的文字上，佈局適當的內部連結，可以增

加Google搜尋引擎對網頁的理解，同時增加使用者體驗。

＊注意：相同的連結建議放一次即可(放第一個出現的)，以1,000字的頁面來說，建議不要放

超過四～五個連結，不適當的置入有機會被抓作弊乃至於被處罰。

＊最佳做法：

1. 連結範例

<a href="https://連結頁面網址/" title="連結頁面標題">連結錨文字</a>
2. 使用絕對路徑網址

3. 不要使用 Javascript、Java、Flash 等非網址插件作為連結

4. 連結目的不要被 Meta Robots、Robots.txt 阻擋

5. 連結網址正確性 (非404、500等錯誤網址，若已經301則修正該網址)
6. 連結不能被隱藏

7. 連結字體不宜過小

8. 連結顏色不宜與背景色相近

9. 完整的階層架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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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內連結 (Internal Links) - 最佳做法 

目前導覽列的商品介紹集合頁(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車身商品、人身商品)未設置
連結，但於網站中發現集合頁之網址，建議設置導覽列的商品介紹集合頁連結。
● 以導覽列商品介紹集合頁的自行車為例：

Before：無連結
After：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自行車

1. 完整的階層架構連結(導覽列)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8%87%AA%E8%A1%8C%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8%87%AA%E8%A1%8C%E8%B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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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連結 (links)」就扮演著網頁與網頁之間的道路角色，同時也是影響網站排名的要素之一
，因此，連結的品質是非常重要的。透過專業連結分析工具分析站外連結，可以從資料及
數據中檢視目前網站站外連結狀態，並進行下一步的連結策略規劃。

連結評估的方向：

● 品質
專業度：網站內容是否具有專業性，不易使用工具評估
權威度：透過反向連結數、外部連結域名數評估網站在該領域是否具有權威
信賴度：網站中的內容是否被使用者信賴

 
● 相關性

錨文字：檢視外部連結錨文字內容是否過於發散、雜亂或是不適當的錨文字

了解連結評估的方向後，將使用 Ahrefs 及 Majestic 兩套工具對網站現況進行分析，不同
的工具可能在數據上產生落差，但仍然可以透過多方檢視找尋可以優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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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權威度

1. (1/2) 網站全站權重 (Ahrefs Domain Rating)

域名評級 (DR, Domain Rating) ：
這個評級跟網站所有網頁的整體排名有關，值越高，網站所有頁面獲得排名的機會越

大。DR是根據所有連結到網站的外部連結質量和數量來評定的。連結到整個網站的外部

連結越多越好、評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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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權威度

1. (2/2) 網站全站權重 (Majestic Citation Flow)

引用來源 (Citation Flow)：
Majestic用於衡量網站是否具影響力，根據連接至某個 URL 的網站數量，推測該 
URL 的影響力，每個連接都有不同的權重，分值在0-10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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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權威度

2. (1/2) 全站反向連結數 (Ahrefs Backlinks)

全站反向連結數可分為現有的反向連結數及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反向連結數，主要觀察現

有的反向連結數，並檢視其中是否包含具有潛在威脅的不佳反向連結。

Ahrefs現有反向連結報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868101415


212

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權威度

2. (2/2) 全站反向連結數 (Majestic External Backlinks)

全站反向連結數可分為現有的反向連結數及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反向連結數，主要觀察現

有的反向連結數，並檢視其中是否包含具有潛在威脅的不佳反向連結。

＊備註：網站目前檢測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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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權威度

3. (1/2) 全站外部連結域名數 (Ahrefs Reffering Domains)

全站外部連結域名數可分為現有的外部連結域名數及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外部連結域名數，主

要檢視網站現有的外部連結來自多少網域，並檢視其中是否包含具有潛在威脅的不佳反向連

結，若其中包含在領域中具有良好權威度的網域可以提升自身網站的權威度。

＊備註：網域權威度是否良好可以透過 Ahrefs 報表中的「Ahrefs Rank」來評估

Ahrefs外部連結域名數報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94858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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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權威度

3. (2/2) 全站外部連結域名數 (Majestic Reffering Domains)

全站外部連結域名數可分為現有的外部連結域名數及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外部連結域名數，主

要檢視網站現有的外部連結來自多少網域，並檢視其中是否包含具有潛在威脅的不佳反向連

結，若其中包含在領域中具有良好權威度的網域可以提升自身網站的權威度。

＊備註：網域權威度是否良好可以透過 Majestic 報表中的「CitationFlow」來評估

＊備註：網站目前檢測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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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信賴度

1. 網站信賴指數 (Majestic Trust Flow)

信任來源 (Trust Flow)：
Majestic根據對互聯網進行的人工審查，整理了許多受信任的種子站點。這個過程構成了

Trust Flow指標的基礎。與受信任的種子站點緊密相連的站點可以得到更高的分值，而可

能擁有可疑連結的站點的分值則會低得多。品質分值為0-100之間。

> 高權重網站 + 點擊越高 = Trust Flow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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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相關度

1. (1/3) 錨文字分配 (Ahrefs Anchors)

外部連結所使用的錨文字會影響到網站的相關度，透過錨文字報表可以檢視外部連結所

使用的錨文字是否符合網站內容，應避免錨文字過於發散、雜亂，避免因不佳的錨文字對

網站造成負面影響。

Ahrefs錨文字報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99174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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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相關度

1. (2/3) 錨文字分配 (Majestic Anchor text)

外部連結所使用的錨文字會影響到網站的相關度，透過錨文字報表可以檢視外部連結所

使用的錨文字是否符合網站內容，應避免錨文字過於發散、雜亂，避免因不佳的錨文字對

網站造成負面影響。

＊備註：網站目前檢測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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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連結 (Backlinks) - 網站相關度

1. (3/3) 錨文字分配 (GSC 熱門連結文字)

外部連結所使用的錨文字會影響到網站的相關度，透過錨文字報表可以檢視外部連結所

使用的錨文字是否符合網站內容，應避免錨文字過於發散、雜亂，避免因不佳的錨文字對

網站造成負面影響。

GSC熱門連結文字報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146796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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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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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社交關係圖標記 

開放社交關係圖標記主要是使用者在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分享連結時的預覽

畫面，可以透過設置開放社交關係圖的標題、中繼說明、圖片，吸引使用者點

擊。

og:image：預覽圖片

og:url：分享目標
網址的網域 og:title：標題

og:description：
中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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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社交關係圖標記 - 優化重點 

開放社交關係圖標記的設定有助於一個瀏覽者在看見連結時，可以透過開放社交

關係圖標記的標題、描述、圖片簡略了解連結內容，建議細項如下：

● og:type：正確指定頁面內容類型，有助於Facebook了解頁面內容，可以指定

的種類可參考：The Open Graph protocol - Object Types

● og:title：控制在約60字元 (約30個中文字)
＊若未設置預設為網頁的  Title Tag

● og:url：未帶有參數、追蹤碼的標準網址
＊若未設置則預設為Canonical標記指向網址；若未設置 Canonical標記則預設為分享網址

● og:image：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為 1200 x 630 像素，且圖像大小不

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 og:description：控制在約60字元 (約30個中文字)
＊若未設置則預設為網頁的  Meta Description

https://ogp.me/#types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sharing/best-practices?locale=zh_TW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222

首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錯
工具顯示：

1. 為「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


1. 為「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223

產品分類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
錯工具顯示：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products%2Fcategory%2F%E5%9F%8E%E5%B8%82%E8%BB%8A


1. 為「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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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
錯工具顯示：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products%2F%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1. 為「og:image, 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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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類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
錯工具顯示：

此og:image為FB
根據根據原始標
籤所建構的。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news%2Fcategory%2F%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1. 為「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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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
錯工具顯示：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news%2F%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1. 為「og:image, 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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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分類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
錯工具顯示：

此og:image為FB
根據根據原始標
籤所建構的。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location%2Fcategory%2F%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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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錯
工具顯示：

1. 為「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location%2F%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1. 為「og:image, 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如預覽內容未如預期，建議：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文案(og:title)，約30個中文字。

● 針對頁面增加獨立的中繼說明文案(og:description)，約30個中文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 Facebook 官方圖片最佳化尺寸調整成 1200 x 630 像素，且圖

像大小不超過 8 MB (參考網址：Facebook 官方說明)。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OG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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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頁預覽內容：

Facebook 分享偵
錯工具顯示：

此og:image為FB
根據根據原始標
籤所建構的。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q=https%3A%2F%2Fbike.enermax.com%2Ffaq%2F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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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品分類頁為例：

目前網站「產品分類頁」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建議可增設。

分享按鈕示意圖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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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品頁為例：

目前網站「產品頁」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建議可增設。

分享按鈕示意圖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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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章分類頁為例：

分享按鈕示意圖

目前網站「文章分類頁」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建議可增設。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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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章頁為例：

目前網站「文章頁」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建議可增設。

分享按鈕示意圖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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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據點分類頁為例：

目前網站「服務據點分類頁」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建議可增設。

分享按鈕示意圖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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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據點頁為例：

目前網站「服務據點頁」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建議可增設。

分享按鈕示意圖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 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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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FAQ頁為例：

目前網站「FAQ頁」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建議可增設。

分享按鈕示意圖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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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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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摘要

精選摘要 (Featured snippets) 的排名在位於

SERP(搜尋結果頁)的最上方。

除了可能增加點擊外，精選摘要在行動裝置上更

加突出，甚至可能成為使用者搜尋結果最初看到

的唯一內容，顯然，精選摘要是個絕佳的品牌曝光

機會。

＊建議網站能夠因應搜尋趨勢優化網頁，搶下精

選摘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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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摘要

如何獲選為精選摘要？

透過實務經驗，整合出下列網頁優化的方向，提供參考貴司參考，以利獲選為精選摘要

讓網頁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 以「問題」式標題，並置入相關關鍵字。

● 內容提供精簡且明確的問題答案。

● 善用段落標籤、網頁標題(H1-H3 Tag)，清楚列出文章重點架構。

● 使用圖表、清單、步驟、列點等方式呈現。

● 使用結構化資料標記。

精選摘要
(featured sni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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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摘要

使用 Ahrefs 工具可看出網站自然流量中具有精選摘要的搜尋關鍵字，建議參考精選摘

要關鍵字列表，並利用這份表格優化網頁，以利未來獲選為精選摘要。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28445553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uceFgPss4rPzWDg1frPn_zVlBeEpTav3W6b2Y75iOw/edit#gid=28445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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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1.連結

站內連結
設置導覽列的商品介紹集合頁連結。

Δ
優先程度：中

站外連結 － －

02.社群訊號 (Social Signals)

開放社交關係圖標記 
(Open Graph Tag, 
OG語法)

1. 為「og:image, fb:app_id」填入合適的值。
2. 增加獨立的標題標記、中繼說明文案，約30個中字。
3. 分享內容圖片建議按照官方建議最佳化尺寸調整。 Δ

優先程度：中

社交分享按鈕
為未配置社群分享按鈕的頁面配置社群分享按鈕。

Δ
優先程度：中

03.精選摘要

精選摘要 － －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三、推廣面小結



四、數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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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nalytics
> 資料檢視設定

> 追蹤碼安裝

> GSC 串接

> Google Ads 自動標記

01 |



GA 設定 - 資料檢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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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資料檢視設定：

1. 網址：未正確設置，網址需修正為：bike.enermax.com。

2. 預設網頁：已正確設置。

*預設網頁一般不用設置，除非網址結構較特殊，再另行討論

校正
網址

正確
設置



GA 設定 - 追蹤碼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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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Google Tag Assistant 工具檢視，網站首頁、產品分類頁、產品頁、文章分類頁、服
務據點分類頁、服務據點頁、FAQ頁追蹤碼皆已正確安裝。

＊授權資源

https://bike.enermax.com/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category/%E5%9F%8E%E5%B8%82%E8%BB%8A
https://bike.enermax.com/products/%E5%AE%89%E8%80%90%E7%BE%8E%E5%8C%97%E6%8A%95%E7%9F%B3%E5%88%87%E8%A7%A3%E5%A4%A9%E7%84%B6%E7%A1%85%E7%B4%A0%E6%B0%B4500ml--%E6%AF%8F%E7%AE%B124%E7%BD%90-
https://bike.enermax.com/news/category/%E5%96%AE%E8%BB%8A%E9%81%8A%E8%A8%98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category/%E4%B8%AD%E9%83%A8%E7%B6%93%E9%8A%B7%E9%96%80%E5%B8%82
https://bike.enermax.com/location/%E2%98%85ctman%E6%9D%BF%E6%A9%8B%E5%BA%97
https://bike.enermax.co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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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設定 - 追蹤碼安裝

經 Google Tag Assistant 工具檢視，網站文章頁發現以下問題點：

1. 追蹤碼安裝兩次，建議將重複安裝的追蹤碼移除。

https://bike.enermax.com/news/%E9%9B%BB%E5%8B%95%E8%BC%94%E5%8A%A9%E8%87%AA%E8%A1%8C%E8%BB%8A%E6%B3%95%E8%A6%8F%E7%9F%A5%E5%A4%9A%E5%B0%91-%EF%BC%9F%E8%8A%B1%E5%8D%81%E5%88%86%E9%90%98%E6%90%9E%E6%87%82%E5%86%8D%E4%B8%8A%E8%B7%AF


GA 設定 - GSC 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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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nalytics 後台已串接 Google Search Console。



GA 設定 - Google Ads 自動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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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畫面

(需打勾)

目前 Google Analytics 已與 Google Ads 串接，建議前往 Google Ads 後台檢查是否有正

確開啟自動標記功能，若無開啟將會影響Organic流量。



四、數據面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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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摘要 檢測

01. Google Analytics

資料檢視設定
1. GA網址需校正為正確網址。

Δ
優先程度：中

追蹤碼安裝
將重複的追蹤碼移除。

Δ
優先程度：高

GSC 串接 － V

Google Ads 自動
標記

檢查Google Ads 後台是否有正確開啟自動標記功能。
Δ

優先程度：中

V已建置，Δ待改進，X未建置

中



網站健檢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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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名稱 備註

Google Search Console 網站管理員

複合式搜尋結果測試工具

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PageSpeed Insights 網頁速度檢測工具

https://www.google.com/webmasters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rich-results
https://search.google.com/test/mobile-friendly?hl=zh-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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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名稱 備註

Redirect Path 轉址狀態檢測工具

screaming frog 網站健診工具

Facebook for Developers 分享偵錯工具

WebSite Auditor SeoPowersuite-網站健診
工具

網站健檢使用工具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redirect-path/aomidfkchockcldhbkggjokdkkebmdll?hl=zh-TW
https://www.screamingfrog.co.uk/seo-spider/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tools/debug/sharing/
https://www.link-assistant.com/website-au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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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名稱 備註

MozBar 簡易SEO分析

Google Tag Assistant 追蹤碼檢測工具

SEOQuake 網頁基本診斷

Google Analytics 網站分析工具

網站健檢使用工具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mozbar/eakacpaijcpapndcfffdgphdiccmpknp?hl=zh-TW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tag-assistant-by-google/kejbdjndbnbjgmefkgdddjlbokphdefk?hl=zh-TW
https://www.seoquake.com/index.html
https://analytics.google.com/analytics/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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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名稱 備註

Ahrefs 競爭對手分析工具

Majestic 連結檢測工具

Hreflang Tag Checker 多國多語系確認工具

網站健檢使用工具

https://ahrefs.com/
https://zh.majestic.com/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hreflang-tag-checker/hjgdcecfiohgajnhilmjhebdganpaomk/rel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