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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部分的企業都有其官網，尤其利用網站營運的官網更為重要，獲取優質的客戶流

量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那些流量相對應就是潛在現金流，而想要那優質的流量就有賴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除非花錢買版面或廣告，否則永遠很難使消費者看到。

使用網路搜索引擎的用戶，主要是想利用此平台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本論文利用我們

提出的搜尋引擎優化改進策略，使用自然語言處理的方式取出熱門關鍵字及自動摘要的

文章進行優化方式連結到目標網站，提升 SERP 排名之策略並經實驗網站證明此改進策

略，能夠讓已經具備最佳化內容與結構的網站，優於沒有具備最佳化內容與結構的網站。 

 

關鍵詞：搜尋引擎優化、網頁排名、搜尋引擎結果頁面、自然語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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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企業的官方網站想要使業績成長，其核心在於吸引潛在客戶並為他們提供他們正在

尋找及想要的產品或服務。所以官方網站頁面應始終保持最新狀態並且要經常性地更

新，針對錯誤的人群行銷都有可能產生不必要的後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有必須使用

經過優化的網頁。所以正確地使用關鍵字及針對每個頁面符個不同使用者的喜好更形重

要 [1]。 

為了使自己的官方網站能被很快被搜索，其在搜索引擎的排名更形重要，而搜索引

擎結果頁面 (SERP, Search engine results page)就是此成績的展現，搜索引擎結果頁面都

包含許多可點擊的鏈接，這些鏈接通常包含預覽網頁文章摘要以建立網頁與搜索的相關

性。SERP 排名有考慮近 200 多個因素的複雜演演算法，例如用戶是否訪問該頁面。如

果要網頁保證在 SERP 列表中的排名很前面也就是表示它是很多使用者關注的頁面；如

果企業或組織支付廣告費用，則就會享有排名很前面的位置且在很顯眼的位置。顯然

地，SERP 中的高排名可以大大提高企業及組織的知名度。在第一個 SERP 中獲得一個

高的排名不僅可以提高銷售額，還有助於目標用戶的信任度，如此可以帶來更好的品牌

發展。為了實現較高的 SERP 排名，網站優化管理員可使用各種方式來實作優化，統稱

為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2]。搜索引擎優化應該專注於客戶的參與，而不是只

是著重所謂 SERP 的排名。 [3]。所有技術或行銷策略等等都只是一種工具，其主要的

目前是要能滿足客戶的所要的，這才是企業經營的主軸。 

如 Google 搜尋引擎入口網站提供了上數十億頁的入口點。因此，提高排名的網頁

通常對人們而言有較高的知名度，所以提高 SERP 排名已成為網站管理員及行銷人員的

首要任務。事實上，SEO 已經成為企業提高其客戶排名的一項重要業務。 儘管如此，

搜索引擎公司自然不願透露他們的內部機制，所以也缺乏驗證 SEO 方法的方法，這引

發了市場上眾多關於排名演演算法的神話和謬誤[4]。 

本論文的目的將以既有搜尋引擎優化策略的測試環境，我們提出的搜尋引擎優化策

略，建置一個系統以文字探勘的方式使用取出熱門關鍵字及自動摘要的文章進行優化方

式連結到目標網站，並經實驗網站證明此改進策略，在搜尋結果頁面中的排名，優於沒

有具備最佳化內容與結構的網站，在實驗上設置三個實驗網站，包含對照組與實驗組，

以驗證本論文實踐之可行性。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為探討搜尋引擎優化各個文獻。第三章為使用傳遞熱門關鍵字優

化策略探討本研究以文字探勘的方式使用斷詞後取出熱門關鍵字及自動摘要的文章進

行優化方式連結到目標網站，獲得提升 SERP 排名之策略擬定，第四章為實驗與結果分

析，最後一章為結論與建議。 

貳、 文獻探討 

搜索引擎行銷相關的線上行銷服務主要有兩種類型分別為付費 SEP 及第三方的

SEO。其由搜索引擎以贊助或付費結果的形式來操作，其中廣告被顯示在搜索結果頁面

的預先指定的區域以及網絡搜尋的結果。 搜索引擎收取與相關關鍵字價格以及相關的

安裝費用，這些費用主要由關鍵字決定，並按照每次點擊費用(CPC,pay-per-click)計算，

以及廣告收到的點擊次數。 這種服務也被稱為按點擊付費(PPC, Pay per click )廣告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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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客戶網站在搜索引擎自然搜索結果中的排名，SEO 公司必須不斷測試並獲

得搜索引擎的排名，以便為客戶提供足夠好的服務。如果正確應用，SEO 將提高搜索引

擎的效率; 但是如果被過度使用，比如排名操縱，就會降低搜索結果的精確度。然隨著

網際網路及搜索引擎的出現更優化技術，引起了影響該方法的各種方法來直接影響頁面

顯示和流量的生成以期在搜索引擎中獲得良好的排名。優化是一門結合科學與行銷並洞

察其相關的成功因素，而這成功的因素包括了許多的因素。而網站排名由三個因素所組

成：網站設計師和程序員、SEO 闡述內容者和使用者。 這些三個在今天的網際網路時

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搜索引擎的一個重要機制是要通過各種技術來實現用戶互動以

期增加到特定的網站以提高搜索引擎的功用及可用性[2]。 

儘管影響搜索排名的困素很多，但主要因素包括網頁相關性，鏈接權重以及時間的

因素。網頁相關性由關鍵字匹配程度，關鍵字密度，關鍵字分佈，和網頁標籤標籤。SEO

的關鍵因素可分為內部 SEO(on page)及外部 SEO(off page):內部 SEO 針對網頁優化的三

個要素如表 1 SEO的關鍵因素： 

表 1 SEO的關鍵因素 

內部 SEO(on page) 外部 SEO(off page) 

內容 所有頁面都具有的內容品質、對

所有內容的關鍵字需要進行研

究、應使用易被搜索的單詞及短

句。這些頁面應該包含最近及最

近的主題所討論的主題、在頁面

中應該存放如圖像，視頻，新聞

等、內容是否直接回應了客戶的

搜索結果、了解自身網站內容的

弱點 

信任的

網站 

以授權分享、反向連結等建立

授權信任連結，以及網頁停留

時間長、網址存在時間長、作

者是自己、不包括留存重複內

容、不應該加載大量廣告等因

素。 

架構 避免重複的內容、頁面加載速度

快、頁面 URL 應該包含與頁面內

容相關的關鍵字、應該向用戶提

供 HTTPS 安全連線以確保安

全、避免網路偽裝。 

反向連

結 

鏈接都來自優質及可靠的來

源、鏈接應該包含指向頁面內

容、指向頁面的鏈接數量適

中、購買鏈接品質佳的搜索引

擎、鏈接的建立不應該通過垃

圾論壇，博客，社區等 

HTML

標籤 

標題標籤應包含相關主題關鍵

字、元(meta)描述標籤必須有效地

描述頁面的內容、網頁應該包含

結構化數據、標題和子標題，標

題標籤應介於 H1 到 H6 之間 

社群媒

體反向

連結 

目標瀏覽者是在地區區域

內、回訪者、透過使用者在社

群網路分享。 

 (1)彼此間是信任關係 

 (2)在社群媒體分享多數連結

與網頁。以上所述皆可通過有

效使用反向連結來改善搜尋

引擎的排名，使用以部落格或

社群媒體等都是有效的方式

[1] 

搜索引擎優化的簡化公式幾乎涵蓋了一個優秀 SEO 的核心內容參考表 2 SEO公式

及其意義。 SEO 優化公式如下： 

 +++== 4321 OKLCClock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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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EO公式及其意義 

符號意義 內容 

 代表整個網站的 SEO 效果 
 

C 代表網頁內容豐富程度及

網頁更新頻率等項目。 

用戶的使用體驗經驗可以滿足原始的，原創的，再現的

內容重要性順序。 

L 代表網站內部與外部優質

超連結等項目 

是合理和充分的聯繫元素。 合理有效的內部鏈接與外部

鏈接一樣重要，但高度相關且高 PR 值的網頁尤為重要。 

K 代表網站標題的選擇及關

鍵字分佈等項目 

關鍵詞是包括的第三個重要因素合理標題，描述，關鍵

詞，網頁關鍵詞，以及相關關鍵詞密度和合理分佈。 

O 代表其他 

 

其他因素，例如域名、網站年齡、服務器、網站架構、

網站佈局、網址和地圖等。如果按照這個公式進行優化，

網站的排名會得到改善[3] [4]。 

有些採用的隱形方法來增加排名這 5 種隱形技術有如下圖 1 隱藏技術： IP 隱藏：

用戶代理隱藏、引用者隱藏、重複偽裝、JavaScript 重新導向隱藏等[5] [6]。 

調整這些演演算法以獲得最佳可能在搜索引擎結果頁面中排名，其中最重要的

PageRank 演算法排名網站[4]。 PageRank 通過計算頁面分數，使用網路圖的結構並保存

查詢和內容獨立的屬性。使用頁面 p 的總分是由重要性決定的 PageRank 分數[7]。 

 
圖 1 隱藏技術 

於我們提的觀點比較類似是，借助基於人工智慧的方式，爬取網站使用 SEO 優化

方法的利用支持向量機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9]演算法及 K-最近鄰演算法，通

過解析文章內容，取得相關主題的關鍵字[8]。利用關鍵詞的預測的數量的搜索可以得到

相關的主題[10]。使用爬文的方式，試圖找出其關鍵字的密度，利用搜尋引擎介面，找

出其關鍵字的相關結構來優化[11]。本論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利用本論文所實作的系統的

方式提升 SERP 利於使排名提升，利用自然語言的方式產生關鍵字池加上反饋的方式持

續產生關鍵字找出相應的文章再組合成一篇文章後使用自動的方式發佈在我們的目標

網站，使豐富我們的目標網站內容而且及時的更新，利於 SEO 操作時作為決策的參考。 

參、 使用傳遞熱門關鍵字的關鍵詞優化策略 

建置的系統架構如圖 2 系統架構圖，基於 Apache Spring boot 為基礎分別有網頁的

抓取、資料清理、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模組、JPA(Java Persistence API )模

組等模組。 

網頁的抓取。參考現行爬文的架構[12]，抓取工具的重點是一個針對特定的主題的

訪尋，只收集有關的的網段，以減少不浪費及不相關資源，使用 crawler4j[13]它是 Java

實作的開源的爬蟲程式。它可以採用多執行緒的方式抓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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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清理。使用 Joup 使將爬文的內容 HTML 內的標籤，選取所需的區段取得其內

容。而因為所取的 URL 可能會抓取非預期的 URL，所以需要用正則表示式把不需要的

網址排除於系統中[14]。 

 

 
圖 2 系統架構圖 

 

NLP 模組。分為中文及英文的分詞、停止字詞、詞幹提取、關鍵詞提取及自動摘要

等子功能如圖 3 NLP模組所示。 

 
圖 3 NLP 模組 

中英文分詞: CRF(Conditional Random Field)是一種判別式無向圖模型，由貝式分類

條件化後再序列化為線式鏈 CRF 再以一般化圖形的方式成為一般化 CRF。CRF 已被應

用於各種領域，包括文字探勘處理，計算機視覺和生物資訊學中如圖 4 General CRFs所

示。  

 
圖 4 General CRFs 

停止字詞:在一種語言中經常發生並且無關緊要這有助於構建句子，但不代表任何內

容文章。 

關鍵詞提取:傳統會用 TF-IDF 的方式，TF 衡量了一個詞在一篇文章中出現的頻率，

一篇文章多次出現的詞總是有一定的特殊意義。採用的是 TextRank 的演演算法，此方

法是在 PageRank 的方式中引入權重的概念來表示字詞或句子的相似度公式[15] 。 

自動摘要:主要使用的情境是因為資訊息量多，希望能在比較短的文章中就能代表此

文章的意義，也減少因為字詞的重覆過而造成對關鍵詞的誤判[16]。我們使用 Okapi 

BM25 在 TF-IDF 的基礎上增加了兩個可調參數，k1 和 b，, 分別代表 「詞語頻率飽

和度（term frequency saturation）」 和 「欄位長度規約」 「詞語頻率飽和度」，數值

越低則到高點的速度過程越快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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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A 模組/Postgresql DB。代表簡化的持續性程式設計模型。JPA 規格會明確定

義物件/關聯對映，而不會因為改變了資料庫而要重新實作。 

我們的實驗的架構圖如圖 5 實驗架構圖所示: 

 
圖 5 實驗架構圖

 
圖 6 熱門關鍵字的關鍵詞優化演算法 

策略說明如下所述: 

1.  於系統中給定一個熱門關鍵字的關鍵詞 

2.  找尋關鍵字對應 URL。系統將去特定搜尋引擎中，利用此熱門關鍵字的關鍵

詞去其搜尋引擎找第一頁相關的連結，如圖 7 關鍵字對應URL所示。 

3.  爬取其URL內的網址內容。使用多執行緒的方式有效率的方式來爬取其URL

內的網址，又因為有些網址因為跟其中會有不相關的連結會使用正則表示式

的方式把不需要的網址去除。 

4.  加重權重。如果 URL 中有我們自己的網址標示出來，並針對這 URL 的關鍵

字加重權重圖 10 加權重關鍵字。分數的演演算法為使用 TextRank 的演演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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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是為圖中節點 Vi 到 Vj 的邊的權值 。d 依然為阻尼係數，代表從圖

中 某 一 節 點 指 向 其 他 任 意 節 點 的 機 率 ， 一 般 取 值 為 0.85 。

In(Vi)In(Vi) 和  Out(Vi)Out(Vi) 分別為指向節點  ViVi 的節點集合和從節

點 ViVi 出發的邊指向的節點集合。 

5.  清理資料。將爬取內容後將 HTML 相關的標籤去除及取得所需要的區域如圖 

8 網頁內容解析。 

6.  內容重要文字斷詞。因為像「透紅佳人蓮霧 推貼圖賣萌行銷六龜「黑糖芭

比」蓮霧 單粒近 2 百元山客迷路衝擊 哈尤溪秘境也想管制遊艇展落幕 成

交額上看 7 億元阿塱壹二部曲 遊客 1 人撿走 1 袋垃圾總量管制反搶手 阿塱

壹變最紅古道民進黨高雄市議員初選／康裕成支持度 35.83% 穩獲提名黑糖

芭比打敗黑鑽石 六龜蓮霧明星大洗牌老屋修繕缺錢」的文字必須斷詞才有

意義，所以會斷成如下重要的字詞: 蓮霧#管制#支持#康裕#古道#高雄#尤溪#

提名#落幕#成交# 。   

7.  形成熱門關鍵字池。再把所有找到的所有的文章的重要的關鍵字當做下一輪

要找的輸入的關鍵字，己執行過要標示己執行，會依重要性再加權其分數。

如圖 9 候選熱門關鍵字。其中的內容將會成為未來做監督式學習時做為訓

練資料使用如圖 10 加權重關鍵字所示。 

8.  形成文字摘要及傳遞。將其文章，利用 BM25 的演演算法進行文字摘要，得

到的摘要文章利用 API 或 EMAIL 的方式傳遞至目標網站。 

9.  將找到的候選關鍵(未執行過)字再回到步驟一再執行步驟 2~8。 

 

 
圖 7 關鍵字對應 URL 

 

 
圖 8 網頁內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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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候選熱門關鍵字 

 

 
圖 10 加權重關鍵字 

 

肆、實驗與結果分析 

驗證本論文所提出的優化改進策略確實比文獻[7]所提供的方法更為有效，我們以全

球佔有率超過 25％的 WordPress 4.6 版本作為我們的實驗環境網站，在其真實的網際網

路環境中建立三個實驗性網站，來驗證我們提出的優化改進的策略。為了比較搜尋熱門

關鍵字的關鍵詞後對於引擎優化相關因素，我們選擇以 ICIM 2018、  ICIM 2018 資管、

ICIM 2018 研討會等做為三個實驗性質網站的主要搜尋熱門關鍵字的關鍵詞，其中一網

站沒有經過我們策略的網站及公式 C1、L2、K3、O4，這四項條件為基礎使用比較作為

實驗對照組。原創文章內容，網站超連結、關鍵字、網域名稱、網站存續期間、網頁服

務器主機位置、存取速度、網站架構與佈局、URL 和網站地圖等為基礎加上傳遞熱門關

鍵字的關鍵詞優化策略。實驗主機硬體規格為 CPU 1.5 GHz、HD 320GB、RAM 1GB，

軟體環境採用 PHP 7.0，MySQL 5.6。本論文實驗網站的特點分述說明如下: 

1. Lab1 實驗網站，如，網址為 http://type1.emmon.tw。此網站的整體設定以文獻

[7]中所提出的公式 C1、L2、K3、O4，這四項優化條件為基礎下，再應用我們使用的傳

遞熱門關鍵字優化策略，至於網站的基本頁面與內部各項條件，則維持在一致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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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b 2 實驗網站，網址為 http://type2.emmon.tw。此網站中僅維持其基本的頁面

架構與條件，沒有另外採用其他的優化策略，以利做為本實驗的對照組。 

3. Lab3 實驗網站，網址為 http://type3.emmon.tw。使用在 SERP 上的超連結點擊

次數，以及點擊之後的網頁黏著度之優化策略，以利做為本實驗的對照組，如表 3 本

論文各實驗網站的關鍵字與網站特性列表整理。 

 

圖 11 Type1 實驗網站 

 

 

圖 12 Type2 實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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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論文各實驗網站的關鍵字與網站特性列表 

實驗網站 關鍵字 網站特性 

type1.emmon.tw 

ICIM 2018 

ICIM 2018 資管 

ICIM 2018 研討會 

type1 網站整體設定以文獻[7]中所

提出的公式 C1、L2、K3、O4，這四

項條件為基礎，加上此論文的傳遞熱

門關鍵字優化策略。 

type2.emmon.tw 

ICIM 2018 

ICIM 2018 資管 

ICIM 2018 研討會 

type2 網站僅維持其基本的網站架構

與佈局，以做為本實驗的對照組。 

type3.emmon.tw 

ICIM 2018 

ICIM 2018 資管 

ICIM 2018 研討會 

使用在 SERP 上的超連結點擊次

數，以及點擊之後的網頁黏著度之優

化策略。 

 
圖 13 Google 搜尋引擎關鍵字內容 

 

我們在圖 13 Google搜尋引擎關鍵字內容找出下列 3 組關鍵字 ICIM 2018、ICIM 

2018 資管及 ICIM 2018 研討會的 type1 實驗網站皆已經被 Google 搜尋引擎檢索資料庫

收錄。ICIM 2018 在 SERP 上的排名趨勢如圖 14 關鍵字ICIM 2018的SERP排名趨勢圖，

優化成果畫面截圖表現經過 32 天的時間周期，從最後一頁進步到第三頁如圖 15 關鍵

字ICIM 2018在SERP的首頁截圖所示。ICIM 資訊經過 32 天的時間周期，從最後一頁進

步到第五頁如圖 16 關鍵字ICIM 2018資管的SERP排名趨勢圖，其圖 17 關鍵字ICIM 

2018資管在SERP的首頁截圖。另關鍵字池的關鍵字 ICIM 文章經過 32 天的時間，也從

最後一頁進步到第三頁，如圖 18 關鍵字ICIM 2018 研討會的SERP排名趨勢圖，其圖 

19 關鍵字ICIM 2018 研討會在SERP的首頁截圖。 

而相對照組沒有進行優化的 Lab2 網站，對照組則完全沒有任何的進展，沈沒於網

路的浩瀚不見踪跡。所以搜尋引擎最佳化對於企業尤其是行銷重要性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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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關鍵字 ICIM 2018 的 SERP 排名趨勢圖 

 
圖 15 關鍵字 ICIM 2018 在 SERP 的首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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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關鍵字 ICIM 2018 資管的 SERP 排名趨勢圖 

 

 
圖 17 關鍵字 ICIM 2018 資管在 SERP 的首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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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關鍵字 ICIM 2018 研討會的 SERP 排名趨勢圖 

 

圖 19 關鍵字 ICIM 2018 研討會在 SERP 的首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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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對照組 ICIM2018 在 SERP 的首頁截圖 

 

 

伍、結論 

行銷己進入不同的境界，不只是傳統的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市場定位、產品、

價格、推廣、通路而己。精準行銷己是業界目前正在進行的方式，希望能利用大數據的

方式及使用除了傳統的廣告方式外，社群行銷及 SEO 來增加轉化率，也就是從客戶進

入官網無論是由社群或入口網站等等，我們經由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優化其中的流程

進而使客戶下單，而我們這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其中的 SEO 來做調整，也希望能透

過優化再進一步的提供客戶的轉化率。 

本論文實驗將三個實驗性質網站的基本條件維持在一致的設定，並以自評分數表來

展現文獻[7]的搜尋引擎優化公式(1)，與我們提出的使用傳遞熱門關鍵字的關鍵詞優化

策略的差異。同時由於我們無法擅自取得他人網站的控制權，所以也無法將自評分數表

隨意套用在別人建立的網站上做為評比，這是本論文的限制條件之一。 

我們的實驗皆能證明此經過改進的搜尋引擎優化策略確實有效，我們的網站從排名

不見經傳，經過約 32 天的時間可以到第 3 頁或第 2 頁，而我們所提供的關鍵字池及所

產生的文章，也可供上稿及小編等作為參考，使其確認當下輿情的方向，我們可以順其

方向提供我們網站的曝光度。 

本論文的目標期盼能協助企業能利用 SEO 提升其網頁的排名，不只減少廣告的開

支。如果客戶能在其網站停留更久，更多的客戶來訪其網站，就更有機會創立更多的讓

消費者買單的機會，如在配合相應的機制配合，提高轉換率就非難事，當然更快的方式

是跟入口網站買廣告之類的，或商請 SEO 的廠商做操作，社群行銷也要操作 SEO 也要

操作，造成企業在行銷費用的支出增加，大型大公司有其經濟規模還可因應，而非大型

公司在其預算限制大的情況下不容易如此花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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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入口網站沒有提供其 SERP 排名的原則及演演算法為何，所以也沒有什麼特

效的方式可以立即把排名往前，除了花錢之外。而我們使用我們的機制產生關鍵字池利

用反饋的方式持續產生關鍵字找出相應的文章再組合成一篇文章後使用自動的方式發

佈在我們的目標網站，使豐富我們的網站內容而且是及時的更新，如能再配合人工智能

的方式產生更優質的文章其效益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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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companies have their own official websites, especially the official website that uses 

the website to operate. To obtain high-quality customer traffic are crucial in official websites 

traffic corresponds to the potential benefit value, and that high-quality traffic depends on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unless you spend money on advertising, it will never be easy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Customers of web search engines mainly want to use this platform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they want.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our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trategy, using text mining methods to extract hot keywords and automatically summarize 

articles to link to the target website in an optimized way, to improve the SERP ranking 

strategy and to prove this improvement strategy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website. Websites 

that already have optimized content and structure are better than sites that do not have optimal 

content and structure. 

 

Keyword: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Page Rank, Search Engine Results Page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