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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部落格網址： 

http://blog.dmhs.kh.edu.tw/ 

二、註冊： 

首先，先到 http://blog.dmhs.kh.edu.tw/，點選「註冊」，如圖所示。 

 

詳讀服務條款後，按下畫面右下角的「接受」，如圖所示。 

 

建立使用者：依畫面指示填入相關資料，完成後點選「下一步」，如圖所示。 



2 
 

 

建立網誌：依畫面指示填入網誌名稱、網誌分類、與網誌語言，選擇完畢按「下一步」，如圖所

示。 

 選擇模版：依畫面指示選擇網誌的模版，選擇完畢按「下一步」，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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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申請，會出現如圖所示的視窗，按下「註冊完成」，系統會回到 LifeType 的摘要頁面，但別

急，註冊手續還沒完成，系統這時候會發送一封認證信到你剛剛填入的 E-mail 信箱中。 

 

通過認證：打開 E-mail 信箱，將認證信打開，點選信中的連結，會出下如下圖的畫面，這樣才算

是完成了註冊手續。 

 

三、您的簡易部落格網址：http://blog.dmhs.kh.edu.tw/使用者帳號/ 

http://blog.dmhs.kh.edu.tw/使用者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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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管理 

(一)發表文章 

登入之後，就可以進入「管理面版」的畫面，在這個畫面中，可以看到網誌的各種狀況，包

括：最近發表文章、最近發表迴響、最近引用列表、網誌統計與連結到各個網誌管理功能的快捷

列。 

 

點選網誌名稱，進入網誌管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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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表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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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標題：顧名思義，就是網誌文章的主題，這個欄位在發表文章時，是必填欄位。 

 內文：在這個區塊中，輸入文章的內容，文章發佈之後就會顯示在網誌上。 

 真實引用網址：這個欄位是用來填入你所要引用的文章的網址。 

 短標題：主要是用在「自訂網址」中，這裡只能輸入英文，可以不輸入，由 LifeType 系統幫

你設定。 

 文章發佈的時間：發表文章時，系統會使用發佈文章當下的時間，當然也可以自行修改，點

選右方的日曆圖示，就可以修改時間。若設定的時間為未來的時間，則按下發表文章後，文

章不會立刻顯示在網誌上，必須等時間到時，文章才會出現。 

 稿件狀態：發表文章時，可以選擇「定稿」與「草稿」兩種稿件狀態。 

定稿： 會顯示在網誌首頁上 

草稿： 不會顯示在網誌首頁上，未完成的文章可以選擇此狀態 

 文章作者：由於 LifeType 是多人網誌系統，允許一個網誌有多位作者共同執筆，因此發表文

章時可選擇由誰發表，文章發表後，作者的帳號會顯示在網誌頁面上。 

 文章分類：你所發表的文章，一定要選擇一個文章類別，否則無法發表，你也可以在這裡新

增文章的分類之後再選取，至於文章分類的管理，後面再詳述。 

 全域文章分類：你可以為你的文章選擇一個全域文章分類，也可以直接使用預設值「無」。

全域文章分類與上述文章分類的不同之處在於：全域文章分類是站內所有網誌共用的大分類，

而文章分類是在你自己的網誌中，將文章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分門別類。 

 文章互動選項：這部分有三個選項，分別是：啟用迴響、迴響通知與引用通知。 

啟用迴響留言功能 ：是否開放其他人對這篇文章做迴響留言，勾選表示允許讀者迴響留言。 

發送迴響通知 ：若勾選這功能，當有人對這篇文章發表迴響，系統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您這

一篇文章已經有人發表了迴響。 

 

發送引用通告 ：文章內有引用到他人文章的網址或是在真實引用網址欄位填入了文章的引

用網址，勾選發出「引用通知」，系統會替你發出通知，告訴對方你引用了他的文章，這部

分後面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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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預覽與儲存草稿：作者可以利用這三個按鈕來處置網誌的文章。 

儲存草稿 ：若文章尚未完成，可以隨時按下這個鈕，將文章儲存起來，以免因閒置時間過

久或一時不小心造成文章遺失。按下這個鈕之後，系統會跳出視窗告知草稿已經順利儲存。  

 

預覽 ：按下這個鈕，可先預覽發表文章後，大致上的模樣，與最後在網誌頁面呈現的，可

能有些許的不同。 

發表 ：按下這個鈕，文章就能順利的發表到網誌上。 

按下最右邊的綠色箭頭，會以跳出新視窗的方式，連結到網誌的頁面。 

 
(2)瀏覽發表文章的結果 

發表文章後，可以在「文章列表」裡，看到文章已順利發表完成的通知，同時看到新文

章的標題出現在列表中。 

 

而在網誌的主頁面上，也可以看到新文章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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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LifeType 的摘要頁面上，也會立刻顯示這篇文章。 

 

 

(二)修改文章 

學會寫第一篇網誌文章之後，我們接著來學如何修改文章。 

首先登入管理介面。 

進入管理介面之後，到「文章列表」的畫面，前往「文章列表」的方法有二： 

利用管理介面導覽列的「內容管理」，點選「文章列表」的連結 

 

利用「發表新文章」畫面上方的標籤列，點選「文章列表」標籤 

 
點選文章列表中的文章標題，或是後方的筆記本圖示，即可進入文章編輯的畫面，開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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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動作。 

 
「文章列表」只會列出最近一個月發表的文章，如果你想修改的文章不在列表之中，可以利

用畫面上方的「更新列表」欄位，選擇你想要的年份、月份，按下更新之後，即可更新文章

列表的狀態。 

 

接著，再根據上述的步驟進行文章修改的動作。 

 

(三)文章發佈的進階應用 

文字編輯區簡介 

 

文字編輯區的工作列，基本功能與大家常用的 Word 類似，在此不多贅述，僅介紹以下幾個

功能： 

 

插入功能：這裡所謂的「插入功能」，是指使用者只要點選這幾個圖示，就可以簡單的在文

章中加入超連結、檔案、圖片、影音檔案等，實際的操作方式，我們稍後會詳細解說。 

全螢幕功能：使用者點選這個圖示之後，文字編輯區會放大到整個網頁，若要恢復原狀，

只要再點一下圖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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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碼編輯功能：這個功能是方便進階使用者的，點選這個圖示，會跳出如下圖的視窗，

讓進階使用者以 HTML(寫網頁的一種程式語言)方式編輯文章。 

 

插入「閱讀全文」分隔功能：按下它，在編輯區會出現一條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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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虛線以上的部分，會變成所謂的「前言」，虛線以下的部分，會變成所謂的「延伸內文」

區塊。 

在網誌頁面的呈現，虛線上方的「前言」內容，會出現在網誌頁面上，而虛線下「延伸內文」

這部分的內容，必須按下「閱讀全文」後才能看到。 

 

 

(1)在文章中加入網站的連結 

發表文章時，若要在文字上加上網站的連結，作法很簡單，只要幾個步驟就能完成。 

 在文字編輯區中編寫你的文章 

 複製你要連結的網址 

 用滑鼠來選取你要連結的文字 

按下工具列上的 圖示 

 
跳出「插入連結」的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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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視窗中，有三個需要填寫的地方 

Link URL：輸入或貼上剛才複製的網址 

Target： 

選擇按下連結後瀏覽器視窗的開啟方式，有兩個選項可以選，一個是「在同一視窗開啟」

(open link in the same window)，另一個選項是「在新視窗開啟」(open link in a new 

winddow)。 

Title：連結的名稱，可以幫這個連結取個名字，當然，你也可不輸入。 

完成填寫後，按下「Insert」鈕後，繼續完成發表文章的動作，就可以去網誌上看看結果： 

 
如果，想要把網址連結從文字拿掉，該如何做呢？ 

用滑鼠將加上連結的文字反白 

按下工具列上的 圖示，文字自動恢復成沒有連

結的樣子。 

 

(2)在文章中插入圖片 

想要發表一篇圖文並茂的文章嗎？很簡單，

只要學會以下兩種方法，就可以輕易地在文章上

插入圖片。 

方法一：使用「插入圖片連結」方式 

插入圖片連結的方法很簡單，跟上述的插入

網站的連結一樣簡單。我們只要知道圖片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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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就可以如法炮製，以下步驟就教你如何完成： 

先找出圖片的連結網址，以 IE 瀏覽器來說，先將滑鼠移至你想插入的圖片上，按下滑

鼠右鍵，選擇「內容」 

 
此時會跳出圖片訊息視窗，將上面圖片的網址複製起來。 

進入發表文章的區塊，將游標移到想要插入圖片的位置，按下 圖示 

 

在跳出的「插入圖片」對話視窗上輸入剛剛複製的圖片網址 

 

這個視窗裡的幾個欄位，作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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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URL：輸入圖片的連結網址 

Image description：輸入對圖片的敘述，可不輸入 

Alignment：圖片的位置，可以自行調整圖片在文章中的位置，預設是不做任何設定 

Dimensions：圖片尺寸，不需填寫，系統會自動判斷圖片大小 

Border：圖片邊框，輸入數字，圖片會顯示出邊框 

Vertical space：圖片距離文章邊界的垂直間距 

Horizontal space：圖片距離文章邊界的水平間距 

繼續完成發佈文章的動作，你就可以到網誌頁面上看看成果。 

 

方法二：使用「插入圖片檔案」方式 

插入圖片檔案的方法也不是很難，跟著以下步驟，你也可以輕鬆完成： 

在文字編輯區中編寫你的文章 

將滑鼠游標移到你想要插入圖片的位置，點選 圖示，此時會跳出訊息視窗，點選資

料夾，準備上傳圖片。 

 

進入資料夾後，點選「上傳到這裡」的連結，會出現圖片上傳區塊，接著點選上傳區塊

中的「瀏覽」，選擇要上傳的圖片之後，按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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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成功上傳之後，會出現如下圖所示的縮圖： 

 

縮圖右邊會有三個選項 

新增檔案 (原圖)： 

會將原本的圖片，不改變大小，插入在文章內（注意：圖片的尺寸不要太大，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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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將網誌的版面移位） 

新增檔案預覽 (小圖)： 

會插入一張含有連結的小圖，發表在網誌上後，按下圖片，可以連結到原始圖片。 

新增檔案預覽 (中圖)： 

會插入一張含有連結的中圖，發表在網誌上後，按下圖片，可以連結到原始圖片。 

點選你想要插入的圖片大小。 

 

系統會自動跳回到文字編輯區，你想要放置的圖片，也會跟著出現。 

 

繼續完成發佈文章的動作，你就可以到網誌頁面上看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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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文章中插入檔案 

有時候想在網誌文章上，放幾個重要的文件檔案讓其他人下載，該如何做？文章中插入文件檔案

的方法與插入圖片檔案的方式類似，請跟著以下步驟來操作： 

 在文字編輯區中編寫你的文章 

 將滑鼠游標移到你想要插入檔案的位置，點選 圖示，此時會跳出跟插入圖片一樣的訊息

視窗。 

 

 進入資料夾後，點選「上傳到這裡」的連結，會出現圖片上傳區塊，接著點選上傳區塊中的

「瀏覽」，選擇要上傳的圖片之後，按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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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上傳成功之後，會出現如下圖的縮圖： 

 

點選縮圖右邊的「新增檔案 (原圖)」插入文件檔案 

系統會自動跳回到文字編輯區，此時你會看到編輯區出現文件檔案的連結。 

 

繼續完成發佈文章的動作，即可到網誌主頁看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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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文章中插入影音檔案 

在文章中插入影音檔案的方法跟插入圖片的方法類似，可以使用「網誌內部檔案插入」或是「利

用外部檔案連結」這兩種方法。 

從網誌內部檔案插入的方法很簡單，作法跟前面「插入檔案」與「插入圖片」的方法一樣，在此

我們以 mp3 檔案與 flv 影片檔來做示範。 

 在文字編輯區中編寫你的文章 

 將滑鼠游標移到你想要插入影音檔案的位置，接著點選 圖示，其他步驟與「插入檔案」

與「插入圖片」的方法相同，將檔案上傳。 

 檔案上傳成功之後，會出現如下圖的縮圖： 

 
只要是 mp3 及 flv 檔，都可以看到會有個「插入播放器」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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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插入播放器」之後，會跳回文字編輯畫面，此時會看到編輯區中出現虛線框 

 
在這裡需注意一點：插入 flv 影片檔後，預設的影片大小為 320X240（含高 20 像素的播放控

制列），但一般 MPEG1 的影片大小就是 320X240 了，所以若未更改影片的大小設定，原始影

片會稍微被縮小。 

若你一定要完整看到原始的影片大小，或者你的影片大小比 320X240 還要大（例如 640X480

等），我們就必須自己手動來調整一下影片的大小了。 

調整影片大小 

 

假如您的影片大小原本為 320X240，因為播放控制列的高度為 20，所以影片大小就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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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X260 即可。 

修改完影片大小後，繼續完成發佈文章的動作，回到網誌頁面，就可以看到影音檔案順利加

上去。 

 

學會插入影音檔案的方式之後，接下來我們要來學習「利用外部連結」的方法，為文章加上

影音檔案。 

 

(5)利用外部連結插入影音檔 

我們利用目前最大的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 來做插入外部影片的示範： 

 從 YouTube 網頁上找到影片的網址： 

 在文字編輯區中編寫你的文章，將滑鼠游標移到你想要插入影音檔案的位置，接著點選

圖示 

 

將網址貼上，勾選你的影片來源，這裡我們將「YouTube」打勾 

http://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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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Insert」後，繼續完成發佈文章的動作，回到網誌頁面，就可以看到 YouTube 的影音

檔案順利加上去。 

 

從外部連結插入 MP3 檔案也是很方便 

在文字編輯區中編寫你的文章，將滑鼠游標移到你想要插入影音檔案的位置，接著點選 圖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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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網址貼上，再按下「Insert」 

繼續完成發佈文章的動作，回到網誌頁面，就可以看看成果。 

 

 

(6)在文章中插入表情符號 

要在文章中加入表情符號，作法很簡單 

 在文字編輯區中編寫你的文章 

 將滑鼠移到你要插入表情符號的位置，點選 圖示 

跳出「Insert emotion」的視窗，選擇你要加入的表情即可 

 

回到文字編輯區，你可以看到表情符號已經加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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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章基本管理 

我們在前面「修改文章」的部分，已經有簡單介紹過「文章列表」，這部分，我們針對文章

列表中的其他部分做說明。 

 

透過文章列表，你可以管理網誌中的所有文章，也可以對任一篇文章再做修改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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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列表： 

這個區塊我們在講「修改文章」的方法時，有稍微提到，利用這個欄位提供的過濾方式，按

下更新之後，文章列表的狀態會根據你選擇的過濾方式排列。 

 

 文章選取區塊： 

透過這邊的選項區塊，您可以選取全部或多篇文章 ，按下右下角的「刪除」，可以一次刪除

全部或多篇文章。 

 文章標題： 

只前已經提過，點選文章標題，可以進入文章編輯畫面，對文章進行修改。 

 CM 與 TB： 

CM 就是 Comments的縮寫，也就是迴響文章的數目 ，按下數字的連結，你可以看到迴響文

章的詳細資料。 

 
上圖中後面的「動作」的功能分別是 

刪除迴響文章，注意，刪除後就無法復原 

標示為垃圾留言，標示為垃圾留言之後，圖示會變為  

連結到留言者的迴響內容，可以針對留言者的迴響內文做修改。 

TB 就是 Trackbacks的縮寫，也就是 引用文章的數目 ，按下數字連結，你可以看到引用文

章的詳細資料， 按下引用網誌名稱的連結，可以連結到該篇引用的詳細資料。 

 

上圖中後面的「動作」的功能分別是 

刪除引用文章，注意，刪除後就無法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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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為垃圾引用，標示為垃圾引用之後，圖示會變為  

前往引用文章的網頁，點選這個圖示，會將你帶往引用文章的頁面。 

連結到引用者的引用內容，可以針對引用者的引用詳細資料做修改。 

動作： 

按下 圖示，可以再次修改文章。 

按下 圖示，可以將文章刪除。 

按下 圖示，畫面會自動跳轉到網誌首頁。 

按下 圖示，會顯示出這篇文章的「 逆向連結 」資訊。所謂逆向連結，就是您可以查看到

網路上有哪些網頁或文章連結到這篇文章，例如 

 

(五)連結管理 

(1)新增網站連結分類 

網站連結的管理，可以讓你在您的網誌上加上其他網站

的連結。但是所有的連結網站，都必須要先有個「連結分類」，

才能加入連結。 

因此，我們就要來學習如何加入連結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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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入「新增連結分類」的畫面，將「網站連結分類名稱」填上，再按下「新增」。 

 
新增完成之後，系統會跳到「網站連結分類列表」畫面，在這裡可以做修改或刪除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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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網站連結 

「網站連結分類」新增完成後，接下來的動作就是「新增網站連結」。 

 

點選「新增網站連結」之後，進入如下圖的畫面，填入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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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新增」，就完成了新增連結的動作。 

 
新增完成之後，系統會跳到「網站連結列表」畫面，在這裡可以做修改或刪除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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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輯網站連結分類 

點選「內容管理」→「網站連結管理」→「網站連結分類列表」 

 
「網站連結分類列表」會列出網誌上所有已經加入的網站連結分類 

 
根據上圖所示，你可以針對「網站連結分類」進行整理、修改或刪除。 

 

(4)編輯網站連結 

點選「內容管理」→「網站連結管理」→「網站連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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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連結列表」會列出網誌上所有已經加入的網站連結 

 

根據上圖所示，你可以針對「網站連結」進行整理、修改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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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章彙整 

(一)新增文章分類 

文章彙整的目的，是讓網誌的文章更有條理，讓其他人或自己觀看網誌時，能清楚、方

便地瀏覽文章。 

部落格系統多半都會提供一種最簡單的彙整方式，我們在說明部落格特徵時，也曾經提

到過這種彙整方法，就是「依照年份月份」分類。 

 

為了補足「依時間排列」彙整的不足，我們要學習利用「文章分類」來整理部落格文章。 

進入「新增文章分類」的畫面，有兩種方法： 

 利用管理介面導覽列的「內容管理」，點選「新增文章分類」的連結 

 

 利用「發表新文章」畫面上方的標籤列，點選「新增文章分類」標籤 

 
進入「新增文章分類」之後，畫面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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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下幾個欄位輸入完成 

 輸入分類名稱 

 分類描述 

 選擇是否在首頁上顯示 

 

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分類名稱中英文皆可，但不能使用 HTML 語言 

 分類描述是必填欄位，不填寫就無法新增，會出現警告文字提醒你。 

 選擇是否在首頁上顯示，預設值為勾選，表示分類會出現在網誌的主頁面，如果不

想讓這個分類出現在網誌主頁，請取消勾選。 

 當所有訊息都輸入完成，按下新增，就完成了新增文章分類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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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你要發表文章時，就可以看到新的分類可以選擇，也可以在網誌首頁上看到這新增

的分類。 

 
發表文章的畫面                         網誌首頁上的文章分類 

(二)編輯文章分類 

「文章分類列表」就是讓使用者能夠隨時整理、編輯自己的文章分類，以下我們就來學

習如何整理編輯文章分類。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文章分類列表」上，各個區塊與圖示的功能： 

 

分類名稱：按下「分類名稱」的連結，可以設定、修改這文章分類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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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方法跟「新增文章分類」時的設定方法一樣。 

文章數量：顯示這個分類下的文章數目有多少，按下文章數目的連結，會列出這分類下的所

有文章。 

 
在首頁顯示：如果在新增文章分類或是修改設定時，有將在首頁顯示的方塊勾選，這裡會顯

示「是」，如沒勾選，則會顯示「否」。 

動作：這裡有 與 兩個圖示，分別表示「修改」與「刪除」，點選「修改」，作用與點選

「分類名稱」一樣，會進入分類的詳細資料，可以針對文章分類做修改，點選「刪除」圖示，

可以將文章分類刪除，必須注意的是，若這分類下還有文章，是無法做刪除的動作，分類刪

除後就無法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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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檔案管理 

(一)檔案中心 

在 LifeType 這個部落格系統中，用來管理檔案的部分稱做「檔案中心」。主要包含的幾

個部分： 

 

(二)新增資料夾 

在開始上傳或整理檔案之前，我們先來學習如何新增資料夾： 

點選「檔案中心」→「新增資料夾」，進入「新增資料夾」畫面。 

 
在各個欄位中輸入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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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最後一個選項 

「更新」：取消勾選，這個資料夾將不會出現在網誌資料夾列表中。 

也就是說，你若取消勾選，則一般人無法直接看到這個資料夾裡的檔案，但管理者仍然

可以在發表文章時使用（插入）這些檔案。 

資料夾新增完成，畫面會跳轉到「檔案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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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檔案 

檔案資料夾新增完成後，我們可以開始將檔案上傳到這些資料夾中。 

點選「檔案中心」→「新增檔案」，進入「新增檔案」畫面。 

 

在各個欄位中輸入相關資訊。 

 

按下「瀏覽」，跳出一個工作視窗，請選擇要上傳的檔案後按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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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上傳多個檔案，可以再多按幾次「新增上傳欄位」 

 

輸入關於要上傳檔案的簡單描述 

選擇這個檔案要放在哪一個資料夾裡 

按下「新增」完成上傳，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檔案列表」，並自動生成相對應的「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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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畫面中，按下檔案名稱的連結， 

 

會出現該檔案的一些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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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詳細資料中的檔名連結， 

 
系統會幫你跳轉到網誌頁面的「資料夾」畫面，讓你來瀏覽這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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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列表 

「檔案列表」的作用與之前提到的「文章列表」的功用相同，是讓使用者能方便管理檔

案中心裡的資料夾與檔案。 

點選「檔案中心」→「檔案」，進入「檔案列表」畫面。 

 
在檔案列表中，分兩個部分來做說明： 

 

(1)資料夾的管理 

 
管理資料夾的「動作」很簡單，只有「編輯」與「刪除」兩種 

：點選後，進入資料夾的詳細資料畫面，可進行相關欄位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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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後，整個資料夾，包含資料夾下面的檔案，就會被刪除掉。當然，刪除動作

一旦執行，是救不回來的，使用前特別注意。 

另外你也可以一次選取多個資料夾，再按下右下角的「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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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檔案的管理 

 

：點選後，進入檔案的詳細資料畫面，可進行相關欄位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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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後，整個資料夾，包含資料夾下面的檔案，就會被刪除掉。當然，刪除動作

一旦執行，是救不回來的，使用前特別注意。  

另外你也可以一次選取多個資料夾，再按下右下角的「刪除」 

 

(五)檔案中心應用（電子相簿） 

檔案中心可以怎麼運用？最簡單的一種運用，就是將檔案中心當作「網路相簿」來使用。因為

LifeType 檔案中心會對上傳的圖片做成縮圖，所以若把許多圖片同時上傳到某的資料夾裡，就可

以做成網路相簿。 

 

資料來源：Lifetype 線上教學課程 http://tutor.lifetype.org.tw/ 

 

http://tutor.lifetyp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