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了解語音搜尋

創製最佳內容，因應語音搜尋大趨勢



「Google，說說翻譯的訣竅……」

隨著虛擬助理和 AI 技術逐漸融入居家生活，並納為手機
基本內建功能，語音搜尋晉升為今日人們想迅速找到 

確切答案時的熱門搜尋方式之一，這代表著它已然成為您
觸及全球客群的重要工具。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策略與
分析平台 SEMrush 於 2020 年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全球的
網路使用者中，有 20% 會使用語音搜尋功能。近年來，虛擬

助理的各項功能大幅提升，然而在距今短短一年多 
以前，還有多達 35% 的問題無法透過虛擬助理解決， 

而根據 SEMrush 的研究， 
這類問題的數量現在已經銳減到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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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mrush.com/blog/voice-search-local-seo/
https://www.lion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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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搜尋 (或是口頭向語音助理提出問題) 如今已是越發普遍的
搜尋工具，也因為這個緣故，它是現代內容行銷的一項主要資源。
美國成年人中每四人就有一人擁有一台智慧型喇叭，這個現象造
就了許許多多忠實的語音搜尋使用者。目前全球有超過 10 億台
裝置裝有 Google 助理，而使用 Siri 的裝置也有超過 5 億台之多。

語音搜尋與傳統網路搜尋之間有一項最大的差異：由於語言助理
通常只會讀出一項搜尋結果，讓產品名列前三大搜尋結果就顯得
非常重要。根據 2019 年 SEMrush 進行的研究，有近 80% 的語音
搜尋結果是出於自然搜尋結果的前三名。

語音搜尋必須採用不同於傳統 SEO 的策略，不應再將主力放在關
鍵字上，而是要注重使用者的整體思維。重點來了：您必須集中火
力，創製實用的內容。

「使用者進行語音搜尋時，說出來的不是關鍵字。」Lionbridge 全
球搜尋主題專家 Brendan Walsh 說道，並表示：「他們說出來的是
問題。」不過，面對不同的語音搜尋市場，您要如何讓自己的內容
脫穎而出？

打下穩固的技術基礎
邁入內容全球化的過程以前，請先審視一下您的網站在技術上是
否做好了充分準備。想在語音搜尋方面站穩腳步，在行動裝置的呈
現上就必須多下工夫。您的網站執行速度要快，在行動裝置上閱
覽也要順暢無礙。您的 URL 架構必須全球適用，讓搜尋引擎輕易
辨別內容適用於哪些不同地區。您必須用 hreflang 標籤補足 URL 
結構，確保 Google 引擎能分辨您的內容是為哪個地區設計。最後
一點，就是運用結構化資料向網站機器人「說明」您的內容，讓它們
更了解這些內容是什麼，好進一步提升您的網站搜尋結果排名。

什麼是語音搜尋？

「使用者進行語音搜尋時，說出來的不是關
鍵字，而是問題。」

Brendan Walsh
Lionbridge 全球搜尋主題專家

https://www.lionbridge.com/
https://www.lionbridge.com/zh-hant/blog/global-marketing/getting-voice-search-right-6-questions-ask-reach-position-zero/
https://marketingland.com/roughly-1-in-4-u-s-adults-now-owns-a-smart-speaker-according-to-new-report-273994#:%7e:text=It%20reports%20that%2024%25%20of,119%20million%20a%20year%20ago.
https://www.semrush.com/blog/voice-search-study/
https://www.lionbridge.com/blog/translation-localization/which-url-format-is-right-for-your-multi-market-website/
https://www.lionbridge.com/zh-hant/blog/global-marketing/choosing-multilingual-url-structure-5-things-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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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不同，使用者問的問題就截然不同。」Walsh 表示。即便某
些市場的使用者會說同一種語言 (好比美國與澳洲使用者都會說
英語)，他們的問題表達方式卻可能千變萬化。若要確實掌握各個
市場在文化與語言結構上的細微差異，請讓在地 SEO 專職人員
為您分析。 

針對不同主題、基本關鍵字、競爭對手與使用者意圖，您都必須深
入調查，同時自問以下幾個問題： 

• 對於未能得到解答的問題，在地市場是否明顯缺乏相關內容？
各個語言之間內容不足的比例又有何不同？ 

• 您要如何運用自然搜尋收集語音搜尋問題？每個市場可供您
探索的社群媒體管道或論壇有哪些？

說起語音搜尋市場，現今最具商機的可能並非一般認為的英語市
場。根據 Statista 的研究，2020 年的全球網路使用者中，說英語的
使用者其實只占 25.9%，然而現在卻有近 60% 的內容是用英語呈
現。因此若想開拓語音搜尋市場，最有潛力的可能會是使用德語、
日語，甚至是法語的市場。

訂定周詳計畫。
訂定語音搜尋策略，可不僅是將內容翻譯至不同語言那麼簡單， 
而是精心策劃、量身創製最符合在地市場需求的內容。

「單純的翻譯並不符合口說的習慣。」Walsh 如此說道。「你必須跳
脫翻譯的框架，直接以創譯表達來源的意涵，甚至必須從頭打造出
新的口述內容。」

創譯是指萃取出原文的觀點，為不同市場撰寫內容，而「內容創作」
則是發揮原創的精神，打造專為特定市場設計的獨特內容。

「單純的翻譯並不符合口說的習慣。你必須
跳脫翻譯的框架，直接以創譯表達來源的意
涵，甚至必須從頭打造出新的口述內容。」

Brendan Walsh
Lionbridge 全球搜尋主題專家

研究您的目標市場

語音搜尋的成功，仰賴的不僅是了解目標市場的使用者族群， 
更必須針對各個市場進行個別的深入調查

25.9% 60% 70%
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說的是英語 的網際網路內容以英文撰寫 的語音搜尋答案出自 SERP

來源：2020 年 SEMrush 所做的「在地業務適用的語音搜尋」(Voice Search for Local Businesses Study) 研究報告，以及 Statista

https://www.lionbridge.c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2946/share-of-the-most-common-languages-on-the-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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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製特色內容。
使用 SEMrush 等工具找出精確的關鍵字或問題，對您的內容創
製固然重要，然而做過市場研究後，所創製出來的內容品質一樣不
可馬虎。撰寫得當、使用者能輕鬆閱讀與了解──這類內容往往更
容易在搜尋排名中勝出。

SEMrush 於 2020 年所做的語音相關研究顯示，70% 的語音搜
尋回應是出自搜尋結果頁面 (Search Engine Result Page，SERP) 
所列的內容，像是「精選摘要」(Featured Snippet) 或「其他人也問
了以下問題」(People Also Ask，PPA)。因此，要讓語音搜尋結果選
上您的內容，在搜尋結果中名列前茅便顯得至關重要。

「內容不僅僅要具備高品質，內文更要經過精心編排。副標題 
(H2) 要強而有力、內含數個問題，各個段落要言簡而意賅，條列項
目亦須簡短、明確。」Walsh 近日與 SEMrush 分享了這項觀點。 

「這個策略相當簡單，如果您十分了解目標市場的受眾，再搭配合
適的搜尋方法與業界頂尖的工具，那麼成功便指日可待了。」

在地內容，巧思創製
一間科技公司發現，他們創製的美式英文內容無法引起不同市場使
用者的共鳴，因為各市場在搜尋稅務與租金等支出的相關問題時，
使用的關鍵字顯然大不相同。他們隨後與 Lionbridge 接洽，深入進
行 SEO 研究並制定出英國與加拿大市場專屬的內容。在英國，該公
司的美式英文內容每月的造訪次數只有 60 到 100 次，然而推出英

國市場專屬內容後，他們發現在連續 18 個月內，該內容的每月造訪
次數高達近 100,000 次。該公司內容於英國的 SERP 排名提升度
高達 689%，而同一時間在加拿大的排名提升度也有 194%。

分享，然後分析。 
盡量針對每個市場經常性地發布定量的高品質內容，並活用社群
媒體擴大您的觸及範圍。充分運用您的人力網，鼓勵您的員工主動
分享資訊與知識內容。

每一次內容發布後，您應該立即進行分析、找出有哪些地方可以改
善。請自問以下問題：

「這個策略相當簡單，如果您十分了解目標
市場的受眾，再搭配合適的搜尋方法與業界
頂尖的工具，那麼成功便指日可待了。」

Brendan Walsh
Lionbridge 全球搜尋主題專家

創製特色內容

1. 有哪些內容值得嘉許？我們該怎麼延續這樣的好品質？

2. 這份優質內容背後的功臣有哪些 (人、事或物)？它的搜尋
結果排名好嗎？它是否能促使訪客與之互動？

3. 哪些內容作者最能引起在地市場的共鳴？

https://www.lionbridge.com/
https://www.semrush.com/company/stories/lion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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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進一步了解如何成為語音搜尋結果的頭號選擇嗎？

Lionbridge 語音專家能協助您創製在地市場專屬內容， 
提升貴公司的搜尋結果排名及市場可見度，進而讓您觸及更多客戶。 

歡迎透過 lionbridge.com/get-in-touch 網頁與我們聯絡， 
開始您的語音搜尋開拓之旅。

以擴展語音搜尋商機為目標，為不同市場創製 
高品質獨特內容，您就能活用語音搜尋這項日漸風
行的科技與 AI，並且與全球各地的受眾建立聯繫。
放眼全世界，如今配備 Google 助理、Siri 或 Alexa 

的裝置已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這項科技在未
來對全球行銷工作勢必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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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onbridge.com/


關於 Lionbridge

Lionbridge 與眾多品牌攜手合作，致力在全球各地達成「通情達意，暢行無阻」的使命。過
去 20 多年來，我們已經為許多客戶與員工遍佈全球的公司，提供超過 350 種語言的本
地化與訓練資料服務，協助他們順利獲得成功。Lionbridge 運用世界級作業平台，與一百
萬名充滿熱忱的專家、在全球 5,000 多個城市之間協調合作，與各大知名品牌聯手打造
豐富的文化體驗。我們憑藉著對語言源源不絕的熱忱，運用尖端的人類與機器智慧，打造
出能讓客戶與其客戶間產生共鳴並增進認同的優質內容，促進共通理解。Lionbridge 總
部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沃爾瑟姆市，在全球 26 個國家/地區設有解決方案中心。

如需深入了解，歡迎造訪
LION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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