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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谓“部落格”？ 
Posted on June 25, 2014 by Wendy  

什么是“部落格”？ “部落格”这个名称是从英文

“Blog”而来，是 Weblog的简称， 指的是网络上的日

记， 它是一种网站类型，通常它里面的文章是依照时间

顺序排列， 最后写的文章出现在主页的最上面。 

那天， 我去见一位年轻的“老同学”， 她看了我由部落

格文章改编来的两本电子书， 就问我 

“你帮人代写部落格吗?” 

“不！ 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语气都不一样， 我不

能。” 

不要说我没有时间帮人写文章， 因为我自己计划写好几

本书都尚未完成； 最主要的是部落格的文章千奇百怪， 

各类各样， 目的性不同， 写法也不同。有的人专门写一

个主题， 而且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找人代笔； 有的人则拿

部落格文章来推销产品， 这类文章可以自己写或由专家

代笔； 有的专门写网络文章， 成为网络作家， 他们的

文章可以自己写， 或是找人代笔自己口述。 我的比较倾

向后者， 但是， 我都是自己口述， 自己代笔。  

简单地说， 我的部落格是我个人的杂记、 感想、 心

得、 和心情抒发的一个管道， 我把它们以文章的方式放

在部落格的网站上， 因此， 我的网站就成为我收集文章

的最佳去处。 

http://storewendy.com/%e4%bd%95%e8%b0%93%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storewendy.com/%e4%bd%95%e8%b0%93%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storewendy.com/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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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类私人的部落格最可以代表“格主”的个性， 它

应该是独一无二、 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即使私人部落格

里面的文章有人代笔， 代笔者也必须保留原作者的思维

方式和说话语气， 或着遵循原作者的口述； 否者那些文

章就会失去原作者的风格、 变质、 变调、 甚至失去可

读性。 您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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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为何写网络教材？ 
Posted on June 30, 2014 by Wendy  

这几天， 我接连写了几篇以“部落格”为中心的教材， 

您一定感到奇怪吧？  

早在 2010年， 我正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网站和部落格时， 

我就想有一天， 我一定要把我所学的网络知识翻译成简

易的中文， 让更多以中文为主的人懂得如何建立自己的

网站和部落格。 

我在大学时期， 就向往接触电脑， 一直到念研究所时才

算心愿达成， 学习电脑专业。 早年， 我也曾经是那万

绿丛中的一点红， 夹在一群全是男生的团队里， 跟着他

们在电脑控制中心， 爬上、 爬下地“修理”全公司的电

脑程式。 如今， 我只要不出门， 多半的时间就是坐在

电脑前面 – 写部落格、 查资料、 看影片、 或是和儿

女 skype等， 每天可做的事情真多， 时间都不够用。 

这个假期， 大儿子回来新加坡度假， 他经常当我的“军

师”， 帮我做书本封面、 并且指导我一些网络方面的技

巧。 我希望接下来这几个月， 我能完成一本中文版的简

易网络教材，帮助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那些有些年纪的

朋友们， 带领他们接触电脑，让他们享受懂得操作电脑

的方便和乐趣。

http://storewendy.com/%e6%88%91%e4%b8%ba%e4%bd%95%e5%86%99%e7%bd%91%e7%bb%9c%e6%95%99%e6%9d%90%ef%bc%9f
http://storewendy.com/%e6%88%91%e4%b8%ba%e4%bd%95%e5%86%99%e7%bd%91%e7%bb%9c%e6%95%99%e6%9d%90%ef%bc%9f
http://storewendy.com/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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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是部落格主 – 简易三部曲 
Posted on June 26, 2014 by Wendy  

如果要我帮您写部落格， 不如让我教您如何简单、 快速

地拥有您自己的部落格， 成为一位快乐的部落格主。 最

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 Blogger.com。 

步骤 1：进入 Blogger.com 

您进入 Blogger.com去注册一个帐户， 进入后， 在左上

角， 按键 

 

您立刻会看到以下的画面： 

 

http://storewendy.com/3985
http://storewendy.com/3985
http://storewendy.com/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blogger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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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填入名称和域名 

在 Title 一栏， 填入您的部落格的名称， 可写中文， 

譬如： 《文珊部落格》， 

在 Address 一栏， 填入您理想的域名， 不可用中文， 

譬如： 《wendychowasia》。 如画面显示， 您的域名是 
xxxxxx.blogspot.com. 

到此， 请别忘了挑选一个目前自己最中意的模板

（template)。 

 

步骤 3：开工咯！ 

太棒了！ 您此刻已经拥有了一个免费的部落格网站， 您

可以开始动工经营自己的部落格。接下来， 请您记得以

下 5个简单的小步骤： 

a） 按键选择 New Post 或是 New Page 

决定您要写新的贴文（New Post）或是页面 (New Page) 

b） 写文章 

c） 按键 Save 

d)  按键 Publish  

e） 退出 Sign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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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简单！ 

今后。 您只要上网输入 xxxxxx.blogspot.com， 您的网

站就会出现。 等您熟悉 blogger.com 的软件， 您可自

行修改您的域名， 个人资料, 模板(template)等等 

让我补充一点， 一般来说， 部落格里的文章有两种形

态： 

1) 贴文（Posts） 

贴文（Posts）是在您已经设定的页面里的文章， 它们显

示的方式是最后写的一篇， 会出现在页面最上方， 而且

会显示日期。 

2) 页面（Pages） 

页面(pages)是固定形态的文章, 它不显示日期。比较典

型的例子就是您写一段简单的自我介绍， 把它放在一个

页面(About page)里， 让读者阅览。您可以建立无数的

贴文（Posts）和页面(pages)，它们不受数量的限制。 

恭喜您拥有自己的部落格！ 

今后， 您可以有更多的方法将您的部落格建立的更加丰

富和多彩。 如果有任何疑问， 欢迎您以 email 

wendychowus@yahoo.com 和我联络。 

mailto:wendychowu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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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将照片放入您的部落格？ 
Posted on June 28, 2014 by Wendy  

曾经有同学问我：“ Wendy, 请问我要如何将我旅游、 

生日、 风景、 各种纪念日的照片放进我的部落格里？” 

很简单！ 首先您一定要有一个部落格的账户， 譬如： 

wendychow.asia (worpress 版本), 

wendychowasia.blogspot.com (Blogger.com 版本）。 

您想知道如何将您的照片放在您 xxxxx.blogspot.com 的

部落格里， 来吧！ 请您跟着我一步、 一步来！ 

首先， 登入 (Sign in)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5%b0%86%e7%85%a7%e7%89%87%e6%94%be%e5%85%a5%e6%82%a8%e7%9a%84%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5%b0%86%e7%85%a7%e7%89%87%e6%94%be%e5%85%a5%e6%82%a8%e7%9a%84%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storewendy.com/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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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选择档案（New Blog or Your blog)

 

 

步骤 2：选择贴文(posts) 或是页面(pages)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23.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3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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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要加照片的文件

 

步骤 4：按键图片(Insert image) 

 

 

步骤 5：由电脑存档中选择相片(Choose files)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5.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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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先选择照片， 后按 Open键 

您可以同时选择 多张 jpg, gif, png 的照片。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6.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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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加入新选的照片(Add selected) 

 

新选照片会随即出现在银幕如下：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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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您可以接着写作， 或是重复以上步骤 4-7 去加

入更多的照片。 

 

 

步骤 9： 您可以把鼠标按在照片上， 来修改照片的尺

寸， 位置等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9.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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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把鼠标按在照片上， 任意地选择照片的 

尺寸： 如 小（Small）, 中（Medium）, 大（Large）, 特

大号（X-Large） 

位置： 如 左（Left）, 中（Center）, 右（Right）,  

也可以在照片底下加以注明照片细节 

 

接下来， 您可写文章， 之后存档（按键 Update 或是

Publish）。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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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退出 (Sign out) 

 

最后， 验收成果 

您现在可以开启您部落格的网站， 譬如， 

xxxxx.blogspot.com 去查看加入的照片是否满意。 如果

您想要修改或是替换刚才加入的照片， 您可以重新登入

网站， 依据上述 10个步骤来处理即可。 

 

您学会了吗？ 很棒哟！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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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将影片放入您的部落格？ 
Posted on June 30, 2014 by Wendy  

我们有许多同学想知道如何在他们的·部落格里加入一些

他们喜爱的影片。 今天， 我们就来学吧！ 首先， 请您

登入（Sing In) 您的部落格网站。 接下来， 就请您跟

着以下步骤一步、 一步照着学习。 

步骤 1：选择重新建立， 或是已经存档的档案

 

 

步骤 2：选择文件性质是贴页(posts) 或是页面 (Pages)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5%b0%86%e5%bd%b1%e7%89%87%e6%94%be%e5%85%a5%e6%82%a8%e7%9a%84%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5%b0%86%e5%bd%b1%e7%89%87%e6%94%be%e5%85%a5%e6%82%a8%e7%9a%84%e9%83%a8%e8%90%bd%e6%a0%bc%ef%bc%9f
http://storewendy.com/author/admin
http://storewendy.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01.jpg
http://storewendy.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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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重新建立一个文件， 或是选择已经存档的

文件。

 

 

步骤 4：选择插入影片的图形（按钮） 

 

http://storewendy.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3.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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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上载影片的来源 

 

 

步骤 6：以下教您如何 从 YouTube 上载影片，您也可以

用 类似的步骤由其他的来源（譬如， 电脑， 手机， 

Webcam等）上载影片。 

 

http://storewendy.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5.jpg
http://storewendy.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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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确定影片的选择， 然后按 Select 上载 

 

步骤 8：此刻，影片已经上载入您的部落格，您只要按存

档(Update)即可。 

 

恭喜您将自己喜爱的影片加入您的部落格! 

今后， 您的部落格的资讯会更加丰富。 结束时， 请记

得按退出(Sign Out)。 如果找不到退出(Sign Out)按

钮， 请先退出您目前的浏览软体（譬如， Internet 

Explorer)， 再进并且启动您的部落格网站， 您将会在

您网站的右上角看到退出(Sign Out) 的按钮。 

http://storewendy.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7.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video-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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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退出(Sign Out) 

xxx.blogspot.com? 
Posted on June 29, 2014 by Wendy  

 

许多人不知道如何从他们的部落格网站， 譬如： 

xxx.blogspot.com 退出， 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退出

（Sign Out) 的按钮。这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进入网络

的浏览软体（譬如， Internet Explorer)不被 Google 

认可。  

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就是先退出您的浏览软体

（如： Internet Explorer, Chrome, 等）， 再重新进

入， 开启您的网站。 

您将发现您网站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个退出(Sign Out)的按

钮， 此时，您可按键顺利地关闭您的网站。 我们经常会

遇到这类问题， 希望 Google 很快地会解决它。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9%80%80%e5%87%basign-out-xxx-blogspot-com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9%80%80%e5%87%basign-out-xxx-blogspot-com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9%80%80%e5%87%basign-out-xxx-blogspot-com
http://storewendy.com/author/admin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161.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6/addphoto15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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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在部落格加音频 (audio) 
Posted on July 2, 2014 by Wendy  

今天儿子教了我一招 — 在我的部落格里加入音响效果 

(audio)， 出乎我意料之外， 居然是那么简单。 

前两天小朱问我：“究竟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

难’”？  

我觉得应该是前者，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怕事， 裹足不

前， 我们以为某件事情很难处理， 不敢学习。 其实那

是我们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障碍。 如果， 我们肯试着花

时间去了解，真正把那件事的处理方案弄懂以后， 我们

会发现执行起来其实并不困难。 

就像我想了好久， 都不知道该如何加音频效果放入我的

部落格里， 今天， 儿子三、 两下就教会我了。这不说

明了这件事其实是“知难行易”吗？ 

我今天录的这段音频看起来很简单， 却让我连续录了三

次才成功。 因为前两次，我家的小狗儿（布朗尼）在背

后“汪！ 汪！”替我配音。哈哈！ 

接下来， 让我与您分享我的这段音频的制作过程吧。 首

先， 查看自己的电脑上有没有可以制作音频(audio) 文

件（MP3) 的软体。 

请注意， 您如果用其它的音频软体制作音频（audio）文件

（MP3）， 您可以直接跳到步骤 7，用 Wordpress   的 Add 

Media 上载您的 MP3 音频文件即可。  

http://storewendy.com/%e5%a6%82%e4%bd%95%e5%9c%a8%e9%83%a8%e8%90%bd%e6%a0%bc%e5%8a%a0%e9%9f%b3%e9%a2%91-audio-%e7%9f%a5%e9%9a%be%e8%a1%8c%e6%98%93
http://storewendy.com/autho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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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一个合适的录音软体， 我选择的是 Sound 

Recorder. 它非常容易操作， 像一个简单的录音机， 缺

点是不能修改。 我下载了两个免费的软体： Sound 

Recorder 和 iTune。 

 

 

步骤  2： 开始录音。 图中红色按钮是开关， 开始和结

束都是按它一下即可。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addsound-1.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addsound-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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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一旦您按上图红色按钮停止录音， 下图立即出

现请您把刚才的音频存档。 

 

 

步骤 4： 把存档的音频转换成 MP3。 请留意，用 Sound 

Recorder录下来的音频是 WMA不是 MP3, 所以必须把它转

换成 MP3. 在此， 我用做简单的方法就是 

a) 启动 iTune 

b) 把刚录好的音频拉到  iTune,   iTune, 会自动要求您

把 WMA(Convert) 转换成 MP3, 您在此按一下 Convert.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addsound-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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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请您将新被转换的 MP3 音频存档备用。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addsound-4.jpg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addsound-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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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下图显示我已将刚录好， 并且转换成 MP3的音

频存入档案夹(WENDY’S MEDIA FILES/MP3/知难行易). 

 

 

步骤 7： 此刻， 这段音频可以用 Wordpress   的 Add 

Media 上载。 接下来的所有步骤和一般上载图片一样直

到您退出 Wordpress.  

注：我在 xxxx.blogspot.com 里没有找到上载音频的功

能。如果， 您知道， 请不吝赐教。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addsound-6.jpg


 

27 
 

 

我觉得在自己的部落格加上音频是件非常酷的事， 您也

来试一试， 挺好玩的！ 

 

 

http://www.wendychow.asia/wp-content/uploads/2014/07/addsound-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