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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麼是我的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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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關鍵字廣告

• 讓你的商品在手機APP及網頁版平台提高曝光率

• 幫助你接觸到更多的買家，當買家搜尋關鍵字時，

你的商品將會優先出現在搜尋結果

學習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來開啟你在蝦皮購物成功的道路!



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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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四個步驟就能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廣告 報表 帳單 購買

選取你要推廣的商品
進行關鍵字廣告

檢視你的廣告推廣效果
使用蝦皮的報表工具來幫

助你鎖定目標客群

在這查看你的廣告費用帳單
記得!蝦皮只會在

廣告被點擊時收取廣告費用

購買推廣服務面額
至你的廣告帳戶

以確保有足夠的點數進行曝光



2-1.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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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賣家中心後
進入我的行銷活動

A

點選關鍵字廣告B

B

A



2-2.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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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關鍵字廣告C

小訣竅：
為了讓你更快的瀏覽所有廣告的進行狀況，可
以使用下拉列表查看不同狀態的廣告。

這裡是你的廣告活動一覽
你的所有廣告活動都會顯示在這裡

C



2-3.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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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你想要推廣的商品，之後點選下一步D

你只能從你現有的商品清單中選擇推廣商品

D
小訣竅：
可以使用搜尋或篩選功能
更快的找到你想要推廣的商品



2-4.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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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是影響廣告呈現在搜尋結果的重要因素，使用你覺得買
家會搜尋的詞做為廣告關鍵字

- 你可以選擇關鍵字的比對類型，預設的類型為｢ 廣
泛比對 ｣ - 只要買家搜尋的字詞有部分為你的關鍵字內
容，你的商品就會出現在搜尋結果中。
- 另一種類型為｢精準比對 ｣ - 買家搜尋的字詞需要完
全與你的關鍵字符合，才會出現在搜尋結果中。

單次點擊出價：
是你願意為每一次點擊支付的最高的單次點擊價格，也
就是你的出價價格。
但實際支付價格，即單次點擊成本，不會高於你的出價。

小訣竅：
蝦皮會推薦與商品相關的關鍵字和有競爭力的單次點
擊參考價格，你可以從中選擇，簡單方便又輕鬆!

選擇與商品相關的關鍵字
以及設定單次點擊價格

E

E



2-5.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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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添加自己的關
鍵字, 點擊新增更多

F

F



2-6.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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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搜尋欄位輸入欲尋找的關鍵字
，確認後按新增

G

設定你的單次點擊出價後按確認H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更多關鍵字，蝦皮會根據商品的
相關度和流行度為你推薦關鍵字

相關度: 
指的是關鍵字與你推廣的商品的相關程度

流行度:
指的是使用關鍵字在蝦皮上被搜尋的熱門程度

小訣竅：
你的廣告排名取決於關鍵字廣告整體的品質分數
和單次點擊出價，所以選擇正確的關鍵字和有競
爭力的價格是很重要的！了解更多廣告排名

G

H



2-7.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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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告設定預算I

設定廣告期間之後按確認J

小提醒：
關鍵字廣告是以單次點擊成本(CPC)計價，每次廣告商
品被點擊時，系統都會從廣告預算中扣除每次點擊成本

請確保你的預算足以支付所需的點擊次數
學習更多有關單次點擊成本 CPC.

I

J
請留意廣告開始的時間一旦設定後將無法再
更改，請確定輸入正確時間後再繼續。

你可以選擇設定每日預算或者總預算

每日預算: 是你每天願意花的廣告費用，當
廣告花費達到設定每日預算時，系統會自動
停止廣告，等到隔天再重新上架廣告。
總預算:是你願意花在廣告的總費用，當花
費到達設定的預算時，廣告便會停止。



2-8. 設定我的第一個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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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 
你已經成功建立第一個關鍵字廣告了!

小提醒：
如果你的「我的廣告帳戶」中沒有足夠的「服務推廣面
額」就無法建立廣告活動



3-1. 管理我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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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游標移到日期後點選
編輯廣告推廣期間

A

將游標移到金額後點選
編輯廣告預算

Ｂ

點選產品名稱查看你的
廣告細節

Ｃ Ａ

ＢＣ

小提醒：
在設定廣告預算金額時，你可以選擇以總預算
或是每日預算的方式進行。



3-2. 管理我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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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告商品詳情頁面中，你可以管理和查看特定廣告活動的效果

瀏 覽 數：表示你的廣告曝光在用戶眼前的次數，由於蝦皮是根據點擊收費，廣告瀏覽曝光是完全免費

點 擊 數：顯示你的廣告被點擊的次數

總 花 費：是指廣告被點擊總收取的費用

投資產出比：是可以檢視您廣告成效的有效指標(商品交易總額／廣告花費)

平均排名：決定了廣告在搜尋結果頁上的排序順序，廣告排名越高，廣告展示位置就前面



點擊價格旁的 編輯關
鍵字的單次點擊出價

3-3. 管理我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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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點擊關鍵字下方的
清除關鍵字

Ｅ

點擊暫停可以隨時暫停
廣告推廣

Ｆ

D
小提醒：
暫停廣告會使你的廣告活動停止，
你可以隨時選擇恢復廣告活動。

E

F Ｇ

Ｇ 點擊停止可以隨時終止
廣告



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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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四個步驟就能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廣告 報表 交易明細 購買

選取你要推廣的商品
進行關鍵字廣告

檢視你的廣告推廣效果
使用蝦皮的報表工具來幫

助你鎖定目標客群

在這查看你的廣告費用交易
明細

記得!蝦皮只會在
廣告被點擊時收取廣告費用

購買推廣服務面額
至你的廣告帳戶

以確保有足夠的點數進行曝光



4-1. 查看我的廣告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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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日期下拉清單查看
特定期間的廣告表現

A

點擊匯出數據儲存你的
廣告表現紀錄

B

A B



4-2. 查看我的廣告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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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訣竅：
想知道你的廣告統計報表、點擊率和訂單狀況嗎？
使用此功能將能幫助你找到更好的關鍵字，同時可
微調關鍵字以獲得更好的廣告效益

訂單數：表示在所選時間內從你的廣告推廣
獲得的訂單數量。

點擊率：表示你的廣告從被瀏覽轉化到被點
擊的比例，高點擊率是衡量廣告效果的一個
指標！

投資產出比：代表從你的廣告推廣的銷售金
額／廣告花費，較高的比例也代表較高的投
資報酬率。



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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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四個步驟就能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廣告 報表 交易明細 購買

選取你要推廣的商品
進行關鍵字廣告

檢視你的廣告推廣效果
使用蝦皮的報表工具來幫

助你鎖定目標客群

在這查看你的廣告費用交易
明細

記得!蝦皮只會在
廣告被點擊時收取廣告費用

購買推廣服務面額
至你的廣告帳戶

以確保有足夠的點數進行曝光



5. 查看我的帳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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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顯示你的廣告帳戶
中剩餘的推廣服務面額

A
你可以使用日期工具
查看特定期間的帳單紀錄

Ｂ
按購買服務或扣款
查看你的帳單紀錄

Ｃ

Ａ Ｂ

C

你可以在帳單頁面中查看到目前為止已支付的金額



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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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四個步驟就能開始使用我的關鍵字廣告

廣告 報表 交易明細 購買

選取你要推廣的商品
進行關鍵字廣告

檢視你的廣告推廣效果
使用蝦皮的報表工具來幫

助你鎖定目標客群

在這查看你的廣告費用交易
明細

記得!蝦皮只會在
廣告被點擊時收取廣告費用

購買推廣服務面額
至你的廣告帳戶

以確保有足夠的點數進行曝光



6. 購買推廣服務面額至你的廣告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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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你現在廣告帳戶中
的面額

A

選擇一個蝦皮推廣服務
面額進行購買

B

蝦皮關鍵字廣告需要購買蝦皮推廣服務面
額，你可以在加值頁面購賣蝦皮推廣面額
($1蝦皮推廣面額 =$ 1台幣)

Ａ

B



6. 購買推廣服務面額至你的廣告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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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直接購買C

小提醒：
購買蝦皮推廣服務面額並不會獲得蝦幣也無法使用
折扣代碼購買蝦皮推廣服務面額

C



6. 購買推廣服務面額至你的廣告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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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你的結帳金額
然後點選去買單

D

小提醒：
購買蝦皮推廣服務面額並不會獲得蝦幣也無法使用
折扣代碼購買蝦皮推廣服務面額D

結帳之後就完成囉!

完成後，你可以返回我的關鍵字首頁查看目
前所剩餘額。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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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完成關鍵字廣告的設定!

還有其他對於關鍵字廣告的疑問嗎?
看看FAQ



常見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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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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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可以知道我投放廣告的成效嗎?

我的關鍵字功能裡有報表功能，將會顯示你設定的關鍵字為你帶來的商品瀏覽數、點擊數和訂單數等資料。並有匯出報表的功能方便您隨時觀看

自己的廣告成效喔！

2. 如何在有限的預算內操作關鍵字廣告?

我們提供的關鍵字廣告適用於各種不同金額的廣告預算。

即便是有限的廣告預算一樣能達到有效的廣告效益。這取決於你對下廣告商品的關鍵字選擇。選擇越清楚、相關性越高、越接近你商品的關鍵字，

越能提高你的商品在搜尋結果頁面的曝光度。

3. 關鍵字廣告開始後我可以再更改關鍵字、預算、廣告時間和單次點擊出價嗎?

可以，廣告開始後，你可以隨時暫停或是延長你的廣告時間，也能再新增或刪除關鍵字和修改你的預算、單次點擊出價。

但請留意，廣告開始的時間無法修改。

4. 一個關鍵字廣告最多可以新增幾個關鍵字?

你最多可以新增50個關鍵字。



常見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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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買完廣告後何時開始?

當你完成所有設定後，除了可設定特定時段再開跑，也可於當天立即開始，一直使用到預算或帳戶餘額用盡為止喔。

6. 購買廣告推廣服務面額後可否退款?

購買蝦皮推廣服務且此筆交易經確認購買後，將無法申請退貨或退款。

購買此服務代表你已同意蝦皮推廣服務之服務條款 http://shopee.tw/legaldoc/terms

7. 如果有人不斷地點擊我的廣告，會不會因此被扣很多錢?

我們有提供防止惡意點擊行為的偵測機制，在同一時間，被同一來源(包含帳號等)大量點擊的狀況，系統會自動認定是惡意點擊的行為且點擊的

帳號必須是蝦皮已登入的正常帳號，才會被算進點擊次數。

針對惡意點擊的行為，我們不會向您收取多餘的費用，我們只會算點擊一次的花費，確保您的廣告效益

http://shopee.tw/legaldoc/terms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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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比對是新增的關鍵字比對類型，只要買家搜尋的字詞有
部分為你的關鍵字內容，就能使你的商品出現在搜尋結果中。

例如:
當你對關鍵字｢勞力士 ｣使用廣泛比對的情況下，買家只要
搜尋以下字詞，你的商品都會出現在搜尋結果中:

1. 完全相符的字詞，例如: 勞力士
2. 搜尋字詞包含你的關鍵字，例如: 勞力士、勞力士手錶、
新款勞力士、男士勞力士正品

當你對關鍵字｢勞力士 ｣使用精準比對的情況下，買家需要
搜尋完全符合的字詞｢ 勞力士 ｣，才會出現在搜尋結果中。

關鍵字比對類型: 什麼是廣泛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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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前頁



商品排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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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其他買家也購買相同關鍵字時，多個廣告將會和你的商品出現在相同的結果頁面

廣告排名順序會根據廣告品質分數和設定的單次點擊價格來排序

你的廣告排名順序將有兩個因素決定：

廣告品質分數 單次點擊出價

你的廣告商品整體品質分數 你願意付的最高單次點擊
價格

廣告排名順序

排名較好的商品將會優先出
現在結果頁面

舉例:排行第一的商品會出現
在比排行第十的商品更前面

的位置
返回前頁



單次點擊成本(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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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單次點擊成本(CPC)?

單次點擊成本(CPC)是你在商品廣告有被點擊時的收費，此價格會根據你廣告排名的下一位出價而有調整，最多不會超

過你的單次點擊出價。

當買家在商品搜尋時點擊你的廣告意味著：

更高的成交可能性!

他們注意到你的廣告了!

對你的商品有興趣! 小提醒：
為防止惡意點擊行為，在同一時間，被同一來源(包含帳號等)大
量點擊的狀況，系統會自動認定是惡意點擊的行為且為了保障
您的廣告效益，我們只會算點擊一次的花費。

返回前頁



現在就去用看看吧！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