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ng Ads 資格鑑定研讀指南  

 

想成為 Bing Ads 資格鑑定專業人士嗎？別擔心，交給我

們就對了。只要利用這份研讀指南，必能輕鬆通過 Bing 
Ads 資格鑑定測驗。 
 
如何使用這份可供搜尋的研讀指南： 

1. 次頁的所有主題都是測驗內容，請完整讀完所有篇幅。 

2. 請記得，Ctrl + F 是您的好朋友，請用此功能搜尋所需關鍵字 (懂嗎？

這是雙關語)。 

3. 您可直接跳到需要更多時間複習的區段 (請善用次頁連結)。 

4. 如果您碰到問題，請隨時舉手、發送推文或在 Bing 上搜尋。 
  



 

 

資格鑑定主題研讀清單
 
 Bing Ads 是什麼？PPC 如何運作？

 廣告活動、廣告群組簡介以及如何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簡介

 PPC 出價、流量及 CPC 策略

 有效的 PPC 文案撰寫及廣告文案秘訣

 選取關鍵字，以及如何執行關鍵字建議

 Bing Ads 原則

 廣告額外資訊 

 展開的文字廣告、升級的網址和插入動態

文字

 關鍵字比對類型 

 廣告活動排除 

 鎖定客群：情境及裝置

 鎖定客群：行為與人口統計資料

 鎖定客群：市場及自訂客群 

 PPC 廣告活動最佳化

 使用品質評分打造優質廣告使用體驗

 Bing Ads 的詳細報表功能

 動態搜尋廣告

 多連結與多位使用者存取途徑

 聯播夥伴網絡

 Bing Ads Intelligence 

 通用活動追蹤

 Bing Ads Editor

 Bing Ads Editor 廣告活動最佳化 

 Bing Ads 預算及計費

 Bing 購物廣告活動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

 
 

 
 
 
 
 
 
 



 

就讓我們開始使用吧… 
 

 Bing Ads 是什麼？PPC 如何運作？
網際網路上的商家都漸漸了解到每次點選付費 (PPC) 廣告的優點。Bing Ads 可協助您接觸新的優質客群，

並提升廣告支出的投資報酬率 (ROAS)。此外，相較於採用對應的 Google AdWords 廣告活動，採用 Bing 

Ads 廣告活動的客戶將享有更低的每次點選成本 (CPC) 和每次成交成本 (CPA)。

本總覽會介紹 Bing Ads 如何協助執行行銷策略來取得較好的結果。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 Bing Ads 是什麼，以及如何：

 在特定目標客群中，接觸到新的優質客戶。

 利用特定的目標鎖定方法。

 使用相關關鍵字，提高廣告活動成效。

 透過關鍵字出價，最佳化關鍵字。

什麼是廣告？

廣告是呈現在潛在客戶眼前的一種宣傳廣告。廣告群組或廣告活動的內容通常會提及廣告。廣告群組包含

一個或多個廣告和關鍵字，而廣告活動則包含一個或多個廣告群組。

Bing Ads 是什麼？

每天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來尋找產品與服務。在搜尋廣告中，您要建立廣告並針對

關鍵字出價，您的廣告可能會出現在許多位置，搜尋結果頁面頂端的「廣告」區段便是其中之一。不論客

戶是想要購買產品、申請服務或註冊以取得資訊，您的目標都是讓客戶看到您的廣告並造訪網站、打電話

到您的商店，或是下載您的應用程式。您可以讓廣告顯示在搜尋結果頁面頂端的「廣告」區段來達成此

目標。

以下是基本 Bing Ads 廣告的範例：

以下是搜尋結果頁面「廣告」區段的範例：



 

當客戶檢視並點選您的廣告時，他們會被傳送到網站。他們可以購買、申請服務、註冊以取得詳細資訊或

下載應用程式，這些客戶的動作稱為「成交」。您可以將成交視為潛在客戶轉變為實際客戶。將達成「成

交」視為獲得更高的投資報酬率 (ROI)。



 

目標鎖定選項

利用 Bing Ads 和 Bing 關鍵字廣告，可接觸到 1 億 6 千 7 百萬名的非重覆使用者，而且這些使用者的線

上支出金額比一般網際網路搜尋者高出 26%。利用 Bing Ads 功能強大的目標鎖定功能，您就可望接觸這

個活躍於網路上的客群，進而觸及優質的客戶。

為了讓您的廣告呈現在最適合的客群眼前，您必須建立廣告活動以利用這些精準且彈性的目標鎖定功能：

 關鍵字：您可以出價購買關鍵字，再根據尖峰流量或低流量來調整關鍵字。

 位置：您可以在搜尋廣告中顯示商店地址，也可以指定某個城市或台灣郵遞區號內的半徑。這表

示，您可以只向或更頻繁地向居住在您當地商店附近的搜尋使用者顯示您的廣告。

 語言：您可以為廣告活動設定一種或所有適用的語言。在廣告活動中所設定的語言會關聯至使用

者網頁瀏覽器設定的語言。

 排程：您可以用 15 分鐘為增量單位具體排程您廣告的全天曝光時段。您也可以調整廣告活動設定，

在當地商店營業時間 (星期幾或時段) 內播送您的廣告。

 裝置類型：您可以接觸到使用行動裝置、平板電腦裝置或 PC 裝置的客戶。

 時段及特定星期：您可依據時間進行目標鎖定時，以搜尋者的當地時區進行目標鎖定。

 鎖定客群：您可以鎖定人口特徵 (年齡與性別) 來接觸到屬於獨特區隔的客戶。

 購物：您可用購物廣告活動鎖定電子商務的購物意願。這項獨特的廣告體驗會在搜尋結果中顯示

產品影像及售價，而非傳統文字廣告。 

探索關鍵字和關鍵字出價

關鍵字是尋找產品或服務時，所搜尋的字詞或片語。建立 PPC 廣告活動時，請選擇與您業務相關且符合

客戶需求的關鍵字。例如，Paul 是 Contoso Bistro 的老闆。因為他想增加午餐外賣生意，所以使用「午

餐外賣」做為廣告的關鍵字。當有人搜尋「午餐外賣」時，他的廣告就會顯示在 Bing Ads 搜尋結果頁

面上。

您可以建立自己的關鍵字清單，或者使用 Bing Ads 關鍵字建議工具辨別出有效的關鍵字及關鍵字出價。

建立有效的關鍵字清單相當重要。您或許有極佳的目標鎖定策略，但若缺乏出色的關鍵字清單，客戶可能

永遠都不會看到您的廣告。Bing Ads 工具有助於取得您可能沒想到的更多關鍵字建議。

 辨別出正確的關鍵字。

 選擇最佳的關鍵字出價。

 分析廣告成效並進行最佳化。

 改善廣告活動成效。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11/1


 

最佳化

如果您的終極目標是得到成交並提高整體投資報酬率 (ROI)，就要為您的網站帶來相關流量。第一個步驟

就是辨別出正確的關鍵字。第二步就是最佳化您的關鍵字，以此來吸引搜索引擎。最佳化的步驟包括：選

擇每一個關鍵字要支付 (關鍵字出價) 的最佳金額，然後使用 Bing Ads 報表工具持續追蹤每一個關鍵字的

成效，進而審核、研究及調整關鍵字及關鍵字出價。改善付費關鍵字廣告成效、增加成交數及提升業務量

的方法，則在於執行報表並精簡關鍵字和廣告。

建立最佳的關鍵字清單時，請注意 Bing Ads 原則和廣告及關鍵字審查流程。遵循這些原則將有助於您的

關鍵字和廣告儘快上線。稍後，您將了解如何修正狀態為「未核准」或「僅核准部分地區」的關鍵字。

 廣告活動、廣告群組簡介以及如何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簡介
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 (以及從其他搜尋引擎匯入廣告活動) 可讓您輕鬆使用 Bing Ads 組織、管理及監控搜

尋廣告，並透過其他搜尋廣告工具來執行廣告活動。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23/1


 

建立 Bing Ads 廣告活動與廣告群組

Bing Ads 的組織共有四個層級：客戶、帳戶、廣告活動、廣告群組。

一位客戶可擁有一個以上的帳戶。客戶擁有客戶 ID，通常與您的公司名稱及住址有關。在客戶層級中，

至少須設定一個人為超級管理員。超級管理員能以行政權存取所有帳戶。

帳戶涵蓋一個以上的廣告活動，包括貨幣資訊、時區、事先付款 (預付) 或後續付款 (後付)、您的付款型式 

(主要付款方式) 以及每個帳戶的存取人 (使用者)。

廣告活動涵蓋一個以上的廣告群組，共用一個廣告活動預算。廣告活動分為 [搜尋和內容廣告活動] 

(僅限美國) 或 [搜尋廣告活動] (非美國地區)。詳見搜尋廣告及內容廣告的差異及在購物廣告活動中建立產

品廣告。

廣告群組涵蓋一個以上密切相關的廣告，以及與這些廣告相關的關鍵字。

建立新的廣告群組 

廣告群組是以您所提供的特定產品或服務，組織廣告活動的最佳方法。廣告群組包含一組關鍵字，以及與

共同主題相關的廣告。這不僅使管理相關廣告及關鍵字更加容易，管理得當的廣告群組也讓您的廣告更貼

近使用者的搜尋內容。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30/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60/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60/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例如，莎拉擁有一間玩具店，她想建立一則強調店內特殊商品的廣告。她可建立「兒童電子用品」及「騎

乘玩具」等不同的廣告群組，每個群組包含不同的關鍵字及廣告。當她想要調整這些廣告時，只要調整廣

告群組，就能輕鬆變更所有廣告。

深入了解如何建立並編輯新的廣告群組。 

組織您的帳戶及廣告活動

註冊 Bing Ads 後，您會收到一組客戶 ID，您的第一個帳戶也會同時建立完成。您可隨時建立更多帳戶。

一般來說，一個帳戶就夠用了。不過，如果您有以下情形，也許會想設立個別帳戶： 

 擁有一個以上的企業

 希望將產品推行到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市場中

 您是廣告代理商，為其他企業管理帳戶

在此提供一些管理帳戶的建議：

 當您管理廣告群組時，最好在網站架構中檢視，因為那裡已將您所管理、銷售的產品標示清楚。

 您是 Google AdWords 的客戶嗎？如果是，廣告活動的組織基本上是一樣的，只不過一位客戶

可在 Bing Ads 中擁有多個帳戶。 

以下是說明一位客戶擁有多個帳戶的範例。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3097/0


 

匯入廣告活動的基本知識

搜尋廣告平台之間的相容性非常重要。如果您已使用其他線上廣告方案進行廣告活動，就可以將它們匯入 

Bing Ads，從而省去必須從頭開始設定廣告活動的麻煩。例如，您可以直接從 Google AdWords 帳戶匯入，

也可以先建立一個匯入檔案，再將檔案上傳至 Bing Ads。

有兩個種方式可以輕鬆快速地將廣告活動傳送至 Bing Ads：第一種方式是使用 Bing Ads Editor 搭配試算

表進行匯入，第二種方式是使用 AdWords 登入和密碼認證進行匯入 – 無需使用試算表。

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

「Google 匯入」工具可讓廣告主匯入總共 400 萬個的關鍵字與廣告。您也可以匯入 100 萬個廣告群組產

品分割和 200 萬個排除字彙 (廣告群組層級和廣告活動層級合計)。

只須執行三個步驟即可。第一，登入 Bing Ads。點選 [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按照步驟匯入廣告

活動。



 

另一個選項是使用 Bing Ads Editor 匯入 Google AdWords。只需點選 [從 Google 匯入]，然後按照步驟

匯入廣告活動即可完成。

附註：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廣告活動至 Bing Ads 之前，請務必先檢閱「匯入您的廣告活動：需求」。

完成匯入後，您便可以檢視資料並且有機會修正任何錯誤。

您可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 

 一萬個廣告活動

 一百萬個廣告群組

 五百萬個關鍵字

 四百萬則廣告

 廣告群組層級與廣告活動層級，合計兩百萬個排除字彙

 兩百萬個廣告群組產品分割

 二十萬個其他實體

從檔案匯入

某些 Bing Ads 使用者目前無法直接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廣告活動。如果您使用 Google 2 步驟驗證，

將需要建立一個應用程式專屬密碼以用於 Bing Ads。如果試過幾次後，還是無法直接匯入，請按照下列

步驟使用匯入檔案匯入廣告活動：

建立 Microsoft Excel 或 CSV (逗號分隔值) 匯入檔案。您可以在此處下載匯入檔案範本。在 Bing Ads 中，點

選 [匯入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從檔案匯入]。如果在過去 90 天曾經從檔案匯入，那麼您會看到一個表格，

告訴您日期/時間和上傳的檔案。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21/0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1484


 

另一項有用的功能是選取您想要在何時匯入您的 AdWords 資料到 Bing Ads 帳戶的選項。例如，您可以

選擇排程它們顯示一次，還是每日、每週或每月顯示。

[匯入摘要] 會確認您的匯入是否已排定好、何時會執行，以及多久進行同步處理一次。



 

會匯入哪些項目？

現在您已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您的廣告活動，您就可檢視您的匯入狀態、錯誤日誌，也可編輯、暫

停或刪除您的匯入排程。請記住，並非所有資料都會匯入，但這不表示 Bing Ads 內部不支援。

某些特定狀況必須在匯入時格外留意。有些項目您必須用 Bing Ads 重新建立，例如自動規則、廣告群組

層級的網站連結額外資訊、廣告群組層級的應用程式額外資訊、廣告群組層級的位置額外資訊、廣告群組

層級的通話額外資訊、再行銷清單及關聯，以及 IP 排除。

深入閱讀您在匯入後應檢查的項目。

帳戶、廣告活動、廣告群組的限制

每個層級您能擁有的項目數量有限。這項資訊在您組織廣告活動，尤其是您計畫從 Google AdWords 匯

入資料時特別有用。

這個層級... 能包含最多... 

客戶  15 名使用者

 6 個帳戶

 50,000,000 個關鍵字

帳戶  10,000 個廣告活動

 5,000,000 個關鍵字 (加上產品鎖定)

 五百萬個排除字彙

 20 個排除字彙清單 (每份清單最多 5,000 個關鍵字)

 200,000 則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150,000 則廣告額外資訊 (網站連結額外資訊除外)

廣告活動  20,000 個廣告群組

 20,000 組排除字彙

 10,000 個位置目標鎖定

 5,000 組共享排除字彙

 2,500 個排除網站

 100 組 IP 排除

 1 個通話擴展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51/0


 

 20 則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6 組影像額外資訊

廣告群組  100 個廣告，包括文案或產品

 20,000 個關鍵字 (加上產品鎖定)

 20,000 組排除字彙

 10,000 個位置目標鎖定

 6 組影像額外資訊

管理 Bing Ads 廣告活動與廣告群組

完成廣告活動的建立或匯入之後，您就可以變更許多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設定。

編輯廣告活動：若要快速變更廣告活動名稱、狀態或預算，請前往 [廣告活動] 頁面，點選要變更的廣告

活動之資料列的核取方塊，然後點選 [編輯] 下拉式功能表，接著點選 [編輯選取的資料列] 連結。 

也可以在 [廣告活動] 頁面中，將滑鼠停留在資料列中要變更的欄位上，然後點選鉛筆圖示。若要變更更

多的進階設定 (例如：廣告活動目標鎖定、預算選項及排除)，請前往 [廣告活動] 頁面、點選廣告活動的

名稱，然後點選 [設定] 連結。

編輯廣告群組：若要快速變更廣告群組名稱、狀態、搜尋出價或廣告排程，請前往 [廣告活動] 頁面、選

取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核取廣告群組名稱旁邊資料列中的核取方塊，然後點選 [編輯] 連結，接著點選 

[編輯選取的資料列] 連結。

另外，您也可以將滑鼠停留在廣告群組資料列中要變更的欄位上，然後點選鉛筆圖示。若要變更更多的進

階廣告群組設定 (例如：廣告群組目標鎖定、廣告行銷、價格、排程及廣告輪播)，請點選廣告群組的名稱，

然後點選 [設定] 連結。

當匯入含有多種目標語言的 AdWords 廣告活動時，Bing Ads 會選取擁有最大市場的廣告活動語言作為您

的廣告群組目標語言。如果所有的 AdWords 目標語言均不受 Bing Ads 支援，Bing Ads 則會將該廣告活

動標示為錯誤。

如果您要利用新的 [展開的文字廣告] 選項，將需要檢閱是否必須設定帳戶層級追蹤範本。若要執行此動

作，請選取要匯入「展開的文字廣告」的帳戶。該帳戶應包括在匯入檔案中指定的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



 

摘要

設定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或匯入廣告活動時，請記住下列要點：

 讓您的廣告活動符合業務群組或產品。

 從 [廣告活動] 頁面管理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

 匯入 Google AdWords 廣告活動。

 建立上傳檔案並匯入 Bing Ads。

 PPC 出價、流量及 CPC 策略 
啟動新的搜尋廣告活動，需要大量的研究與規劃。該如何出價？應該預期從特定關鍵字獲得多少流量？

Bing Ads 有各種工具可以協助您擬定適當出價的策略、預估可在廣告活動流量上進行的出價預估變更，

以及了解實際成本。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利用關鍵字規劃工具。

 分析流量預估。

 利用特定出價策略優化您的廣告活動。 

建立出價

線上廣告的用意在於將相關廣告與潛在客戶配對起來。出價只是影響廣告排名的數個因素之一。除了出價

之外，關鍵字相關性與品質評分都是決定廣告等級的關鍵變數。不過，徹底瞭解 PPC 出價非常重要，因

為當您試著在主版面 (A) 及側邊欄 (B) 位置顯示廣告時，廣告成效有可能超額出價。

建立出價時，請記住：

 關鍵字出價是每當有人點選廣告時，您所願意支付的價格上限。您的實際成本可能會較低。

 您的預算會影響某一天或某一月廣告的可點選次數。

 關鍵字出價並非制式行為，您可以依照實際結果與預估結果來持續審核並調整關鍵字出價。



 

關鍵字規劃



 

出價願景

出價願景有助於預估出價變更對廣告活動的影響。出價願景提供關鍵字的多種出價，以及這些出價可能為

該關鍵字帶來的預估曝光數和點選數。如果您看到某個出價提供了您所要的廣告成效，您便可以在出價願

景範圍內變更出價。

只有在關鍵字的曝光數和點選資料充分時，才能使用出價願景。如果有資料可用，在 [關鍵字] 或 [廣告群

組] 索引標籤上，每個出價的旁邊都會出現一個小型圖形。檢視出價願景預估：

在 [關鍵字] 或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點選所要檢閱之目前出價旁的圖形圖示。若要變更出價，請從 [出
價] 資料欄位中選取選項，或在 [其他出價] 中輸入金額並點選 [儲存]。

在廣告群組層級，您可以選擇變更所有關鍵字出價，也可以只更新廣告群組出價，以及維持個別的關鍵字

出價不變。

出價策略

Bing Ads 會根據您的出價策略設定，瞭解您想要管理出價的方式。無論您使用哪一種出價策略，Bing Ads 
都會遵守您的預算上限。目前出價策略有五種：手動、增強型每次點選成本 (CPC)、最大點選數、最大成

交數、目標每次成交成本 (CPA)。 

比較出價策略：

出價策略
我需要自己設定

出價嗎？

我需要成交

追蹤嗎？

我可以使用第三方出價管理

工具嗎？

手動 

增強型 CPC 

最大點選數 

最大成交數 

目標每次成交成本 



 

手動 CPC (每次點選成本)：設定廣告群組和關鍵字出價，然後 Bing Ads 每次就會使用這些出價。這是

每個廣告活動的預設出價策略。若要從預設 [手動每次點選成本] 策略切換至 [增強型 CPC]，請點選 [廣告

活動] 頁面中的 [設定] 索引標籤。在 [出價策略] 底下，選擇 [增強型 CPC：調整我的出價以取得更多成

交數]。

增強型 CPC (每次點選成本)：設定廣告群組和關鍵字出價，Bing Ads 會自動即時調整出價，來增加成交

機率。針對有可能成交的搜尋，出價最多會提高 30%，對於較不可能成交的搜尋，則最多會降低 100%。

(設定好出價調整後，便會套用此變更。)

最大點選數：Bing Ads 會自動將您的出價設定為實時，以便在您的預算內盡可能取得最多點選數。如果

您想在運用 [最大點選數] 出價時擁有更多控制，您也可設定最大 CPC (每次點選成本)。這是您可設定的

最大限制，確保 Bing Ads 不會為一次點選支付特定數目以上的金額。

附註： 

 雖然增強型 CPC 透過微調手動設定出價，有助獲得更多成交數，但這仍不是完全自動化出價。您必

須同時設定成交追蹤，增強型 CPC 功能才能發揮效用。

 為求最大點選數，Bing Ads 會自動將您的 CPC 出價設定為與您的目標相符。

 廣告主不需設定關鍵字出價。

深入閱讀五種不同的自動化出價系統。

自動規則 

Bing Ads 會根據您所定義的條件，自動變更您的廣告活動，為您節省時間。這就是所謂的自動規則。雖

然您仍需監控廣告活動，但可設定許多工作自動化。以下試舉一些範例，說明廣告主如何運用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來協助他們管理廣告活動。

 啟動及停止針對特殊事件的廣告活動，例如黑色星期五銷售或是體育賽事特賣。

 避免讓成效最佳的廣告活動因為預算用罄而被迫停止。

 將廣告保持在第一頁上。

 避免花費在成效不佳的關鍵字或廣告上。

深入閱讀自動規則使用方式以及如何建立自動規則。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80/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86/1-50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131/1


 

實際成本

每當有人點選您的廣告，就會從廣告活動預算中扣除出價金額。每個關鍵字或廣告版位的實際成本會因以

下因素而異：

關鍵字或廣告版位出價。 

關鍵字或廣告版位出價是每當有人點選廣告時，向您收取的費用上限。深入了解設定廣告活動預算和出價

金額中的 PPC 出價。

增量出價會依據特定時段、性別或其他目標條件來鎖定客戶。 

當滿足一個或多個目標條件且您的廣告獲點選時，您還需要支付相應的增量出價金額。所以，增量出價會

增加預設和自訂出價的成本。了解如何調整我的出價來鎖定目標客戶中的目標鎖定和增量出價。

內嵌商機

您可以在 [關鍵字] 資料格中檢視預估出價建議，以及如何調整這些出價以順暢達成您的廣告成效目標。

此外，您還會取得額外的關鍵字廣告播放狀態見解，以進行有效的最佳化。

內嵌商機為 Bing Ads Web UI 所提供的其中一項功能，它會預估您必須出價多少，才能讓廣告顯示在第一

頁、主版面和最佳位置。

在 [廣告活動] 頁面，點選 [關鍵字] 索引標籤，然後點選工具列右側的 [資料欄位] 圖示，來自訂要在您的

關鍵字資料格中顯示的見解。從這裡，使用 [修改資料欄] 連結，接著新增三個出價預估資料欄位 (即預估

第一頁出價、預估主版面出價、預估最佳位置出價)，然後點選 [套用]。點選 [儲存這項欄位設定] 核取方

塊，您就可重新命名並儲存這項檢視內容，包括未來輕易存取的內嵌商機。

接著，您的關鍵字資料格中就會顯示您每個關鍵字出現在第一頁、主版面及最佳位置的預估出價。在這裡，

您可以了解如何針對自身的位置目標來更新出價。此外，如果 [廣告播放] 資料欄位下方出現了「低於第

一頁出價」系統通知，只要進行捲動，就能了解您要如何針對第一頁出價。*

此處的關鍵在於：提供第一頁出價建議時，我們會考量您可從平均排名之外獲得的合理曝光數。您有可能

會針對一小部分的曝光數，以相當低的出價取得良好的平均排名。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不外乎：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3099/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3099/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04/1


 

 該關鍵字是品牌詞彙，只要一有機會顯示，就能為您取得高排名。

 好的排名 (如深夜) 可讓您贏得競爭力較低的曝光數，但因出價低的緣故，在所有其他更有競爭力的

時段則未能贏得曝光數。計算平均排名時，系統只會考量使平均排名達到理想的曝光競價。

由於判斷出價建議時，我們會將合理的曝光數納入考量，因此，出價建議可能會高於您目前的出價設定。

這樣一來，即使目前出價可贏得良好排名的少量流量，您依舊有機會獲得更多流量。

您不僅可以直接在資料格中查看特定關鍵字的預估出價建議，還可以點選 [目前出價] 值下方的圖示來即

時查看出價願景，了解如何為出價做出最適當的調整。

請務必記住預估乃根據前七天的所有競價資料所產生的。例如，要是您的關鍵字出價為 NT$ 0.50 元，

預估會根據前七天的資料顯示 NT$ 0.50 元出價的廣告成效為何。為了方便比較，如果您將出價改為 
NT$ 1 元，就會看到 NT$ 1 元出價所產生的結果。雖然預估無法預測未來的出價成效，但依照實際資料

求得的假設性出價卻能助您了解趨勢與可能的結果。

依位置顯示流量狀態

您可以使用地理位置報表，找出廣告在不同位置的成效，這可以幫助您決定將更多的廣告資源投放在何處。

利用 [位置類型] 和 [最具體的位置] 資料欄位，您可以檢視刊登您廣告的位置類型為何，即 [實體位置] 或 
[感興趣的位置]。

深入閱讀如何閱讀報表並了解資料的含意。

若要建立 [地理位置] 報表，請點選 [報表]。如果尚未展開，請點選 [標準報表]。點選 [目標鎖定]，然後

點選 [地理位置]。選取時間單位 ([顯示 (時間單位)])、[日期範圍]，以及所需的下載 [格式]。

或者，您也可以執行下列其中一個或多個操作：

 將報表設定為包括所有帳戶 (預設) 或選取 [特定帳戶、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然後選擇所要的

項目。

 點選 [選擇您所需的資料欄位] 來選取或移除用於報表的屬性和廣告成效統計資料。

 點選 [篩選]，在報表中顯示特定類型的資料。

 點選 [我的報表設定]，將報表另存成自訂報表或排程在指定時間執行報表。

點選 [執行] 執行報表，或點選 [下載]，選擇以 CSV 或 TSV 檔案格式下載報表。

附註：您也可以從 [維度] 索引標籤中建立地理位置報表。在 [廣告活動] 頁面，點選 [維度] 索引標籤，

然後點選 [顯示] 旁的 [地理位置]。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72/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72/2


 

了解流量預估

在運用 PPC 預估程式看過與關鍵字成效和成本相關的預估後，您可能想知道為什麼會看到某些流量預估。

影響流量預估顯示方式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受限於預算：有時會在圖表中看到陰影區域。這表示我們的 PPC 流量預估程式評估過您的預算之後，

指出預算過低，無法應對陰影出價之關鍵字的所有點選數和曝光數。您可能也會看到圖表中的線條

呈曲線下降趨勢。這表示，您的關鍵字可能獲得的預估點選次數會隨出價增加而逐漸降低。

若要提高點選數和曝光數，可試著調整 PPC 出價策略，增加每日預算。增加預算後，您的廣告便可以獲

得更高的點選數和曝光數。您也可以試著降低出價，因為這可能會降低有人點選廣告時所需支付的平均金

額，且可協助預算獲得更多的點選數。

 在表格中無法使用預估：如果尚未輸入出價和每日預算 (選填)，表格中將會顯示破折號「-」。在圖

表上方輸入 [出價金額] 和 [每日預算] (選填)，然後點選 [取得預估] 可檢視每週預估。

如果在 [平均排名] 欄位中看到破折號「-」而不是數字，這表示我們的 PPC 流量預估程式已判定您的廣告

可能無法取得任何曝光數。計算平均排名時，會使用您的廣告及其他使用類似關鍵字之廣告的歷史廣告成

效。通常，當沒有足夠的各種因素 (如出價或點選率) 可用於取得廣告排名時，就會看到破折號。請試著

調整 PPC 出價策略，增加出價金額，以便取得平均排名預估。

摘要

身為廣告主，您希望廣告顯示在搜尋結果頁的頂端或附近。如果要取得高排名，但避免支付超額的出價，

最佳化關鍵字出價就相當重要。Bing Ads 有提供工具，讓您能夠分析預估結果、開發 CPC 策略並套用明

智的關鍵字出價。制定出價策略時，請記住下列要點：

 使用出價與流量預估工具來協助決定最佳的出價。

 視需要監控並調整廣告活動。

 使用出價願景調整出價。

 有效的 PPC 文案撰寫及廣告文案秘訣 

撰寫有效廣告是建立線上廣告曝光的基本工作之一。了解一般廣告架構及 Bing Ads 原則很重要，如此才

能撰寫吸引客戶點選的廣告文案。

在這項 PPC 文案撰寫訓練中，您將學到重要原則、廣告文案秘訣及技術，幫助您寫出有效、相關的廣告。

本訓練將協助您了解如何：



 

 撰寫符合 Bing Ads 原則的有效廣告文案。

 將您的廣告提交審核。

 利用展開的文字廣告建立較長的廣告文案。 

展開的文字廣告

展開的文字廣告是新的行動最佳化廣告格式，讓您可以製作內容較長的廣告文案，且最佳化廣告文案，以

便促進與潛在客戶的互動，吸引他們點選您的廣告。展開的文字廣告可以完美地投放在行動裝置、平板電

腦和桌上型裝置，讓您可以建立更能吸引消費者對廣告有所行動的號召文字，並提高商家成交數。

展開的文字廣告包含三項基本視覺元素：廣告標題、最終網址、廣告文案。

利用廣告額外資訊強化展開的文字廣告。

優化展開的文字廣告的秘訣：

 檢視廣告額外資訊，確認內容新鮮且與展開的標題不同。

 在標題中加入品牌，建立信任感。

 提供的描述越清楚、越明確，效果就越好。例如，與其使用「跳樓大拍賣」，還不如指明確切

的折數，例如「五折」。

*附註：您可透過 Bing Ads Web UI 與 Bing Ads Editor 將標準文字廣告 (STA) 轉換成展開的文字廣告 
(EXTA)。

字元限制

每則廣告都有四個組成部分：廣告標題、廣告文案、顯示網址、最終網址。每個部分都有字數限制，以便

使網路上所有廣告維持一致。輸入廣告時，計數器會顯示該部分的剩餘字數，讓您輕鬆掌握不超標。如果

您意外超過字數限制，就需要在儲存廣告前調整內文。請見下方圖表，了解展開的文字廣告的額外字數

限制。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01/1
http://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ca/blog/post/march-2017/bing-ads-makes-it-easy-to-create-expanded-text-ads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blog/post/march-2017/bing-ads-editor-supports-ecpc-and-makes-it-easier-to-adopt-expanded-text-ads


 

廣告部分 展開的文字廣告

廣告標題 60 個字元 (兩個 30 個字元的廣告標題，以連字號分隔) 

廣告文案 80 個字元 

顯示網址 網域和子網域會自動從最終網址 (保留大寫) 產生，並加上兩個可自訂的網址路徑，

每個路徑 15 個字元。 

一般原則

Microsoft 可以拒絕接受任何不符合 Bing Ads 原則的廣告內容。處理 PPC 文案撰寫專案時，您必須遵循這些

規範，減少廣告無法通過核准的機率。若沒有通過核准就會禁止您執行廣告活動，因此請務必先閱讀 
Bing Ads 線上說明的＜編輯審核標準＞一文，熟悉可接受的廣告內容清單。

撰寫廣告文案時，您一定要遵守的四項最重要廣告文案秘訣及一般原則如下：

 不要使用冒犯言語或褻瀆詞彙。

 不要廣告非法產品。

 不要誤導客戶或建立錯誤的印象。

 在廣告中使用正確的廣告格式與文法，避免出現諸如每個句子出現一個以上的驚嘆號、重複或

不必要的標點符號或是重複的字詞等常見錯誤。

下列是一些您應牢記的廣告文案撰寫其他原則與做法。

智慧財產原則

您應負責確保廣告與關鍵字並未侵害另一方的智慧財產權。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您可以使用受商標法保

護的字詞或片語。

登陸頁面

您的廣告登陸頁面應提供與廣告文案及關鍵字相關的明確內容。根據廣告的重點，廣告應導引至不同的登

陸頁面。如果登陸頁面無法存取、仍在建構中、會產生快顯廣告或包含與廣告文案不相關的內容，廣告都

有可能不會受到核准。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bing-ads-policies


 

其他秘訣及技巧

首先是提升廣告的相關性。提升相關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廣告標題和內容中，使用客戶最熱門的搜尋查

詢關鍵字。在廣告或標題第一行包含一個強而有力的關鍵字，也是打造有效廣告的良方。 

利用吸引人的動作文字鼓勵客戶立即點選廣告。在敘述中提供特定的號召行動，例如鼓勵客戶索取手冊或

要求諮詢、下載免費的電子書、訂閱電子報或是利用限時折扣。您可多測試幾種，找出效果最佳者。 

多強調公司的產品及優點，而非濫用促銷文字或誇張用語。描述一項您產品或服務的獨到之處。客戶為何

要購買您的產品？它能解決某項問題？它有助於節省時間或金錢？撰寫完成後，請以客戶的角度檢視您的

廣告及登陸頁面。請自問：

 頁面內容與廣告有關嗎？我設定展開的文字廣告了嗎？

 客戶能立即了解網頁內容嗎？我的訊息能直接鎖定客戶嗎？ 

 廣告中強調的優惠是否顯示於登陸頁面的明顯位置？品牌是否清晰顯示於頁面上？

將您的廣告提交審核

文案撰寫完畢後，Bing Ads 會提供反饋，協助您做出調整，使您的廣告符合基本編輯要求，例如字數、

缺少網址或網址格式錯誤等。

如果廣告、關鍵字及登陸頁面符合所有 Bing Ads 原則，您的廣告便會在提交後不久上線。若否，整個過

程便會花費更多時間。Bing Ads 不會通知客戶其廣告受到核准。您可檢視 [廣告活動] 頁面廣告及關鍵字

索引標籤中的 [播放] 資料欄位，確認廣告及關鍵字的狀態。

未核准內容

如果廣告沒有通過核准，您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您也可以選取 Bing Ads 的 [廣告] 或 [關鍵字] 索引標籤

上，未核准播放狀態旁邊的箭頭，取得未核准原因的相關資訊並採取行動。

摘要

請記住這些有效廣告撰寫的關鍵要點，讓您的產品及服務更有吸引力：

 時時將客戶惦記在心。

 保持廣告簡明扼要，相關且專特。

 檢閱並遵守 Bing Ads 原則，協助您的廣告能夠儘快上線。



 

 選擇關鍵字，以及如何執行關鍵字建議

關鍵字是單一字詞或片語，用於鎖定比對使用者在搜尋引擎 (如 Bing) 上的搜尋查詢。當客戶的搜尋查詢符

合您的關鍵字時，就會觸發顯示廣告。對建立和維護成功的每次點選付費 (PPC) 廣告活動而言，選擇關鍵

字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但是該從何處著手呢？如何從這麼多可用於描述公司業務的關鍵字中做出選擇？又

應該出價多少來購買那些關鍵字，才能與其他廣告主競爭？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

 腦力激盪的重要性、如何執行關鍵字建議、如何依照最佳做法選擇關鍵字。

 如何將比對方式及排除字彙的概念整合至您的 PPC 廣告中。

 如何使用 Bing Ads 關鍵字規劃工具來建議及發現關鍵字。

建立高品質關鍵字清單

建立高品質關鍵字清單時，您可以運用的最重要工具就是腦力激盪法。有誰比您更清楚您的營業內容？從

您知道的開始：

 您的品牌。

 您的產品。

 您的服務。

 檢閱競爭對手的網站。

從這裡，將腦力激盪活動轉換成如下的問題：

 消費者為什麼需要您的產品和服務？

 消費者為什麼要選擇您，而不選擇您的競爭對手？

 消費者在尋找您的產品和服務時，可能會詢問哪些類型的問題？

這項腦力激盪練習的最終結果應該是種子關鍵字清單，這些種子關鍵字將協助您運用實際的工具，將關鍵

字建議提升至更高境界。

Bing Ads 關鍵字規劃

您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來建議及最佳化關鍵字清單，其中一個工具就直接位於 Bing Ads 內。在上層功

能表中，點選 [工具]，然後點選 [關鍵字規劃]。點選 [使用片語、網站或類別搜尋新關鍵字]。

透過腦力激盪活動產生的種子關鍵字清單將成為使用關鍵字規劃工具進行建議的起點。若要開始，請在出

現的方塊中輸入一或多個以下內容：



 

 使用最多 200 個字詞或片語來說明您的廣告內容

 您的網站或網站上某個頁面的網址 (請參閱下方的附註)
 與您的產品或服務相關的類別

深入了解如何使用關鍵字規劃工具。

Bing Ads Intelligence

另一個功能強大的關鍵字處理工具是 Bing Ads Intelligence，這是 Excel 的擴充功能。此工具能與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6、2013、2010 與 2007 搭配完美地運作，並為建議和擴充關鍵字清單提供了許

多功能及範本。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902/1


 

深入了解 Bing Ads Intelligence。

排除字彙與比對方式

建立關鍵字清單時，您會發現有些關鍵字變化形是完全相符的，而有些只是接近，並非完全相符。您是如

何處理那些只是「接近」完全相符的關鍵字呢？比對方式。您可以控制 Bing Ads 將您的關鍵字與使用者搜

尋查詢加以比對的方式。

 完全比對：使用者必須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您的關鍵字，而且必須一字不差。

 片語比對：使用者必須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您的關鍵字，但前後可以加上額外的字詞。

 廣泛比對：使用者的搜尋查詢必須接近 您的關鍵字，並且可包含同義字、俚語或相似字。

如果您發現有關鍵字與公司業務毫不相關，您可以選擇將這些字詞排除。排除字彙可讓您定義例外，來防

止觸發廣告顯示。舉例來說，如果您刊登廣告銷售鞋子，並將「網球鞋」指定為關鍵字，就可以新增「球

場」做為排除字彙，以避免此廣告在使用者搜尋「網球場」時顯示。

深入了解比對方式與排除字彙。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training/bing-ads-intelligence-tool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training/keyword-match-options


 

未核准的關鍵字

有時，您上傳了一個新關鍵字，卻發現遭到駁回或未獲核准。如果關鍵字不符合 Bing Ads 編輯政策，就會

處於 [未核准] 狀態。如果關鍵字有任何問題，系統就會透過關鍵字清單的 [廣告播放] 欄位以及電子郵件通

知您，而您可以選擇修正問題或要求例外。

Bing Ads 原則。

摘要

您包含在關鍵字清單的字詞和片語，有助於確認客戶是否會看見您的廣告。請務必注意關鍵字的相關性，

讓您的策略能發揮最大的效果。選擇關鍵字時，請記住下列幾點：

 進行關鍵字腦力激盪與建議的最佳起點是清楚了解您的業務。

 使用 Bing Ads 關鍵字規劃和 Bing Ads Intelligence 工具，來建議及擴充您的關鍵字清單。

 利用比對方式，控制如何比對您的關鍵字與使用者搜尋查詢。

 Bing Ads 原則 

Bing Ads 原則有助廣告主了解如何做才可刊登最佳廣告，以及廣告准許或不准許刊登哪些內容。

廣告和關鍵字編輯審查是一種品質檢查，可協助確保廣告寫得很好並且與潛在客戶相關。在提交廣告群組

之後，其內容會經過審查，確保符合 Bing Ads 規範。如果您的廣告和關鍵字沒有標上任何旗幟，代表它們

通過審查並且狀態為有效。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遵守樣式和內容原則。

 避免使用未核准的廣告和關鍵字。

 修正受限或未核准狀態。

 尋找有關特定 Bing Ads 原則的資源。

廣告樣式原則

樣式是指廣告的外觀，能夠利用大小寫、文法及標點符號加以調整。遵循 Bing Ads 對樣式的規則，您的廣

告就能清晰有效。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23/1


 

樣式原則重點：

 專有名稱、品牌字詞及合法的縮略字可以使用大寫字。請不要隨意使用大寫字，即使是想要嘗試強

調廣告文案的某些部分亦然。 
o 已核准：從英國購買巧達起司。

o 未核准：尋找軟體特賣。

 電話號碼：廣告文案或通話額外資訊中的電話號碼使用必須遵循 Bing Ads 原則。您只能使用通話

額外資訊或位置額外資訊來將電話號碼新增至您在以下市場的廣告文案：美國、加拿大、英國、

香港、台灣。

 可接受的符號或特殊字元包括：貨幣、商標、著作權、型號、縮略字、ISBN 及包含特殊字元的商標。

不允許使用非標準的語言字元集、上標/下標或強調字型 (如粗體與斜體)。 
o 已核准：A*DATUM 的遊戲和軟體只要 NT$ 99 元。

o 未核准：尋找軟體特賣 *有限制。

 在廣告結尾使用正確的標點符號。不允許使用多個驚嘆號或問號。標題不允許使用驚嘆號。 
o 已核准：軟體特賣！所有軟體通通半價。

o 未核准：軟體特賣！！！！所有軟體通通半價！！！

 計算字元限制時，會將動態文字包含在廣告字元數中進行計算。如果您的廣告標題、廣告文案或實

際連結網址超過特定字元限制，您就會收到錯誤訊息。限制如下：

 

這則廣告包含四個部分： 

廣告部分及字元限制 範例 (如上所示)

廣告標題 (60 個字元：兩個 30 個字元的標題，以連字號

分隔)
萬用鮮花，宅配到家！

廣告文案 (80 個字元) 永續栽種的鮮花特價中，4 小時內即可出貨。

顯示網址 (網域和子網域會自動從最終網址產生，並加上

兩個可自訂的網址路徑，每個路徑 15 個字元。) 

www.contoso.com/Seattle/Flowers

最終網址 (2,048 個字元) www.contoso.com/Floral/SeaWa/default.aspx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solutions/ad-extensions/call-extensions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使用正確的拼字和文法來建立最有效的廣告。允許使用常見的縮寫或替代符號 (如 & 符號)。不應使

用形式過於花俏的拼字與行話。 
o 已核准：所有 4X4、4WD 及吉普車款大特賣。

o 未核准：叫朋友來這買車。

o 已核准：藤椅和藤桌打 5 折。

o 未核准：省！省！省！

 讓您的定價與折扣敘述中的用字遣詞保持精確。如果登陸頁面有顯示報價，則報價可能會出現在廣

告中。定價必須精確反映使用者將在網站上找到的實際優惠。 
o 已核准：每月 NT$ 9.95 的超低價，即可取得有線電視。

o 未核准：所有商品打 8 折。(*如果登陸頁面只有部分商品打 8 折。)

 行動廣告的廣告標題和廣告文案中的字數，兩者合併計算的總字數最少要有三個字。您無法刊登字

數為兩個字及以下的廣告。

廣告內容原則

有兩條與內容有關之明確 Bing Ads 規則，可以協助避免累贅、低品質廣告或令人困惑的使用者體驗。

重複的廣告：

內容太相似，有遭到駁回的風險。為符合原則，請避免提交連結至網站的多個廣告與網站的內容或設計過

於相似。

如果每個廣告的目標網站符合下列條件，可能會顯示多個廣告：

 屬於獨立、不同的品牌

 具有獨特的外觀與質感

 提供不同的產品或服務

外文：

一般而言，您不得在相同廣告文案中使用兩種不同語言，但常用詞彙或品牌則不在此限。此外，登陸頁面

應該使用市場的當地語言。(請根據該語言在特定市場的使用普遍度決定應該使用何種語言)。

在能夠自然融入當地語言用法的情況下，可允許使用外文字詞。例如，在使用英文的地區，可使用下列外

文字詞：résumé、faux、burrito、café、fiancé、cliché、curriculum vitae、Zeitgeist。



 

核准的範例：

墨西哥之旅
www.contoso.com
家庭套裝行程。

夏季超惠特價！

未核准的範例：

墨西哥之旅
www.contoso.com
家庭套裝行程。

¡Precios para el verano!

網址和登陸頁面原則

網址應正確描述您的廣告登陸頁面。同時，登陸頁面應如一般預期載入和運作 – 不允許有混淆或欺騙的

內容。

請記得，可靠的登陸頁面是達成高品質點選數和曝光數的重要元素 – 尤其是在尖峰時刻。關於網站行為和

導覽的核准，登陸頁面上的 [返回] 按鈕必須始終能發揮功能。

原則
顯示網址必須為有效

格式。

顯示網址不得用來誤導使

用者。

顯示網址不得用來做為另一行廣告

文字。

核准的

範例

www.contoso.com
contoso.com
http://floor.contoso.com

顯示網址：
www.contoso.gov
登陸頁面網址：
www.contoso.gov

顯示網址：
www.contoso.com/woodplans
登陸頁面網址：
www.contoso.com/woodplans

未核准的

範例

http:// Buy floor here
www.contoso
floor@contoso.com

顯示網址：
www.contoso.gov
登陸頁面網址：
www.xyz.info

顯示網址：call us now 
登陸頁面網址：
www.contoso.com/woodplans



 

 登陸頁面不得： 
o 使用「不實」的關閉行為。例如，當使用者點選頁面上的 [關閉] 按鈕時，該頁面就應該關閉，

不得有其他行為發生：

o 以任何方式製作出看似損毀或無法運作之仿冒式網頁。

o 使用「仿冒式」對話方塊或瀏覽器視窗誤導使用者。

尤其重要的是，網址必須每次都能將使用者送至相同的靜態登陸頁面。

未核准的廣告

一旦廣告即時播送，就不會停止編輯檢查。Bing Ads 團隊會執行持續審查，以協助確保高品質市場。因此，

先前已刊登的廣告和關鍵字可能未核准。

未核准的常見原因

Bing Ads 的「不允許的內容」原則保留隨時拒刊或移除任何廣告的權力，尤其在某些內容的性質被視為敏

感、不合法、危險、有害及/或可能不道德的情況下。另請檢閱「不允許和受限制的產品原則」，深入了解

不同地區的特定法律規定。

下方是避免出現常見編輯未核准項目的 Bing Ads 一般標準：

 智慧財產與廣告

仿冒 Microsoft 會嚴格指控商標侵權行為。若侵犯商標及/或著作權，Bing Ads 將直接移除廣告。

廣告冒品的處理方式亦然。如果您是商標的擁有者，想要提交申述，請填寫智慧財產疑慮表單。

 醫藥與健康照護

Bing Ads 禁止/限制推銷處方箋藥品。除非廣告主已取得廣告所欲刊登市場的相關認證，否則不

得對處方箋藥品的相關關鍵字出價，包括動物的處方藥品。

 成人內容

如果廣告、關鍵字或實際連結網站包含成人內容，例如色情內容 (色情、尋找性伴侶的網站、主

打情趣用品的網站等)，則您必須參加 Bing Ads 成人廣告方案 (請透過成人廣告方案參加申請表 
(英文) 提出申請)。

 博奕和競賽

不允許網站接受賭注或要求付費或其他酬金來取得中獎機會。同樣地，也不允許網站提供涉及

線上博奕推廣的資訊和連結。原則因地區而異。 
 線上詐騙

不允許刊登有關龐茲騙局、金字塔騙局、連鎖信、某種招攬金錢行為，以及任何其他涉嫌違法

的商機等廣告。

 金融商品

宣傳金融商品與服務的廣告主必須確保遵守所有相關的當地法律與法規需求。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policies/disallowed-content-policies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policies/disallowed-and-restricted-products-and-services-policies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policies/intellectual-property-concern-forms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policies/adult-advertising-program-participation-form


 

如何修正「未核准」或「僅核准部分地區」的狀態？

僅核准部分地區 是一種與位置目標鎖定相關的廣告播放狀態。這是指廣告或關鍵字已通過核准，符合在其

目標位置之一刊登的資格，及/或廣告或關鍵字擱置中或未核准在至少一個其他目標位置刊登。

如果您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指出您有未核准 或僅核准部分地區 的廣告或關鍵字，請採取以下步驟：

點選 [廣告] 索引標籤或 [關鍵字] 索引標籤。廣告或關鍵字的廣告播放狀態可以在 [廣告播放] 資料欄位中

找到 (您可以點選 [廣告播放] 資料欄位標題，排序 [廣告播放] 資料欄位，如此可以更輕鬆地找到未核准或

僅核准部分地區的詞彙)。

點選 [廣告播放] 資料欄位中狀態旁的省略號圖示 ，可以查看廣告或關鍵字之未核准的詞彙及未核准原因。

如果狀態是僅核准部分地區，您也會看到未核准刊登廣告或關鍵字的特定市場。此廣告或關鍵字在所列市

場中無法刊登，但在所有其他目標位置是可以刊登的。

如果廣告或關鍵字在 Bing Ads 中列為僅核准部分地區 (請參閱這篇文章了解如何找到廣告和關鍵字的狀態)，
請點選僅核准部分地區 文字旁的三個點。

如果在至少一個目標位置中未核准，您會看到：

 未核准的原因。

 發生未核准的位置。

 觸發未核准的提交部分。

如何對未核准提出異議？

如果您覺得廣告或關鍵字應該要通過核准，可以要求例外。

若廣告或關鍵字未依 您建立時的期望通過核准，請點選 [要求例外] 按鈕。

在 [告訴我們您要求例外的原因] 方塊中，輸入您認為該廣告或關鍵字符合原則，而應該通過核准的原因，

或是有疑慮的原則不適用的原因。點選 [儲存]。

在編輯審查之後，您也可以針對未核准要求例外。移至 [廣告活動] 頁面，然後點選 [廣告] 索引標籤或 
[關鍵字] 索引標籤。

找出受影響的廣告或關鍵字。未核准廣告或關鍵字會列在 [廣告播放] 資料欄位中標示為 [未核准 ] 或 [僅核
准部分地區 ]。

選取受影響廣告或關鍵字左側的核取方塊。選取 [編輯] > [要求例外]，然後選取 [選取的廣告] 或 [此廣告

群組中的所有廣告/關鍵字]。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302/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24/1


 

在 [告訴我們您要求例外的原因] 方塊中，輸入您認為該廣告或關鍵字符合 Bing Ads 原則，而應該通過核

准的原因，或是有疑慮的原則不適用的原因。點選 [要求例外]。

附註：如果您的例外要求遭拒，此次決定即為最終決定。

未通過 Bing Ads Editor 核准

使用 Bing Ads Editor 離線大量編輯廣告活動時，您可以快速地：

 搜尋無法通過編輯審查的關鍵字。

 了解這些關鍵字的狀態是否可以申訴。

 在單一申訴要求中大量申訴多個關鍵字。

在 Bing Ads Editor 中，[檢視] 下拉式功能表會以 [有效]、[已暫停]、[擱置中] 與 [已刪除] 等群組類型排序

與顯示資料，讓您進行廣告活動、廣告群組、文字廣告與關鍵字等內容的作業。其中的 [編輯未核准項目] 
群組包含以下子群組：[成人]、[毒品] 和 [武器]。選擇這些子群組，了解無法通過編輯審查的關鍵字。

若關鍵字未核准且狀態為「有效 – 可申訴」，您可以從 [管理員] 窗格中的 [編輯所選取的] 功能表直接提交

單一、多個或所有關鍵字的申訴。只需選取您要申訴的關鍵字，並在 [要求編輯未核准項目例外的原因] 文
字欄位中輸入您的答覆。等下次發佈變更時，您的申訴就會交由 Bing Ads 審核。

同樣地，在 Bing Ads 介面的 [關鍵字] 面板內，您也可以點選 [廣告播放] 資料欄位內 [未核准] 通知旁的省

略號圖示，提交例外要求。只要告訴我們您要求例外的原因，然後提交要求例外即可。

摘要

Bing Ads 原則是一套適用於廣告、關鍵字及登陸頁面的廣告格式、內容及功能相關規則。這些規則的目的

是確保 Bing Ads 於 Bing 關鍵字廣告播送的搜尋廣告品質與一致性。

撰寫廣告時，請切記：

 廣告必須符合編輯政策中，大小寫、標點符號、拼字、字元限制及促銷活動方面的相關規定才能即

時播送。

 廣告、關鍵字及登陸頁面連結必須遵守 Bing Ads 內容原則，否則就會處於未核准狀態。

 Bing Ads 規範可能會因國家/地區而異。

 Bing Ads 會提供功能與相關文件讓您了解我們最新的編輯審核標準，協助您建立符合標準且成功的

廣告。



 

 廣告額外資訊

Bing Ads 提供了一套簡單好用的廣告額外資訊功能，可讓企業打造出有效的廣告，吸引使用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與行動裝置的客戶。目前有九種 PPC 廣告額外資訊類型。您也可善用增強的網站連結功能優勢，

在廣告中加入兩行說明文字，並加大標題讓廣告更為醒目。您現在可以在帳戶層級建立額外資訊。

閱讀這項「廣告額外資訊」的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建立將客戶導向您網站上特定頁面的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利用 [增強的網站連結]，更新現有的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使用 [位置額外資訊] 顯示當地的商家資訊。

 用您的商家電話號碼或提供分析功能更完備的轉接號碼建立 [通話額外資訊]。
 利用 [摘要額外資訊] 展現商家的獨特之處。

 使用 [評論額外資訊]，以第三方的正面評論取得客戶信任。

 建立 [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 凸顯額外的產品和服務。

 使用 [應用程式額外資訊] 宣傳您的應用程式。

 使用影像額外資訊，為您的廣告增加視覺元素。

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網站連結額外資訊為廣告中的連結，可使客戶直接進入您網站中的特定網頁。這些連結能讓客戶快速且方

便地存取他們想搜尋的資訊，藉此同時增加點選率 (CTR) 與成交數。

增加點選率不僅是關鍵字到廣告相關性的功能，也是一項指標，代表您能否清楚讓潛在客戶了解他們想要

的東西就在您手上。舉例來說，假設您是一位出價購買品牌詞彙的零售商，那麼納入有關商店位置頁面的

廣告額外資訊是明智的做法。為什麼？搜尋者行為資料可顯示人們在搜尋方塊中輸入商店名稱時，他們經

常會查看基本資訊，像是商店位置和營業時間。

網站連結額外資訊提供了新增連結至廣告的方式，對使用行動裝置的消費者而言是很實用的功能，即便出

門在外也能讓他們快速取得您的商家資訊進而立即採取行動。您可以為每個廣告活動輸入二十個以內的網

站連結額外資訊，這些額外資訊會套用至所有廣告群組及廣告活動中的廣告。 

Bing Ads 僅會在主版面上針對高優質廣告和廣告活動顯示網站連結額外資訊。因此請確保在廣告成效最高

的廣告活動中加入網站連結額外資訊。對新廣告活動而言，累積記錄和品質評分都需要時間累積，所以可

能要在一段時間後才會開始顯示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網站連結額外資訊預設為廣告活動層級，不過您也可將網站連結設定為廣告群組層級。在廣告群組層級精

準定義網站連結，會覆寫與廣告活動有關的網站連結。

若要選擇您想變更的層級，請選擇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下的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要建立新的網

站連結額外資訊，請在 [所有廣告活動] 頁面選擇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廣告額外資訊]。

選取您要與新網站連結額外資訊相關聯的廣告活動，然後新增不超過 35 個字元的說明。(您必須新增兩行

文字，才能啟用增強的網站連結。) 點選 [儲存]。

若要更新現有的網站連結額外資訊，請點選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您將會看到可用的 Bing Ads 廣告

額外資訊清單。透過勾選左側的方塊，選取要 [新增額外內容] 的廣告活動。在 [編輯] 下拉式功能表中，

選取 [編輯額外資訊]。

如果您要刪除現有的網站連結額外資訊，請至 [廣告活動] 頁面選取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找出要刪除

的網站連結額外資訊，然後選取該額外資訊左方的核取方塊。點選 [刪除]，然後點選 [儲存]。

您可利用自訂網址參數追蹤網站連結額外資訊點選數。 

增強的網站連結

增強的網站連結會增加廣告規模，藉此提升廣告吸引力。現在可在網站連結額外資訊下方新增最多兩行描

述性文字。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74/2


 

每一行增強的網站連結，有 35 個字元數上限 (兩行合計最多 70 個字元)，但在較小螢幕可以裁斷文字的情

況下，字元數最好不要超過 25 個。

增強的網站連結只會顯示在主版面的第一個廣告排名 (即搜尋結果頁面上所找到的第一個廣告)，這表示您

的出價必須具競爭力，才能利用這項功能。最佳做法包括使用強大的流量關鍵字 (如品牌詞彙)，以及具體

的價格詳細資料和號召行動。 

一個廣告可顯示 2、4、6 個附描述之增強的網站連結，或一行顯示 2 至 6 個無描述之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顯示數量由 Bing 判斷。 

附註：網站連結/增強的網站連結可在 UI 及 Bing Ads Editor 中建立並編輯。

位置額外資訊

有了位置額外資訊，您可選擇顯示與客戶所在位置最近的公司地址，同時包含一組當地電話號碼。更棒的

是，如果客戶正在智慧型手機上檢視您的廣告，他們可以直接點選撥號圖示致電給您。 

設定位置額外資訊可讓您針對不同的廣告活動設定不同的位置。現在，同一客戶帳戶內的多個品牌都可以

使用位置額外資訊。將商家位置用作中間點來進行半徑範圍目標設定時，將會被移轉至自訂位置，如此，

現有的廣告活動將可以執行而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您可以在一個廣告中顯示最多 2 個最靠近您的位置，藉此節省空間。(所顯示的位置約為半徑 80 公里內。

如果您輸入的營業地點距離客戶超過 80 公里，則您的廣告上不會出現任何位置。)

使用者可點選 [路徑規劃] 來前往商家。假設使用者已選擇「使用我的位置」，目的地會立即填入地圖路線

指引，且自動為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填入起點。此時會計算路線，讓客戶可以在幾秒內出發。

附註：對 [路徑規劃] 的所有點選都可計費，成本與標題點選相同。 



 

智慧型手機上的位置額外資訊

除了顯示您的位置之外，[位置額外資訊] 還為 iPhone 使用者提供從廣告叫車到營業處的簡便服務。位置額

外資訊的 [叫車] 功能與註解類似，自動隨附而不需要任何額外設定。客戶可以在您的廣告中點選乘車圖示

來啟動 Uber 應用程式，如果客戶已登入 Uber 帳戶，則您的地址將會預先填入目的地。(若要選擇不使用

「叫車」服務，客戶必須連絡業務人員或支援人員。)

位置額外資訊位於廣告額外資訊管理畫面中。點選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建立額外資訊]，然後選擇

廣告活動並選取國家/地區。在此索引標籤上，現有的 PPC 廣告額外資訊會新增至特定廣告活動。

所建立的位置會套用至特定客戶 ID 中的所有廣告活動。另外，請確保您在廣告活動層級啟用位置額外資訊，

且這些資訊已套用至此廣告活動中的所有廣告群組和廣告。

跟點選即可使用的 [路徑規劃] 選項一樣，在 [叫車] 圖示上的所有點選數都會計費，成本與標題點選相同。 

附註：位置額外資訊可在 UI 及 Bing Ads Editor 中建立並編輯。

通話額外資訊

雖然 [位置額外資訊] 會提供附近位置的住址與當地電話號碼，當您使用 [通話擴展] 時，仍可提供一組與特

定位置無關，但適用於所有顯示廣告位置的電話號碼。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398371


 

通話額外資訊的額外好處是，您可將您的廣告指定為僅撥打廣告。當您選取僅撥打廣告時，便不能以智慧

型手機點選廣告上的網站連結。反之，您的電話號碼會成為使用者唯一可點選的連結。點選電話號碼連結

會致電該號碼，同時您需要依據出價金額付費 (使用者必須點選網站連結才算數)。

通話額外資訊有兩個方案：您可使用自己的電話號碼，也可使用 Bing Ads 轉接電話號碼。若您使用轉接號

碼，您的廣告便會顯示我們指定的電話號碼。當客戶撥打該號碼時，便會直接轉接至您的業務電話號碼。 

通話額外資訊可與位置額外資訊相結合。同時使用這兩項功能時，便會顯示電話號碼，以及用以檢視廣告

之裝置的點選撥打電話是否可用。 

建立通話擴展時，您可選擇號碼顯示的地方與顯示方式。通話額外資訊與報表有兩種類型：

所有裝置 (個人電腦、平板及智慧型手機)

一組顯示在廣告上的轉接號碼；您可決定是否為本地號碼或免付費電話號碼，Bing 通話追蹤會隨選項啟用。

您擁有特定的追蹤及分析功能，以便監控一系列通話與廣告活動細節，例如通話類型、持續時間、地區碼

等。豐富的客戶見解有助您最佳化廣告活動 (只適用於美國及英國)。

僅限智慧型手機

搜尋者可以任何裝置直接從 Bing 搜尋結果撥打至您的公司。當客戶用智慧型手機撥號時，只要點選您的號

碼，即可點選撥打電話。若用個人電腦及平板，則可透過免費的 Skype 撥號與您聯繫；這是一項 Bing Ads 
通話額外資訊的獨享功能。

搜尋者從 Bing 搜尋結果點選撥打電話時，您需為每通電話支付一筆標準的每次點選成本，與點選文案廣告

相同。

附註：在美國和英國地區的所有裝置都能使用通話額外資訊功能。在其他 Bing Ads 市場，通話額外資訊僅

供用於智慧型手機。



 

請記得：

 [所有裝置] (智慧型手機、個人電腦和平板電腦) 選項上的通話額外資訊，需要 Bing Ads 來電轉接號

碼，並提供詳細通話分析功能的存取權。

 [僅限智慧型手機] 選項上的通話額外資訊允許使用商家電話號碼。廣告成效分析包括曝光數和點選

資料。通話專屬分析目前無法使用。

深入閱讀如何為您的廣告新增通話額外資訊、如何同時使用通話與位置額外資訊，以及如何為廣告新增

可點選的電話號碼。

附註：通話額外資訊可在 UI 及 Bing Ads Editor 中建立並編輯。

摘要額外資訊

摘要額外資訊提供額外程式碼片段文字，能強調您網站上的產品或服務。這項額外資訊不可點選，並可在

廣告的描述外獨立出現。為您的網站提供額外資訊，有助廣告更貼近潛在客戶。

每項廣告活動與廣告群組都能新增 20 組相關的摘要額外資訊，且至少需有 2 個註標與該廣告活動或廣告

群組有關，註標才能生效。請記住，註標並不會永遠顯示在您的廣告上，就算顯示，也可能以多種型式呈

現。您的廣告可免費新增摘要額外資訊。

摘要額外資訊的文字無法點選，色彩也與其他額外資訊的不同。每則廣告可以展現四個項目，每項註標應

低於 25 個字元。摘要額外資訊會出現在主版面廣告中。若要建立摘要額外資訊，首先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點選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如果尚未選取，請點選 [摘要額外資訊]，選擇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點選 [建立廣告額外資訊]。 

選取欲新增註標額外資訊的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點選 [新增註標]。輸入註標內文，點選 [儲存]。 

您可以使用 Bing Ads Editor 管理摘要額外資訊。從共用的廣告庫建立共用摘要額外資訊，然後將其與多個

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相關聯。 

附註：摘要額外資訊可在 UI 及 Bing Ads Editor 中建立並編輯。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813/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80/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index/3/en-us/51061


 

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 

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能讓潛在客戶看到您產品及服務特定面相的更多內容。一個結構化的摘要是由

一個標題及 3 到 10 個數值清單所組成，清單數值與標題相符。例如，您使用「品牌：」作為標題數值分

別為「Windows、Xbox、Skype」，客戶就知道您的店內有什麼品牌。 

這項額外資訊不可點選，與其他額外資訊類似的是，它會顯示在您的廣告描述下方。結構化摘要額外資訊

不會影響其他您正在使用的額外資訊。

一個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可包括 20 個相關的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您可在廣告中免費新增結構化摘

要額外資訊，但已經存在廣告中的資訊可能不會重複出現。

若要建立結構化摘要額外資訊，首先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點選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如果

尚未選取，請點選 [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選擇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 

點選 [建立廣告額外資訊]。選取欲新增額外資訊的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點選 [新增結構化摘要]。從

您的指定語言預設清單中選取 [標題]。至少輸入 3 個與所選標題相關之產品或服務的摘要數值。點選 [儲存]。

下方圖表指出摘要額外資訊與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的相異之處：

附註：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只能在 UI 中建立並編輯。



 

評論額外資訊

評論額外資訊會凸顯搜尋廣告中正面的第三方評論。在描述性廣告文案的下方，會出現知名第三方來源所

提供的免費可點選連結。這可以建立客戶信心，並讓世界知道其他人對您的看法。每個廣告活動及廣告群

組可包括 20 個相關的評論額外資訊。

建立評論額外資訊。首先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點選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如果尚未選取，

請點選 [評論額外資訊]，選擇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點選 [建立廣告額外資訊]。

選取欲新增額外資訊的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點選 [新增評論]。輸入評論額外資訊內文，點選 [儲存]。 

每則廣告僅限一項評論額外資訊，且評論文字加上評論來源的總字元數不得超過 67 個 (評論網址限制為 
255 個字元，並包括 http:// 或 https://)。

*適用於中國、香港及台灣以外的所有市場。評論額外資訊可在 UI 及 Bing Ads Editor 中建立並編輯。

應用程式額外資訊

應用程式額外資訊是廣告的附加元素，讓您可以透過您的廣告，推銷跨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

的 iOS、Android 及 Window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額外資訊一次可幫助您達成兩個目標，也就是增加流量

和應用程式安裝數，以及跨裝置 (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 工作。

您可以在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中以彈性方式管理應用程式額外資訊，以滿足您的需求。此外，應用程式市

集中的資訊會自動顯示在您的儀表板中，例如圖示、評分等等。應用程式額外資訊可以判斷您的客戶正在

使用哪一個裝置和作業系統，然後將正確的應用程式市集傳送給他們。

使用應用程式額外資訊的好處如下：

 將應用程式額外資訊新增至廣告是免費的，有人點選您的應用程式額外資訊連結時，才需要付費。

 在廣告中利用明確的號召行動連結促進應用程式安裝數，除了可以提高應用程式下載次數及應用程

式的使用量，還可以增加網站造訪次數。

 點選數和應用程式安裝數能以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層級上的成交數來進行追蹤。*

 設定多種版本的應用程式額外資訊，以便在廣告中輪播。

 當您變更應用程式中繼資料時，應用程式額外資訊也會自動隨之更新。



 

使用應用程式額外資訊時，系統會自動偵測客戶的裝置和作業系統，然後將使用者直接帶到正確的應用程

式市集，而網站連結額外資訊則不會。如果您目前使用網站連結額外資訊來宣傳您的應用程式，接下來請

切換至應用程式額外資訊。網站連結是將客戶帶到網站特定頁面的絕佳方式，但不能將客戶直接帶到應用

程式市集。因此，網站連結可能會將客戶導向至錯誤的應用程式市集。

應用程式安裝追蹤目標

應用程式安裝追蹤目標是無標籤目標，這表示您不需在您的網站新增代碼，就能追蹤並衡量使用者活動。

當您建立行動應用程式安裝目標後，這項功能便會自動建立。 

只要持續追蹤您的應用程式安裝數，就能得知客戶點選廣告的後續發展。

附註：應用程式額外資訊可在 UI 及 Bing Ads Editor 中建立並編輯。

深入了解如何建立應用程式額外資訊，以及為應用程式安裝數建立目標。

影像額外資訊 

為您的廣告提供視覺元素，有助使廣告更加醒目，讓客戶更明白點選您的廣告會帶來的好處。您可免費將

影像額外資訊新增至廣告，有人點選您的影像額外資訊連結時，才需要付費。 

若要建立影像額外資訊，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如果尚未選

取，請點選 [影像額外資訊]。點選 [建立廣告額外資訊]，並選取要新增影像額外資訊的廣告活動。 

點選 [建立影像額外資訊]。輸入影像額外資訊的名稱/顯示文字、描述 (選填) 及實際連結網址 (選填)。 

若要 [選擇影像]，請 [選擇一個現存影像或品牌標誌] 或 [上傳新影像]。點選您希望顯示在 Bing 及 MSN 的
影像，在 [選取的影像] 中檢視。您也可以點選 [預覽廣告中的影像]，了解影像顯示的樣貌。點選 [儲存]。

http://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54/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3074/1-500


 

深入了解如何用影像額外資訊在您的廣告中新增視覺元素，內有影像規格等重要資訊，以及影像額外資訊

與產品廣告的相異說明。

附註：影像額外資訊只能在 UI 中建立並編輯。

請參閱 Bing Ads 廣告額外資訊原則及其他額外需求。

摘要

Bing Ads 廣告額外資訊提供可讓潛在客戶輕鬆快速找到您公司資訊的廣告強化功能。

重點整理：

 在廣告中加入網站連結額外資訊有助於吸引更多客戶造訪您的網站。

 使用增強的網站連結可以增加網站的流量，同時使主版面廣告規模擴大一倍。

 使用通話額外資訊和位置額外資訊有助於客戶 (尤其是智慧手機使用者) 輕鬆連絡商家。

 建立註標、評論和結構化程式碼片段額外資訊可以透過凸顯產品和服務，大幅提升廣告成效。

 應用程式額外資訊有助於帶動應用程式的下載。

 影像額外資訊能讓您的廣告在競爭者的廣告中脫穎而出。

 展開的文字廣告、升級的網址和插入動態文字

動態文字是特定的文字或片語，會自動插入展開的文字廣告標題、廣告文案、路徑或最終網址。使用動態

文字有助於建立關聯性更高的廣告文案，並量身打造符合使用者實際搜尋查詢的廣告。這可協助您取得更

多點選數和成交數，還能改善品質評分和廣告版位。

讀取插入動態關鍵字額外資訊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根據觸發廣告的關鍵字客製您的廣告標題或文案。

 根據觸發廣告的關鍵字變更最終網址或追蹤範本。

 利用文字廣告參數進行自動自訂。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06/1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policies/ad-extensions-policies


 

 套用預設文字和字元限制。

 運用升級的網址，使登陸頁面與追蹤參數分開。

 利用展開的文字廣告。

什麼是插入動態關鍵字？

動態文字可讓您將特定關鍵字插入廣告、將客戶傳送到特定登陸頁面，以及插入自訂的文字。若要開始在

搜尋廣告中利用動態文字或插入動態關鍵字，有幾個需要採取的具體步驟。

若要將特定關鍵字插入廣告，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廣告]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廣告]。

在 [廣告標題]、[廣告文案]、[顯示網址] 和 [實際連結網址] 下，點選 [動態文字]，然後選取 [預留位置 
{KeyWord}]。您可以將 {KeyWord} 新增至廣告的多個位置。

將預設文字新增至 {Keyword} 動態文字參數，例如，{Keyword:default}。點選 [儲存]。



 

動態文字參數

您可以將動態文字參數插入到廣告的任何部分，以便自動根據人們搜尋的文字，自訂插入動態關鍵字廣告

的顯示內容。這表示您的廣告會「即時」更新來符合人們尋找的內容。

假設您的每個關鍵字有不同的登陸頁面，類似如下：

 

若要建立實際連結網址，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廣告]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廣告]。
在 [實際連結網址] 欄位下方，點選 [動態文字]，然後點選 [預留位置 {KeyWord}]。

將預設文字新增至 {Keyword} 動態文字參數，例如 {Keyword:default}。點選 [儲存]。

最後，您也可以為每個關鍵字新增一些自訂文字。例如，假設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折扣時：

您可以只使用一則動態 Bing 廣告顯示所要的文字。方法是使用參數：{param1}、{param2} 或 {param3}。
這些參數的值會指派給特定關鍵字。

將參數與 {keyword} 變數結合使用，就會建立類似如下的廣告文案：

「我們的 {keyword} 咖啡享 {param1} 的折扣優惠！」

若要執行此動作，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廣告]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廣告]。

如果關鍵字是： 登陸頁面是：
Sumatra www.contoso.com/Sumatra
Kona www.contoso.com/Kona

產品 折扣 所需的廣告

Kona 50% 我們的 Kona 咖啡享 50% 的折扣優惠！

Sumatra 25% 我們的 Sumatra 咖啡享 25% 的折扣優惠！



 

在 [廣告標題]、[廣告文案]、[顯示網址] 和 [實際連結網址] 下，點選 [動態文字]，然後選取 [預留位置 
{param1}]、[預留位置 {param2}] 和 [預留位置 {param3}]。您可以將這些參數新增至廣告的多個位置。

將預設文字新增至 {param1}、{param2} 和 {param3} 動態文字參數。例如 {param1:default}。點選 [儲存]。

點選 [關鍵字] 索引標籤。點選 [資料欄]，然後點選 [修改資料欄]，確保已選取要顯示的 [參數 1]、[參數 2] 
及/或 [參數 3]。

找到您要新增動態文字的關鍵字，然後將滑鼠停留在適當 [參數] 資料欄中的空白區域上。此時會顯示一個

小鉛筆圖示。

點選鉛筆圖示，並輸入該參數的文字。視情況需要，對每個關鍵字和每個參數重複上述步驟。點選[儲存]。

預設文字和字元數限制

您應該提供預測字串，讓系統在關鍵字的參數 1 為空值，或包含參數 1 代換值導致展開字串超過元素限制

時可以使用；若未提供，廣告可能無法正常播送。

插入任何動態關鍵字時，例如 {param1} 或 {keyword}，請確定最後的廣告不會超過字元數限制：

 標題的第一部分：30 個字元

 標題的第二部分：30 個字元

o 結合兩個標題時，如有使用動態文字，則不得超過 77 個字元

 廣告文案：80 個字元

o 如有使用動態文字，則為 300 個字元

 路徑：每個 15 個字元

o 如有使用動態文字，則為 50 個字元

若要避免此情況，只需將預設文字新增至動態文字關鍵字即可。若要設定預設關鍵字，請在 {Keyword} 之
後插入冒號，然後加上您希望代替動態關鍵字顯示的預設文字。例如 {Keyword:Placeholder Text}。 

附註：如果在廣告的任何位置使用預設文字，就可以將它用於廣告中的所有參數。

請閱讀預設文字範例。

關鍵字預留位置大小寫設定

您可以使用 {KeyWord} 預留位置，讓您的廣告標題、廣告文案、顯示網址和實際連結網址顯示與客戶輸入

之文字符合或盡量符合的關鍵字。撰寫您的廣告後，將 {KeyWord} 預留位置插入您希望關鍵字出現的位置。

附註：Bing Ads 原則規定，在廣告標題或廣告文案中，不能有一個以上的全大寫單字。例如，您可以用

「Order FRESH fruit today」，但是不能用「Order FRESH fruit TODAY」。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11/1


 

深入閱讀廣告標題如何根據您為 {KeyWord} 預留位置的大小寫選項而變更。

附註：大小寫選項只會套用到下列語言的廣告標題、廣告敘述、顯示網址、廣告標題以及廣告群組上：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葡萄牙文、丹麥文、芬蘭文、挪威文、瑞典文。

為活動倒數計時的廣告

您可輕鬆以自訂倒數計時器新增倒數計時，在您的展開的文字廣告中為一項活動設定日子、小時、分鐘。

這項倒數計時會根據活動逼近自動更新，外觀顯眼，有助促使潛在客戶點選廣告。 

例如，您可用倒數計時引起大眾對即將結束特賣會的注意：

...或推廣一項即將到來的活動：

若要在您的廣告中建立倒數計時器，請輸入一個 { 符號 (又稱左邊括號或左邊花括號)，選擇 [倒數計時]。
倒數計時可出現在標題的任何部分，路徑或廣告文案皆可。您必須選擇倒數計時的開始與結束時間。 

什麼是升級的網址？我該如何升級？

升級的網址可將登陸頁面網址從追蹤或網址參數中分離出來，因此若您想要編輯網址參數，您的廣告就不

必另外經過編輯審查。如果您有專為小型裝置設計的網站，這項功能也讓您定義一個獨立的行動登陸頁面

網址。

有了它，您就可以在追蹤範本中同時新增網址參數及自訂參數，獲取廣告點選數來源的額外見解。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47/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99/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74/2


 

升級的網址有幾個新的重要用語：

名稱 說明

登陸頁面

網址

點選廣告後連結的網頁畫面。您有兩個選擇：最終網址或實際連結網址。這個網頁的網址通

常與廣告的最終網址相同。

最終網址 當使用者從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點選您的廣告時，即會連線到您網站上頁面的網址的升

級版本。

實際連結

網址

當使用者點選您的廣告時，即會連線到您網站上頁面的網址。

行動網頁 
URL

當使用者從行動裝置點選您的廣告時，即會連線到您網站上頁面的網址的升級版本。

追蹤範本 填寫追蹤資訊的欄位。點選廣告後，這項資訊便會新增到您的最終網址中，建立您的登陸頁

面網址。當您在帳戶、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層級中定義這項網址時，這就稱為共用追蹤範

本，因為所有廣告、關鍵字及網站連結額外資訊都會繼承該追蹤參數 

網址參數 由 Bing Ads 定義的網址參數，您可新增到追蹤範本中。若要深入了解如何新增追蹤範本，

請見我該如何建立追蹤範本帳戶？

自訂參數 您自己建立並新增到追蹤範本中的網址參數。若要深入了解如何新增追蹤範本，請見我可以

使用自訂參數嗎？

今天的實際連結網址限制為 1024 個字元。升級您的網址後，就可享有更多網址字元。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72/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74/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74/2


 

以下為網址、自訂參數、追蹤範本的字元限制：

欄位 字元限制

實際連結網址 1024

最終網址 2048

行動網頁 URL 2048

追蹤範本 2048

自訂參數名稱 16，例如：{_coupon} 為長度 6 個字元的「coupon」 

自訂參數數值 200 

您可在三個不同的層級中新增網址 (由高到低)：

 廣告：利用廣告中定義的最終網址或行動網頁 URL。 
 關鍵字：利用關鍵字層級中定義的最終網址或行動網頁 URL，或預設為廣告的最終或行動網頁 URL。 
 網站連結額外資訊：利用網站連結額外資訊中定義的最終網址或行動網頁 URL。

深入了解如何以兩種方式，將您的現存實際連結網址升級為升級的網址：

 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到 Bing Ads 或 Bing Ads Editor
 利用 Bing Ads Editor，將現存的實際連結網址移動到最終網址/追蹤範本 

展開的文字廣告與更新的網址

展開的文字廣告是新的行動最佳化廣告格式，讓您可以製作內容較長的廣告文案，且最佳化廣告文案，以

便促進與潛在客戶的互動，吸引他們點選您的廣告。展開的文字廣告可以完美地投放在行動裝置、平板電

腦和桌上型裝置，讓您可以建立更能吸引消費者對廣告有所行動的號召文字，並提高商家成交數。

展開的文字廣告包含三項基本視覺元素：廣告標題 (可能包含一或二個部分)、顯示網址、廣告文案。 

您不必移轉所有現存網址，包括標準文字廣告網址、關鍵字實際連結網址、以及網站連結額外資訊網址等，

就能享受展開的文字廣告的好處。 

您仍可用實際連結網址管理並優化標準文字廣告，並以最終網址設立新的展開的文字廣告。不過，我們建

議設立帳戶層級的追蹤範本，確保追蹤並回報您的廣告點選數。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51/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附註：現在您可透過 Bing Ads Web UI 與 Bing Ads Editor 將標準文字廣告 (STA) 轉換成展開的文字廣告 
(EXTA)。

摘要

Bing Ads 插入動態關鍵字廣告額外資訊會將一般廣告轉換為自訂廣告。自訂廣告的成功率較高，因為它們

的資訊更為具體，且與您的目標客戶更加相關。在廣告中插入動態關鍵字時，請牢記下列要點：

 動態 Bing Ads 會顯示由客戶搜尋片語所觸發的帳戶關鍵字，因此應慎選關鍵字。

 動態廣告只會顯示在 Bing Ads 帳戶中已包含或以預設文字 (如使用 {KeyWord:roses}) 形式包含的關

鍵字。

 關鍵字可以與唯一的參數搭配使用，因此廣告會顯示不同的促銷、銷售及運送資訊。

 如果動態文字超出字元數限制，預設文字可以確保廣告如期顯示。

 升級的網址會將您的追蹤資訊從登陸頁面網址中分開。

 以最終網址更新展開的文字廣告。

 

 關鍵字比對類型

關鍵字比對類型有助 Bing Ads 判斷搜尋查詢或其他輸入內容與您的關鍵字必要之相符程度。一般來說，比

對方式越精準，點選率和成交率越高，曝光量往往會越低。找出成交數和曝光數之間的適當平衡點，有助

於為您的廣告活動，創造最大的投資報酬率 (ROI)。

閱讀這項「符合關鍵字」的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描述不同的關鍵字比對類型。

 為您的關鍵字選擇一個或多個適當的比對方式。

 針對廣告活動適合的比對方式出價。

這裡將介紹可用的不同關鍵字比對選項：

[廣泛比對] 會在使用者搜尋您的關鍵字中任何 順序的個別單字，或與您關鍵字相關 的單字時，觸發顯示您

的廣告。

當您想要將範圍廣泛的產品賣給一大群客戶時，請使用符合關鍵字的 [廣泛比對]。利用廣泛比對，可以讓

您的關鍵字得到更多的關注焦點，而不使用片語或完全比對。

http://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ca/blog/post/march-2017/bing-ads-makes-it-easy-to-create-expanded-text-ads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blog/post/march-2017/bing-ads-editor-supports-ecpc-and-makes-it-easier-to-adopt-expanded-text-ads


 

廣泛比對修飾詞

如果您以夏威夷旅館為關鍵字出價，您的廣告就有可能同時顯示在不包含夏威夷旅館的查詢結果中。但如

果您希望使用廣泛比對方式時，能對廣告中顯示的查詢擁有更多控制，還可以怎麼做？ 

例如，身為旅館業主，您可能認為包含假期租屋的查詢內容不太能增加點選數或成交數，因而想對包含該

用語的搜尋隱藏廣告。同時，您也不能套用太多比對方式限制，使廣告受限。 

解決方案就是廣泛比對方式的變化形，也就是所謂的廣泛比對修飾詞。廣泛比對修飾詞會告訴 Bing Ads 某
些特定文字不得出現，您的廣告才會顯示出來。 

以下是使用廣泛比對修飾詞時廣告的顯示方式範例：

廣泛比對關鍵字 觸發搜尋字串

winter vacations (冬季假期) winter vacation (冬季假期)
 vacations winter (假期在冬季)
 tropical winter vacations (熱帶的冬季假期)
 winter ski vacation (冬季滑雪假期)
 ski trips (滑雪旅行)
 winter ski villa vacation (冬季滑雪別墅假期)
red flower (紅花) crimson poppies (深紅色罌粟花)
 buy crimson flower (購買深紅色的花)
 red roses (紅玫瑰)

搜尋字串 廣告是否符合資格？

 
廣泛比對關鍵字：

Hawaii Hotels (夏威夷旅館)

廣泛比對修飾詞關鍵字：

Hawaii +Hotels (夏威夷 + 旅館 )

Hawaii Hotels (夏威夷旅館 )

Hawaii Rentals (夏威夷租屋 )

Maui Hotels (茂宜旅館 )

Maui Rentals (茂宜租屋 )

Hotels Hawaii Maui (旅館夏威夷茂宜 )

Hotels Maui Rentals (旅館茂宜租屋 )

Rentals Hawaii Maui (租屋夏威夷茂宜 )



 

Bing Ads 致力確保查詢內容都能與您的關鍵字高度相關。回到範例上，如果您希望將旅館一詞包含在搜尋

查詢中，您可建立一個新的廣泛比對修飾詞，並在 + 號中選取旅館。+ 號代表旅館必須包含在搜尋查詢中，

您的廣告才符合顯示資格。 

當您同時使用排除字彙增強功能時，就能以廣泛比對修飾詞建立比完全比對或片語比對範圍更廣的關鍵字，

同時對廣泛比對流量擁有更多控制。這樣一來，您的網站便能獲得更高品質的點選數、更多流量。

[片語比對] 會在您關鍵字的所有字詞以完全 相同的順序符合使用者搜尋查詢字詞時，才會觸發廣告，即使

搜尋字串中存在其他的字詞亦然。

當您想要將特定產品類型顯示給一組目標客戶看時，請使用符合關鍵字的 [片語比對]。相較於廣泛比對，

片語比對可以增加符合查詢的相關性。

[完全比對] 會在您關鍵字中完全一樣的字詞出現在客戶的搜尋查詢中時，才會觸發廣告。[完全比對] 也能

符合搜尋查詢中關鍵字的次要變化形。這些算是接近變化形。接近變化型搜尋查詢可包括單數、複數、縮

寫、拼字錯誤、標點符號、重音符號、詞幹及重新排列的單字。

當您想將廣告及登陸頁面顯示給一組目標明確的客戶看時，請選擇關鍵字比對類型的 [完全比對]。

最佳做法包括：

 當您選取關鍵字比對類型時，請考慮廣告目標及目標客群。

 將您的關鍵字與出價和預算進行交互參照。

 務必執行搜尋查詢報表，確保涵蓋您要的查詢。

 確定確切的廣告群組具有最新的廣告文案。

片語比對關鍵字 觸發搜尋字串

winter vacations (冬季假期) ski winter vacations (滑雪冬季假期)
 winter vacations discount (寒假優惠)
 Lake Tahoe winter vacations deals (太浩湖寒假優惠)

完全比對關鍵字 觸發搜尋字串

winter vacations (冬季假期) winter vacations (冬季假期)
 winter vacation (冬季假期)
 vacations winter (假期在冬季)



 

當您了解某個詞彙不適用於您的業務時，可用排除字彙設定片語或完全比對。您可針對廣告活動層級或廣

告群組層級指定排除字彙。



 

排除字彙及排除網站

[排除字彙] 可讓您指定要忽略的字詞。例如，如果您的廣告只針對熱帶的冬季假期 (tropical winter vacations)，
而不想要關鍵字「winter vacations (冬季假期)」相符於「ski winter vacations (滑雪冬季假期)」的搜尋。在

此情況下，請將「ski (滑雪)」指定為排除字彙。若要有效找出並管理差別更為細微的排除字彙，可以執行 
[搜尋查詢] 報表。這份報表代表著全體的搜尋查詢，包括像是「from (從)」、「where (何處)」與「how 
(如何)」等字詞。例如，如果您在紐約市有間公司，可能想針對搜尋「travel to New York City (到紐約市旅

遊)」的消費者提高出價，而將「travel from New York City (從紐約市去旅遊)」列入排除字彙。

另外，您也可以在 [廣告活動] 頁面的 [共用的廣告庫] 下方，建立排除字彙清單，並依照需求將其連結到任

何數量的廣告活動。您也能夠編輯這些清單以大量新增或移除關鍵字，或是將它們與廣告活動相連結或取

消連結。每個帳戶最多可以有 20 張清單，而每張清單最多可包含 5,000 個排除字彙。

[排除網站] 可避免廣告顯示在對廣告目標沒有幫助的網站上。如果您想要避免廣告出現在搜尋聯播網上特定網

站的特定位置，或是阻止廣告顯示給特定 IP 位址，可以設定排除。 

接近關鍵字變化形

以 [完全比對] 及 [片語比對] 關鍵字來說，您的廣告也能顯示在符合關鍵字次要變化形的查詢中；如此，

您不必親自新增所有變化形，就能將相關符合結果最大化。接近變化形也包括在廣泛比對修飾詞關鍵字中。

列為接近變化形類型的範例如下：

 複數：關鍵字 luxury + resorts (奢華+渡假村) 會與 luxury resort (奢華渡假村) 的查詢結果相符。 
 詞幹：關鍵字 + swim team (游泳 + 隊) 會與 swimming team (游泳隊) 的查詢結果相符。 
 拼字錯誤：關鍵字 Hawaii + vacation (夏威夷 + 假期) 會與 Hawaii vacaton (夏威夷假期) 的查詢結

果相符。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41/0


 

 縮寫及簡寫：關鍵字 Redmond + Washington (大安區 + 台北市) 會與 Redmond WA (台北市大安區) 
的查詢結果相符。 

 文字合併與分開：關鍵字 + super + market (超級 + 市場) 會與 supermarket (超級市場) 的查詢結果

相符。 
 常見拼字變化形：關鍵字 community theatre (社區劇院) 會與 community theater (社區劇院) 的查詢

結果相符。 
 標點符號：關鍵字 real estate (房地產) 會與 real-estate (房地產) 的查詢結果相符。 
 重音符號：關鍵字 +café (咖啡館) 會與 cafe (咖啡館) 的查詢結果相符。重音符號在美國及加拿大的

英文廣告中不算接近變化形。 
 重新排列：關鍵字 chicken teriyaki (雞肉照燒) 會與 teriyaki chicken (照燒雞) 的查詢結果相符。重新

排列需在不改變查詢意義的情況下才算數。 

選擇正確的比對方式

如果您不確定該用哪一種比對方式，請從廣泛比對開始。這能讓您一起步就有最多機會觸及目標客戶。之

後您可依據搜尋字串成效報表的結果，微調您的關鍵字清單。在此提供一些最佳化關鍵字清單的快速秘訣：

 如果報表中的搜尋字串大多與您的廣告無關，您就可考慮將相關關鍵字切換成更準確的比對方式。

 對希望更常觸發您廣告的搜尋字串，請將該字串以更準確的比對方式新增到關鍵字清單中 (例如片

語比對或完全比對)。
 對不希望觸發您廣告的關鍵字，請將該關鍵字新增到關鍵字清單的排除字彙中。

該使用哪個比對方式？

 如果您出價購買多個包含類似文字但屬於不同比對方式的關鍵字，那麼顯示廣告時，範圍最小的比

對方式應優先使用。例如，如果您同時出價購買完全比對關鍵字 [紅花 ] 和廣泛比對關鍵字花，則針

對紅花 的搜尋會觸發完全比對而非廣泛比對。關鍵字比對類型由廣泛到狹隘順序如下：廣泛比對、

廣泛比對修飾詞、片語比對、完全比對。

廣告的點選數計費以範圍最小的比對出價為準。此外，為了避免報表重複，如關鍵字成效報表等所有報表，

只會報告優先採用的比對方式。在這個範例中，曝光數報表會從完全比對的 [紅花 ] 到非 廣泛比對的花。



 

利用多種關鍵字比對選項

 這樣做可以讓您在 Bing Ads 中更輕鬆追蹤關鍵字的成功情況，助您針對每個比對方式分開自訂出

價。當您掌握到資料，了解廣告內容被成功搜尋的關鍵時，便可以微調出價策略。

 如果您選擇不要對每個比對方式設定個別出價時，可以只對廣泛比對方式出價購買您的關鍵字，系

統會將此視為對廣泛、片語和完全比對方式出價來處理，全部的價格都一樣。或者，您可以只對片

語比對出價，系統會將此視為對片語比對和完全比對出價來處理，但如果搜尋者使用廣泛比對查詢，

搜尋者將看不到您的廣告。

登陸頁面比對方式

一項以比對方式測試的策略，是自訂您的登陸頁面，為潛在客戶提供相關體驗。您可以依關鍵字比對類型

衡量及追蹤廣告成效，以便更有效地最佳化廣告活動。您可以依據關鍵字比對類型暫停或繼續廣告。

繼承出價

如果您沒有為所有比對方式指定出價，系統會從限制較少的比對方式繼承出價。如此一來，雖然對廣泛比

對出價既方便又易於管理，但是分別對每個比對方式出價可以讓您有更多的掌控力，可將廣告成效資料依

比對方式進行細分。

 沒有出價時，會由沒有出價的比對方式繼承下一個限制較少的出價。這表示完全比對會繼承片語比

對出價，而片語比對會繼承廣泛比對出價。

 如果完全比對或片語比對出價都沒有指定，那麼這兩種比對方式會繼承廣泛比對出價。

 這樣的做法永遠不會顛倒過來；完全比對出價絕不會套用至片語比對，而片語比對出價絕不會套用

至廣泛比對。

摘要

若要讓廣告支出更有效率，且點選率更佳，建立、監控及微調關鍵字比對類型很有必要。使用關鍵字比對

及廣告活動排除時，請記住下列要點：

 [廣泛比對] 可將您的廣告顯示給更廣泛的客群。[廣泛比對修飾詞] 可微調廣泛比對目標。

 [片語比對] 可協助避免廣告針對不相關的關鍵字變體而顯示。

 [完全比對] 可精確比對您的關鍵字，並降低成本。

 當您了解某個詞彙不適用於您的業務時，請使用排除字彙。

 [排除網站] 可避免廣告顯示在對廣告目標沒有幫助的網站上。



 

 廣告活動排除

廣告活動排除功能可讓您在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層級，控制在什麼時間、什麼位置不要 顯示廣告。 

如果您想要避免廣告出現在聯播夥伴網絡上特定網站的特定位置，或是阻止廣告顯示給特定 IP 位址，可以

編輯目標並鎖定排除。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避免廣告顯示在特定位置。

 避免特定網站顯示您的廣告。

 封鎖特定 IP 位址，使其無法看到您的廣告。

基本知識

不顯示廣告有什麼好處？您想要確保看到廣告及造訪網站的人，都是您的目標消費者。只要利用排除地區、

網站清單及 IP 位址的組合，您就不會在非成交目標客戶身上浪費廣告曝光數和花費。在某些情況下，縮小

客群的實效遠高於擴大客群。

在 Bing Ads 中，目標鎖定及廣告活動排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功能是很類似的。兩者都能讓您將廣告顯示

給所選的客群。不同之處在於您是在增加目標客群，或是從目標客群排除客戶。

廣告活動排除功能可讓您從大的目標客群開始，然後選擇性地對其進行縮減，僅保留能夠從您產品或服務

獲益的客戶，從而增加廣告支出的效果。

例如，假設您的電子商務網站涵蓋台灣各地，但不會送貨到連江縣。您不必以目標鎖定選擇連江縣以外的

縣市，只需在廣告上套用 Bing Ads 位置排除，選擇在台灣其他縣市顯示您的廣告即可。

請記得，您也可使用排除字彙或關鍵字片語，防止您的廣告在搜尋查詢或其他包含您關鍵字的輸入內容，

但與您登陸頁面內容無關的搜尋時顯示。

我要如何避免廣告顯示在特定位置？

若要避免廣告出現在特定位置，首先點選頁面上方的 [廣告活動]。若要在廣告活動層級排除特定位置，

點選 [廣告活動] 索引標籤。點選您想要編輯的廣告活動名稱 (在 [廣告活動] 資料欄位)。點選 [設定] 索引

標籤。 

若要在廣告群組層級排除特定位置，點選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點選您要編輯的廣告群組標題 (位於 [廣告

群組] 資料欄位)。點選 [設定]。點選 [位置] 旁的 [編輯位置目標]，選擇 [讓我選擇特定位置]。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14/1


 

選擇您想排除的位置，無論是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澳洲的城市及都會區、州/省、國家/地區；郵

遞區號，只要搜尋特定位置，並從搜尋結果中點選 [排除] 即可。(附註：您不能用半徑範圍目標設定排除。)
點選 [完成]。

我該如何避免特定網站顯示我的廣告？ 

Bing 關鍵字廣告不只是 Bing、Yahoo 及 AOL 而已，更包括了聯播搜尋夥伴的廣闊網絡。若要避免在聯播

夥伴網絡的特定網站上顯示您的廣告，首先點選頁面上方的 [廣告活動]。 

若要在廣告活動層級排除特定位置，點選 [廣告活動] 索引標籤。點選您想要編輯的廣告活動名稱 (在 [廣告

活動] 資料欄位)。點選 [設定] 索引標籤。 

若要在廣告群組層級排除特定位置，點選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點選您要編輯的廣告群組標題 (位於 [廣告

群組] 資料欄位)。點選 [設定]。 

選取您要新增排除的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旁的核取方塊。點選 [編輯]，然後點選 [其他變更]。在 [廣告活動

設定] 清單中選取 [排除網站]。 

在 [排除網站] 方塊中，輸入不要顯示您廣告的網站，一行一個網站 (例如 www.contoso.com)。若要讓廣告

排除在整個網域之外，請去掉字首的「www」(例如 contoso.com)。 

變更完成之後，點選 [套用]。 



 

附註：

 您最多可指定排除 2,500 個網址。 
 每個網址都需填入網域名稱，並可指定一個子網域名稱，以及最多兩個目錄。

 網址不會重複加入。 
 廣告群組層級的排除網站會覆寫廣告活動層級的排除網站。 

我該如何封鎖特定 IP 位址，使其無法看到我的廣告？

若要封鎖特定 IP 位址，使其無法看到您的廣告，首先點選頁面上方的 [廣告活動]。點選頁面中間的 [廣告

活動] 索引標籤。選取您要新增排除之廣告活動旁的核取方塊。

點選 [編輯]，然後點選 [其他變更]。在 [廣告活動設定] 清單中選取 [排除 IP 位址]。在 [排除 IP 位址] 方塊

中，輸入您要封鎖的 IP 位址，使其無法看到您的廣告。每行輸入一個 IP 位址。也可以使用萬用字元 (*) 加
入位址的範圍。變更完成之後，點選 [套用]。 

[廣告活動]，選取您要新增排除的廣告活動旁的核取方塊。

附註： 

 所有 Bing Ads IP 排除必須在廣告活動層級加以新增，而不是在廣告群組層級。

 每個廣告活動最多可指定排除 100 個 IP 位址 (或 IP 位址範圍)。



 

運用排除字彙清單，防止廣告顯示 

您可使用排除字彙或關鍵字片語，防止您的廣告在搜尋查詢或其他包含您關鍵字的輸入內容，但與您登陸

頁面內容無關的搜尋時顯示。

舉例來說，如果您刊登廣告銷售鞋子，並將網球鞋 指定為關鍵字，就可以使用球場 做為排除字彙，以避免

此廣告在使用者搜尋網球場 時顯示。

這個圖表顯示兩個您可新增排除字彙的方式：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如需詳細資訊，請觀看排除字彙影片。

請記住以下要點：

 您可在廣告活動與廣告群組層級設定防止廣告顯示。

 您可以地理位置、網站及 IP 位址設定防止廣告顯示。

 建立排除字彙清單有助於避免廣告出現在搜尋結果中。

 鎖定客群：情境及裝置

鎖定客群可以協助您將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的焦點放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潛在客戶上，因而增加這些客戶看

到您的廣告的機會。鎖定客群的重點在於進行搜尋的人，其行為、人口特徵、所用的裝置甚及情境等一切

內容；包括客群所在地，以及他們所用的語言等。

Bing Ads 目標鎖定選項能鎖定客戶搜尋的情境：位置、時段、星期幾、裝置等，有助於最大程度上，將

您的廣告顯示給可能對您產品或服務最感興趣的客戶。如果廣告能依照客戶的特定位置、在特定裝置上適

時顯示，對搜尋者來說會更應時。例如，您可以透過鎖定客群，將廣告發送給中午時間距離您餐廳半徑 
1.6 公里範圍內，使用行動裝置的搜尋者；我們可合理推測這些客戶正在尋找用午餐的地方。

閱讀有關鎖定客群的資訊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設定與情境及裝置有關的目標鎖定選項。 
 依照鎖定客群進行出價調整。

 設定廣告語言和國家/地區。

設定鎖定客群

您可以使用各種變數來鎖定 PPC 廣告目標，然後增加出價金額來提高顯示廣告的機率。您可使用四項客群

變數鎖定您的廣告：位置、時間、日期、裝置類型。您可以單獨使用或以組合方式使用：

若要開始使用，請點選位於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點選您想要變更的廣告活動名稱。點選 [設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wZ49yfMPA


 

位置

點選 [廣告活動設定] 下 [位置] 旁的 [編輯位置目標]。

 選取您要鎖定或排除的位置。您可以鎖定以下目標並變更出價調整： 
o 美國和加拿大

o 所有可用的國家/地區

o 透過搜尋特定位置並從搜尋結果中點選 [目標鎖定] 或 [排除] 選取的城市、州/省、國家/
地區及郵遞區號。

 選取誰應該完全看到您的廣告：位於 目標位置的人、搜尋或檢視有關 目標位置之頁面的人，或是

兩者都選取。

範例 1

 誰應該看到您的廣告？位於目標位置的人 
 您在廣告活動中定義的目標位置：倫敦

 關鍵字：飯店

搜尋者的實體位置 搜尋字串 廣告是否符合顯示資格？

佛羅里達 倫敦飯店 不，不 位於目標位置 

倫敦 飯店 是，位於 目標位置 

倫敦 紐約飯店 是，位於 目標位置 

範例 2

 誰應該看到您的廣告？搜尋或檢視有關目標位置之網頁的人 
 您在廣告活動中定義的目標位置：倫敦 
 關鍵字：飯店 



 

搜尋者的實體位置 搜尋字串 廣告是否符合顯示資格？

佛羅里達 倫敦飯店 是，搜尋有關 目標位置 

倫敦 飯店 不，沒有搜尋有關 目標位置的網頁 

倫敦 紐約飯店 不，沒有搜尋有關 目標位置的網頁 

範例 3

 誰應該看到您的廣告？位於目標位置，以及搜尋或檢視有關目標位置之網頁的人
 您在廣告活動中定義的目標位置：倫敦

 關鍵字：飯店

搜尋者的實體位置 搜尋字串 廣告是否符合顯示資格？

佛羅里達 倫敦飯店 是，搜尋有關 目標位置

倫敦 飯店 是，位於 目標位置

倫敦 紐約飯店 是，位於 目標位置

星期幾/時段

點選 [進階廣告活動設定]，然後點選 [廣告排程]。您最高可以將出價調整增加至 900%，最低則是減至 
90%。附註：依據時間進行目標鎖定時，會以搜尋者的當地時區來進行目標鎖定。

裝置類型

您無需分別執行廣告活動，就能鎖定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如果您僅

鎖定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使用者，現有的廣告活動也會自動選擇接收來自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使用者

的流量。 

附註：首次針對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客群進行目標鎖定時，請確定您的網站與這些裝置完全相容。 

若要開始進行，請點選 [進階廣告活動設定]。然後點選 [裝置類型]。點選 [儲存]。



 

出價調整

請注意，出價購買關鍵字可以增加廣告曝光給符合上述特定鎖定客群條件的潛在客戶的機會。而出價調整

是關鍵字出價的百分比 – 即增加原始關鍵字出價。

在您進行廣告活動時，您會發現點選率及成交率在特定時間衝到最高，例如週間夜裡。這些是運用出價調

整的絕佳時機，您的廣告有機會在週一至週五晚上 6 點到 11 點獲得更多曝光率。 

依據時間進行客群鎖定時，會以搜尋者的當地時區來進行鎖定。例如，如果您在晚上 6 點到 11 點之間增

加 10% 出價，這項出價調整會同時於美國東部時間晚上 6 點到 11 點之間對紐約的搜尋者生效；位於西雅

圖的搜尋者，則要到太平洋時間晚上 6 點到 11 點才會生效。 

除此之外，您可以調整出價，將預算花在最具成效的裝置和廣告上；具體而言，您可以根據來自桌上型電

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的流量增減出價。

更新智慧型手機特別重要，因為行動搜尋者目前有超過 30% 的搜尋是發生在 Bing 關鍵字廣告上。

只要您登入帳戶並選擇一項廣告活動，就會看到所有裝置目標鎖定依預設列於 [進階廣告活動設定] 之下。

點選 [裝置] 可根據廣告活動目標修改用於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的出價。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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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出價修飾詞，調整範圍為 -100% 至 +900%。這個

範圍能讓您依需求排除任何裝置類型的流量。

準確來說，因為行動搜尋者與今日的市場密切相關，若要使您的出價調整在未來達到最佳化，檢視由裝置

類型區分的廣告成效指標不可或缺 (曝光數、點選數、收入、成交數)。

深入了解如何由報表中的裝置類別區隔資料，進而了解客戶的需求。 

如果您的廣告活動目標鎖定在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那麼您的網站務必要準備好能處理平板電腦和智

慧型手機流量。您可以利用裝置查詢參數，根據搜尋者的裝置類型提供不同的登陸頁面。

同樣地，建立手機易瀏覽的登陸頁面或網站向來是最佳做法，這樣無論人群是使用哪種裝置造訪，您的網

站皆能順利瀏覽。

欲深入了解，請參閱最佳行動網站指南。

廣告語言和國家/地區 

決定廣告是否符合資格，以便顯示給特定搜尋使用者時，Bing Ads 會先判斷廣告語言是否允許該廣告顯示

在特定國家/地區，接著考慮所設定的位置目標 (及其他目標) 設定。如果條件符合且廣告語言適用於該國家/
地區，那麼廣告便符合顯示的資格。

請記得，您需採取以下步驟來決定廣告的顯示位置：

 設定廣告語言。 
 選取位置目標設定

 選取進階位置目標鎖定選項。 

假設您將廣告語言設定為 [德文]。由於您所設定的廣告語言也會決定廣告的顯示位置，所以將語言設定為 
[德文] 時，您的廣告不只會在德國顯示，也會在奧地利和瑞士顯示。因為您的廣告是特定於某個市場，所

以您決定選取柏林作為位置目標，甚至更具體地設定為只向目標位置的人群顯示您的廣告。現在，您的廣

告只會顯示給實際位於柏林的搜尋者。

廣告語言設定決定了哪些國家/地區可以顯示該廣告。例如，德文的廣告就不會在義大利顯示。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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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將位置目標鎖定設成在「所有可用的國家和地區」顯示廣告，也是如此。例如，德文語言的廣告只會

在支援德文的國家/地區顯示。繁體中文語言的廣告則只會在支援繁體中文的國家/地區顯示。

請查看可用語言和對應國家/地區的清單。

鎖定客群例外

使用目標鎖定選項時，您應該了解一些例外和重要詳細資料。

 位置：Bing Ads 只會對位於您的目標位置、搜尋您的目標位置或檢視有關目標位置之網頁的人群顯

示廣告，除非您使用進階目標鎖定功能另行指定 (例如，只對位於您的目標位置內的人群顯示廣告)。

 語言：Bing Ads 僅支援每一個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使用一個語言目標。如果您需要其他語言，則需

要建立額外的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來涵蓋每一個額外的語言。

 時段：Bing Ads 會根據使用者的當地時區顯示廣告。您可以用 15 分鐘為單位具體排程您廣告的全

天曝光時段，並且根據尖峰或低流量數調整出價。

 裝置類型：根據預設，您的搜尋廣告會顯示給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

使用瀏覽器的所有客戶。在廣告群組或關鍵字層級的出價設定會套用至所有裝置類型上。裝置出價

調整須就特定裝置類型排除或增加出價。 

摘要

請在廣告活動層級設定基本目標，然後在廣告群組層級微調目標。如果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層級的目標鎖

定設定沒有衝突，Bing Ads 便會使用兩者。如果有衝突，以廣告群組目標優先。 

考慮使用您的 PPC 客群目標鎖定選項時，請記住下列要點：

 以位置、星期幾、時段、裝置類型鎖定您的客群。

 針對最高的鎖定客群制定出價調整。

 設定廣告要顯示的位置 (國家/地區) 和語言目標鎖定條件。

 檢視由裝置類型區分的廣告成效指標。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100/0


 

 鎖定客群：行為與人口統計資料

人的過往行為對預測未來活動相當有用，對個人的消費習慣影響深遠。舉例來說，某些年紀或性別容易對

特定產品類別產生強烈共鳴。同樣地，人們搜尋的時間與方式也會釋出有用資訊。

Bing Ads 客戶目標鎖定選項有助於最大程度上，將您的廣告顯示給可能對您產品或服務最感興趣的客戶。

每項客群區段在購買決策旅程的位置各異，造就出不同的購買意願與成交價值。 

您可藉此增加成交數，觸及可能在您類別中購物的蒐集客群。

您需要改善出價及目標鎖定，將廣告群組以清單設置為某客群專屬或向大眾公開，但須為目標客群加上出

價調整，與付費搜尋再行銷清單類似。

閱讀這項「行為與人口統計資料鎖定客群」資訊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利用年齡及性別等人口統計資料提升商機。 
 利用付費搜尋再行銷再次與您網站上的歷史訪客連上線。

付費搜尋再行銷 

人們上網搜尋產品及服務時，幾乎不太會於第一次造訪時購物。反之，人們往往先造訪一個網站，接著到

類似網站比價；很多時候，人們會就此分心 (走馬看花式)。約莫有 96% 的訪客會離開網站而不會購買。

以首次造訪的訪客而言，一般網站的跳出率超過 60%，購物車放棄率則超過 70%。而這就是為什麼您需要

再行銷。有了再行銷，廣告主就能：

 吸引所有或子類別中，還在考慮而沒有購物的訪客

 排除、追加銷售或交叉銷售給現存客戶

 推動更高的投資報酬率 (ROI)

「付費搜尋再行銷」功能可讓您將特定客群的廣告活動最佳化，也就是曾經造訪過您網站的客群，協助您

提升投資報酬率。 
首先，您需要建立一個再行銷清單，根據人們在您網站上採取的行動定義客群，接著於再行銷清單及廣告

群組間建立一項關聯。關聯有兩種類型：

 如果您想向客群中的人顯示廣告，請建立目標鎖定關聯，接著調整出價、鎖定廣告或增加關鍵字範

圍，使廣告群組最佳化。

 如果您想向特定客群隱藏廣告，請建立排除關聯。 

符合您再行銷清單定義的人都會加入再行銷清單。無論這些人是否點選廣告，也無關乎他們登陸網站的方

式 (例如從搜尋引擎或書籤網站等)，這項動作都會實施。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27/1-500


 

在您使用再行銷清單鎖定客群時，您還需要先設定通用活動追蹤 (UET)，Bing Ads 才能從您的網站收集相

關資料。 

通用活動追蹤 

成交追蹤 付費搜尋再行銷 

一旦您為網站加上標籤，您就可以依據使用者的活動開始定義並建立再行銷清單。

附註：為整個網站 (網頁和行動) 加上標籤，可以讓您用更多方式定義和建立客群。

建立再行銷清單

我們提供多個目標鎖定選項，可以協助您在對的時間點，用對的訊息，僅觸及對您而言真正重要的客群。

除了依時段、地理、人口特徵和裝置鎖定目標，您還可以利用再行銷功能，來鎖定使用者活動。這表示您

可以鎖定曾造訪過首頁、類別頁面，甚至是潛在客戶表單填寫一部分或放棄購物車的人。

[一般訪客] 是指造訪您網站上任意頁面的訪客。這通常會是您所能夠建立的清單中最長的一份，因為其中

包括了透過造訪網站對您的營業項目表現出興趣的任何人。 

 透過定義網址包含您的網域，為造訪過任意頁面 (即使是一個頁面) 的任何人建立再行銷清單。例如：

造訪者所瀏覽的頁面具備以下任一條件：網址包含：「mysite.com」 

[產品訪客] 是指造訪過您網站上特定頁面或瀏覽過特定產品的潛在客戶。 

 透過定義網址包含該產品，為造訪過特定類別頁面的任何人建立再行銷清單。例如：造訪者所瀏覽

的頁面具備以下任一條件：網址包含：「mysite.com/shoes」 

[放棄購物車的訪客或放棄潛在客戶表單的訪客] 是指已將產品加入購物車或已填寫潛在客戶表單，但未完

成購買或未提交潛在客戶表單的訪客。這些訪客是對您的業務最具價值的一種潛在客戶。 

 為已將項目放到購物車，或已開始填寫潛在客戶表單的任何人建立再行銷清單，並排除 已完成購買

或已提交潛在客戶表單的任何人。例如：造訪者所瀏覽的頁面具備下列任一條件：網址包含：

「mysite.com/shoppingcart」，但並未造訪具備下列條件的其他頁面：網址包含：

「mysite.com/thankyou」。 

[最近成交者] 是指已完成購買或已提交潛在客戶表單的訪客。這些訪客提供了交叉銷售或追加銷售更多產

品的機會。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81/1


 

 為已完成購買或已提交潛在客戶表單的任何人建立再行銷清單。例如：造訪者所瀏覽的頁面具備以

下任一條件：網址包含：「mysite.com/thankyou」 

[忠誠度成員] 是指目前已是您的客戶，且可能是最佳客戶的訪客。 

 為造訪過您忠誠度網站 (如您有此類網站) 的任何人建立再行銷清單。例如：造訪者所瀏覽的頁面具

備以下任一條件：網址包含：「mysite.com/rewardsprogram」。

若要建立再行銷清單，點選 [廣告活動] 頁面，然後點選左窗格中的 [共用的廣告庫]。 

在 [共用的廣告庫] 中，點選 [客群]。



 

點選 [建立再行銷清單]。

建立再行銷清單與廣告群組的關聯

「付費搜尋再行銷」廣告活動可助您實現如下多種目標： 

 推動對您業務有價值的必要動作 (例如：成交、註冊)。 

 改善投資報酬率 (ROI)。 

 對客戶進行追加銷售或交叉銷售。

建立再行銷清單，而且這些清單就會開始填入符合條件的使用者後，請務必將這些清單關聯至廣告群組，

如此才能發揮效用。

您可以採用下述一種策略或幾種策略的組合與客群進行互動，從而實現上述各個目標。

增加出價

對於曾放棄購物車，或開始填寫潛在客戶表單但未完成的訪客，您可以將出價增加最高 +900%，因為這些

都是具有高價值的客戶。

您可以針對 [感謝] 頁面，將出價增加 200%。或者針對 [類別] 頁面，增加 100%，或是針對首頁增加 50%。

您還可以量身打造廣告和登陸頁面。例如，向曾造訪過您網站某類別頁面的使用者播放含有優惠或折扣訊

息的廣告，可有助於提高成交數。



 

自訂廣告

建立再行銷清單時，您可以對您定義的每種客群提供自訂廣告。刊登不同的廣告文案、額外資訊及/或登陸

頁面，有助於向特定客群交叉銷售或追加銷售更多產品。例如，某家零售商為最近曾購買慢跑鞋的使用者

建立了再行銷清單。這樣，零售商就可以刊登交叉銷售慢跑服裝的廣告，或提供客戶下次購買享有折扣的

廣告。

首先：

 建立僅鎖定再行銷清單的新廣告活動及/或廣告群組。

 建立該再行銷清單獨有的廣告及/或登陸頁面。 

 增加出價設定，確保該客群能看到您的自訂廣告。

 監控廣告活動成效並進行任何必要的變更。

人口統計資料：年齡與性別

某些年紀或性別容易對特定產品類別產生強烈共鳴。透過 Bing Ads，您可將客群分為特定年齡區段及特定

性別。您也可為每個客群量身訂做廣告文案，與這些客群個別、逐步產生連結。提高出價或降低出價，會

影響您與客群連結的多寡。您可在廣告群組或廣告活動層級中運用人口特徵。

若要依據年齡和性別進行目標鎖定，請點選 [進階廣告活動設定]，然後點選 [人口統計資料]。您最高可以

將出價調整增加至 900%，最低則是減至 90%。請注意，將出價調整套用至年齡群組和性別時，廣告會針

對目標人口統計資料更頻繁地出現，但是對於非目標人口統計資料，也是會顯示廣告。

年齡區段包括 18-24 歲、25-34 歲、35-49 歲、50-64 歲以及 65 歲以上。 



 

深入了解如何為特定目標客戶增加或減少出價。

摘要

鎖定客群：行為與人口統計資料可以協助您將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的焦點放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潛在客戶上，

因而增加這些客戶看到您的廣告的機會。您可藉此增加成交數、提升出價量，並觸及可能在產業類別中購

物的蒐集客群。 

請記住，每個客群區段在您企業的購物機率及價值各異。您網站上的未來活動及消費對每個客群區段來說

都不一樣。 

重點整理：

 以付費搜尋再行銷向現存客戶追加銷售、排除或交叉銷售。 
 在廣告群組中建立再行銷客群。 
 使用人口統計資料資料觸及特定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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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客群：市場及自訂客群

Bing Ads 市場及自訂客群功能可讓您增加成交數、觸及蒐集客群，改善出價及目標鎖定。現在您可將廣告

群組設置為某市場客群專屬或向大眾公開，並為目標客群加上出價調整。

閱讀這項「市場及自訂客群」資訊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運用更多客戶資料，建立更豐富的客群區間。

 運用市場客群功能，接觸更多客戶。

 將廣告群組設定為目標和出價、僅限出價或設定為排除。

市場客群 

市場客群是指對特定類別展現購買意願的客戶清單，包括在 Bing 上搜尋、點選以及瀏覽 Microsoft 服務

網頁。

Bing Ads 會提供潛在客戶清單，這一點與付費搜尋再行銷不同，後者是由廣告主建立清單。您可在廣告群

組中建立市場客群清單，以此鎖定客群並為他們修改出價；做法與再行銷清單雷同。 

市場客群設置簡單，不須 UET 標籤。您可將廣告群組設置為某市場客群專屬或向大眾公開，並為目標客群

加上出價調整。

若要選擇市場客群，請點選[廣告活動] 頁面上的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接著從資料格中選取您要與客群建

立關聯的廣告群組。點選 [編輯]，然後點選 [與客群建立關聯]。 

為所選的廣告群組更新 [廣告群組目標鎖定] 及 [廣告群組排除] 細節。點選 [儲存]。若要管理您的市場客群

清單，請從資料格中選取您想編輯的現存客群關聯。點選 [編輯] 就可暫停、刪除、排除或變更出價調整。 

您可從資料格中選取您要與客群建立關聯的廣告群組，一次建立大量市場客群關聯。點選 [編輯]，然後點

選 [與客群建立關聯]。為所選的廣告群組更新 [廣告群組目標鎖定] 及 [廣告群組排除] 細節。點選 [儲存]。 

深入了解 14 種目前可用之不同的市場客群類別，以及如何將您的市場客群與任何廣告群組組合建立關聯。

這項圖表能幫助初學者認識規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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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數目 限制

關聯數目 每個帳戶 20,000,000 個

可大量建立的關聯數目 詳見大量上傳中所列的限制

可由 Bing Ads 檢視、編輯、刪除的關聯數目 詳見大量上傳中所列的限制

秘訣：若要評估市場客群成效，請執行一項沒有鎖定客群的廣告活動；再次執行同樣的廣告活動，這次加

上有關聯的市場客群。您可透過比較，了解鎖定客群何以有助使您的廣告活動成效最佳化。 

請記得，市場客群可與桌上型電腦、平板與行動裝置的廣告群組產生關聯。您可將市場客群關聯至購物廣

告活動的廣告群組，藉此監控成效，也可排除市場客群及所有鎖定客群的產品。增強型 CPC 也能在市場客

群身上生效。 

附註：市場功能僅可用於美國市場。

自訂客群

自訂客群是一種再行銷清單，產生自您自己的第一方客戶資料，以此建立更豐富的使用者區段。您可同時

使用自訂客群及再行銷清單，通常透過您的資料管理提供者 (DMP) 進行。 

資料管理提供者連上自訂客群功能後，您就能將自訂客群上傳至 Bing Ads 進行搜尋再行銷。您可分別使用

自訂客群與再行銷功能，不須使用通用活動追蹤。自訂客群可與設定為目標和出價、僅限出價或設定為排

除的廣告群組產生關聯。 

軟體整合完成後，自訂客群就會顯示在 Bing Ads [共用的廣告庫] 中的 [客群] 區域。(這可能會花上 48 小時。)

若要開始進行，您的資料管理提供者需先將 Bing Ads 自訂客群 API 整合至他們的平台。他們必須同意 
Bing Ads 資料共用與隱私權原則。

關聯自訂客群 

若要關聯自訂客群，請點選 [廣告活動] 頁面上的 [客群]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關聯]。選取一個或以上您要與

客群建立關聯的廣告群組。在 [廣告群組目標鎖定] 下選取您想鎖定至廣告群組的客群類別。選擇 [目標鎖

定設定]。 

[僅限出價]：對搜尋我的廣告者顯示廣告，可選擇為所選的客群調整出價。 

[目標和出價]：只向所選的客群顯示廣告，可選擇調整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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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調整出價調整預設值。新的目標鎖定關聯預設為 15%，不過出價調整的範圍可介於 -90% 到 +900% 
之間。在 [廣告群組排除] 下選取您想排除的客群。點選 [儲存]。 

以下試舉一些自訂客群區段的範例，可用以作為再行銷清單：

 購買歷史

 終身價值訂閱用戶類型 
 續約期間自上次購買所經時間

 狀態層級

 客戶推薦

若要將自訂客群關聯至多個廣告群組，請移至 [廣告活動] 頁，點選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選擇您想與自訂

客群建立關聯的廣告群組。

點選 [編輯]，然後點選 [與客群建立關聯]。在 [廣告群組目標鎖定] 下選取您想鎖定至廣告群組的客群類別。

選擇 [目標鎖定設定]。 

[僅限出價]：對搜尋我的廣告者顯示廣告，可選擇為所選的客群調整出價。

[目標和出價]：只向所選的客群顯示廣告，可選擇調整出價。 

自訂客群可關聯至 Bing 購物廣告，亦可關聯至在桌上型電腦、平板、行動裝置上執行的廣告群組。整個 
Bing 關鍵字廣告，包括聯播搜尋夥伴，都支援上述功能。

自訂客群可設置排除功能，您可自廣告活動中排除自訂客群。例如，廣告主可在鎖定新客戶的廣告中排除

「白金客戶」清單。增強型 CPC 也能在自訂客群身上生效。

附註：關聯之自訂客群至少需有 1000 名使用者，Bing Ads 才會套用提高出價。

摘要

Bing Ads 市場及自訂客群能透過有效鎖定特定使用者，幫助廣告主提升廣告活動成效。這兩項功能都有助

蒐集高品質客群清單，且設置及管理方法快速簡便。

重點整理：

 自訂客群與再行銷類似，可與設置為僅限出價、目標和出價或排除的廣告群組產生關聯。

 市場客群能幫您觸及可能在產業類別中購物的客群，進而提升成交數。

 兩者都能讓您觸及潛在客戶，使廣告活動最佳化。

 建立市場及自訂客群不須使用通用活動追蹤 (UET)。



 

 PPC 廣告活動最佳化

現在您的廣告活動已開始運作，您也準備好依需求調整以改善成效。這個微調過程稱為「廣告活動最

佳化」。

您可立即採取的行動有研究更多關鍵字、輸入一些排除字彙、鎖定您的廣告群組，以及用動態文字改善廣

告。別忘了按時運用 Bing Ads 提供的許多有用報表。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利用排除字彙、鎖定客群及插入動態文字最佳化 PPC 廣告活動。

 使用 Bing Ads 報表檢閱您的廣告活動成效。

 使用 [商機] 頁面取得關鍵字和出價建議。 
 善用專為協助您提高廣告成效的 Bing Ads 資源。

排除字彙

[排除字彙] 可讓您指定要忽略的字詞。此功能可協助避免您的廣告在搜尋查詢類似但與您的廣告內容無關

時顯示。

以夏日機票廣告活動為例，您選定「歐洲機票」為廣泛比對關鍵字出價；這表示您的廣告可能會顯示在諸

如「歐洲機票」及「歐洲遊覽」的相關查詢中。為了確保廣告不會顯示在這類搜尋中，我們可以新增詞彙

作為排除字彙。 

您可以將排除字彙新增至個別廣告群組，也可以新增至整個廣告活動。若要在廣告活動層級新增，請點選

廣告活動名稱，然後點選 [關鍵字]。在 [檢視] 功能表下，選擇排除字彙，然後新增排除字彙。點選 [儲存]。

排除字彙是協助您實現廣告活動投資報酬率 (ROI) 目標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此，請務必盡可能善加利用。 

鎖定客群

鎖定客群可以協助您將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的焦點放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潛在客戶上，因而增加這些客戶看

到您的廣告的機會。

您可以使用各種變數來鎖定 PPC 廣告目標，然後增加出價金額來提高顯示廣告的機率。您可使用四項客群

變數鎖定您的廣告：位置、時間、日期、裝置類型。您可以單獨使用或以組合方式使用。

人的過往行為對預測未來活動也相當有用，對個人的消費習慣影響深遠。舉例來說，某些年紀或性別容易

對特定產品類別產生強烈共鳴。同樣地，人們搜尋的時間與方式也會釋出有用資訊。就這是所謂的鎖定

行為及人口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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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搜尋再行銷

「付費搜尋再行銷」功能可讓您將特定客群的廣告活動最佳化，也就是曾經造訪過您網站的客群，協助您

提升投資報酬率。 

首先，您需要建立一個再行銷清單，根據人們在您網站上採取的行動定義客群。接著將再行銷清單與廣告

群組建立關聯，透過調整出價、鎖定廣告或增加關鍵字範圍，使廣告群組最佳化。 

在您使用再行銷清單鎖定客群時，您還需要先設定通用活動追蹤 (UET)，Bing Ads 才能從您的網站收集相

關資料。您在 Bing Ads 上建立這項清單後，就能將之與廣告群組建立關聯，在 Bing Ads Editor 中設定出

價調整。 

深入了解如何用 Bing Ads Editor 將客群與廣告群組建立關聯。 

插入動態文字 

動態文字可讓您將特定關鍵字插入廣告、將客戶傳送到特定登陸頁面，以及插入自訂的文字。若要開始在

搜尋廣告中利用動態文字或插入動態關鍵字，有幾個需要採取的具體步驟。

若要將特定關鍵字插入廣告，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廣告]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廣告]。

在 [廣告標題]、[廣告文案]、[顯示網址] 和 [實際連結網址] 下，點選 [動態文字]，然後選取 [預留位置 
{KeyWord}]。您可以將 {KeyWord} 新增至廣告的多個位置。

將預設文字新增至 {Keyword} 動態文字參數，例如，{Keyword:default}。點選 [儲存]。

利用動態文字參數，您就可以將動態文字參數插入到廣告的任何部分，以便自動根據人們搜尋的文字，

自訂插入動態關鍵字廣告的顯示內容。這表示您的廣告會「即時」更新來符合人們尋找的內容。

報表

透過 Bing Ads 報表，您可以使用您所選擇的對您具有重要性的指標，追蹤有關廣告活動的統計資料。執行

成效報表 (這些報表會從追蹤統計資料產生) 可以幫助您在廣告預算與支出、廣告以及關鍵字廣告成效上，

做出周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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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廣告活動的相關性和新鮮度以及廣告的能見度、點選率和成交率，以下是您需要考慮查看的報表。 

 [關鍵字]、[廣告活動]、[廣告] 及 [廣告群組] 報表，可以讓您知道哪些廣告活動成效良好，以及您

的關鍵字對於廣告活動成效有何貢獻。 
 [搜尋詞彙] 報表顯示哪些關鍵字會觸發顯示您的廣告。 
 [廣告曝光佔有率] 報表提供預估將會輸給市場競爭對手的地方。 

您可以針對某個帳戶、廣告活動、廣告群組、關鍵字、實際連結網址、廣告、廣告動態文字、網站廣告版

位、廣告網站及搜尋查詢，執行成效報表，然後根據報表中的結果，最佳化廣告活動。 

關鍵字廣告成效報表顯示廣告活動中每個關鍵字的所有曝光數、點選數、點選率、品質評分、出價、每次

點選成本、排名和成交數。您會在其中發現觸發廣告並獲取點選數的關鍵字。您也可以找出成效不佳的關

鍵字，決定是否將其刪除。

您也可以自訂標準報表並將其儲存，以便未來再次執行。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會想要排程報表，或使用

期間比較報表，來了解您的廣告成效。

Bing Ads 報表歸類為五種報表類型，每種類型還有子類別，例如廣告支出的 [收入] 和 [回報]，這些都可以

用來改善 PPC 廣告活動最佳化：

 [廣告成效] 報表可追蹤廣告活動在帳戶、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或特定關鍵字層級的成效。

 [變更記錄] 報表可追蹤對廣告活動的變更。

 [目標鎖定] 報表可追蹤廣告活動接觸的客群。

 [廣告活動分析] 報表可追蹤成交、成交的營收、廣告成本及訪客在網站上的行為。

 [計費及預算] 報表可追蹤已經花費了多少廣告活動預算。

商機

您現在可以從 Bing Ads 頁面的任何位置，進入 [商機] 頁面。您可在本頁使用特定個人化步驟，使廣告活

動的成效最佳化。頁面會顯示您可採取的動作，以及可能變更的項目。例如，頁面會提醒您增加關鍵字出

價，使廣告出現的頻率超過其他廣告主。如果您照著做，只要為 22 個關鍵字增加出價，就能使廣告的可見

度高過競爭者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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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點選 [檢視商機] 上的任何按鈕，就能以 [簡單檢視] 或 [進階檢視] 檢視建議內容；前者為預設值，後

者則提供更多細節，供您以表格方式檢視、套用、解除商機。您可在 [簡單檢視] 及 [進階檢視] 間自由切換，

所做的設定不會改變。

網站連結額外資訊是改善廣告點選率 (CTR) 的方式之一。這項功能可在廣告文案中加入一些連至您網站上

特定網頁的深入連結，例如產品類別、快捷動作或聯絡資訊等。同時還能增加您的廣告對搜尋使用者的曝

光率，為您的網站帶來更多點選數。

若要設定摘要額外資訊商機，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商機]。如果您可編輯建議，請點選 [檢視] 做出變更。

如欲接受建議，請檢視預估改善並點選 [套用]。如欲刪除該建議，請點選 [解除]。 

了解如何使用 Bing Ads 商機獲取改善廣告活動的點子。

特殊功能

PPC 最佳化的一個重要環節是，經常利用專為協助您提高廣告成效的 Bing Ads 資源。請利用下列 Bing Ads 
功能來檢閱並改善您的廣告活動：

 [帳戶彙總] 是檢閱您的預算是否用完的地方。

 [通用活動追蹤] 可讓您標記網站，追蹤客戶成交數並了解訪客在您網站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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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 Ads Intelligence 可讓您使用 Excel 建立關鍵字清單，並評量這些關鍵字的廣告成效。

 Bing Ads Editorial Review 會在您建立廣告和選擇關鍵字時，顯示與樣式相關的警示與訊息。

它也會顯示您的廣告為 [有效] 還是 [擱置中]，並提供選項，讓您選擇廣告未通過核准時要如何

處理。

請觀看 PPC 最佳化影片了解如何最佳化您的 Bing Ads 廣告活動。

摘要

PPC 廣告活動最佳化是整體廣告策略的一個重要環節。Bing Ads 提供各種有效提高廣告成效的方式，包括

可判斷排除字彙、鎖定正確客群，以及使用動態文字的工具。報表工具能協助您檢閱廣告成效，其他工具

則可以協助您改善從報表中所獲悉的事項。

 使用品質評分打造優質廣告使用體驗

Bing Ads 會顯示您的廣告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方法是衡量關鍵字、廣告及登陸頁面與客戶搜尋查詢和其他

輸入內容的相關性。

在成效報表和關鍵字清單中，您可以找到 PPC 品質評分。您還會取得低品質點選數、點選詐騙、無效點選

的報表。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辨別出 Bing Ads 分類點選數的方式。

 了解品質評分的價值。

 檢視您的關鍵字品質評分。

 找出您的曝光數分成。

 對未顯示廣告的原因進行疑難排解。

點選品質基本知識

每當有人點選您的廣告時，Bing Ads 便會將點選分類為標準品質點選、低品質點選或無效點選。

 標準品質：這類點選具有擴大業務知名度並增進成交率的最大潛力。

 低品質：這類點選呈現出的商業動機較低，而且極少促成成交或為您的業務帶來價值。

 無效：這類點選亦屬低品質類別，可顯示出使用者錯誤、搜尋引擎傀儡程式、網路蜘蛛、測試伺服

器、來源有合法性問題或詐騙活動等特性。

您僅需支付標準品質點選數的費用，而無需支付低品質點選數或無效點選數的費用。您可執行不同的

成效報表，幫助您分辨低品質點選、無效點選及點選詐騙。每一份 Bing Ads 報表均包含屬性和統計

資料子集，這些會顯示在資料欄位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wZ49yfMPA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33/2


 

您需要知道最常用報表欄位，以便了解點選品質，這些欄位定義如下：

 點選數：點選次數或在您廣告任何可點選的元素上的其他使用者輸入，包括廣告標題、顯示網址或

電話號碼。

 點選撥號：在可點選的通話擴展電話號碼上的點選次數。這包括計量付費 (來電轉接) 和不計量付費

電話號碼的點選次數。

 點選數分成：進入您廣告的點選數百分比。這是您擷取到的潛在客戶心中位置及購買意願的佔有率。

 成交率 (%)：成交數除以總點選次數。

 低品質點選成交率 (%)：源自低品質點選的點選成交率。

 低品質點選成交數：源自低品質點選的成交數。

 低品質點選率 (%)：低品質點選數除以總點選數。

 低品質點選數：呈現出較低商業動機且客戶不需付費的點選數。

執行報表後，您可以重新排列屬性和成效統計資料或篩選出不想要的資料，來自訂報表的版面設定。

監控點選數

若要了解商家廣告成效高的流量是源自哪裡，您可能還需要將某些網站從 Bing Ads Syndicated Partner 
Network 中排除。您可以存取 [報表] 頁面上的 [網站網址 (廣告網站) 報表]，找到這些網站。



 

正如點選率是成功吸引點選的曝光數百分比一樣，成交率是實現成交 (例如購買或註冊) 的廣告點選數百分

比。成交率突然改變，可能意味著低品質和無效點選數的增加。使用成交追蹤和 Bing Ads 通用活動追蹤

可以分析廣告所獲得的點選次數，以及產生的成交數。

品質評分及其影響

您可以使用品質評分判斷最佳的關鍵字、廣告和登陸頁面最佳化方式，藉此提升您的投資報酬率 (ROI)。

這個圖表顯示 Bing Ads 品質評分公式的三項要素：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81/2


 

[預期點選率] 評分會反映出您的廣告被點選的可能性，以及您的關鍵字與其他鎖定相同流量之關鍵字的競

爭情況。這項評分會預測您的關鍵字是否有可能導致點選您的廣告，考量到您的關鍵字在過去相對於廣告

位置的成效如何。獲得 3 分表示高於平均，2 分表示平均，1 分則表示低於平均。

廣告相關性分數代表您的廣告及登陸頁面與客戶的搜尋查詢或其他輸入內容的相關性。獲得 3 分表示高於

平均，2 分表示平均，1 分則表示低於平均。

[登陸頁面使用者體驗] 評分說明登陸頁面是否有可能為點選您的廣告並進入您網站的客戶提供良好體驗。

這是根據客戶在造訪您廣告的登陸頁面後離開的次數。獲得 3 分表示高於平均，2 分表示平均，1 分則表

示低於平均。

如果品質評分三個組成的其中兩項總計高於平均，則您的評分很可能是 7 或更高。這表示該關鍵字在市場

中極具競爭力。

品質評分 說明

1-5 關鍵字是市場表現不佳，因此當相符的關鍵字出現時，您的廣告不太可能出現在 Bing 關鍵

字廣告上。如果品質評分三個組成的其中一項以上總計高於平均，則您的評分很可能是 5 或
更高。如果您想改善品質評分，就必須加強表現不佳的組成部分。 

6 位 關鍵字是影響力強，但與其他鎖定相同流量的關鍵字相比，表現也只能算是平均。如果這三

個組成的其中兩項都是平均，或是平均和高於平均的組合，則您的評分很可能是 6 或更高。

如果您想改善品質評分，就必須將三個組成部分全都加強到高於平均。

7-10 關鍵字是對市場影響力非常強，點選率 (CTR) 高於鎖定相同流量的關鍵字平均點選率。如果

品質評分三個組成的其中兩項總計高於平均，則您的評分很可能是 7 或更高。 

報表頁與報表 API 

Bing Ads 有多種增強功能，有助在我們的廣告活動資料格中打造更一致的體驗以及報表體驗，擴大關鍵字

數量，提升品質評分。在過去 30 個報表期間日內無法使用的關鍵字，品質評分的數值會顯示為「-」。

報表頁及報表 API 有助客戶檢視他們的關鍵字在報表期間的歷史品質評分，由此看出該關鍵字是否符合使

用標準。現在您已經得知廣告活動資料格中，在過去 30 天內無法使用的關鍵字會顯示為空白 (或「-」)，

您就可著手改善品質評分。

附註：品質評分會每天更新，所以任何這些組成部分的變更都會影響到品質評分。

深入閱讀如何改善您的整體評分。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13/2


 

關鍵字與歷史品質評分 

關鍵字的評分為高於平均 或平均 時，即符合在 Bing 和 Yahoo 搜尋結果頁面上播送廣告的資格。若關鍵字

的評分為低於平均，在搜尋查詢中播送廣告的資格將會受限。

品質評分介於 1 到 10 之間，10 是最高分。您可在 [廣告活動] 頁的 [關鍵字]、[廣告活動]、[廣告群組] 索
引標籤上看到品質評分。

若要檢視您的關鍵字品質評分，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點選 [關鍵字] 索引標籤。點選 [資料欄] 並
選取 [品質評分] 資料欄 (如果表格中未顯示此資料欄)。[品質評分] 資料欄會顯示每個關鍵字的評分。點選

品質評分右側的箭頭，查看每項廣告成效的評分。

您可以使用 [報表] 中的歷史品質評分選項，檢閱距離目前日期最多 18 個月內的歷史平均值。

若要檢視您的歷史品質評分，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報表]。點選 [關鍵字] 廣告成效報表。

若要在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層級檢視歷史品質評分，請選取 [廣告活動] 或 [廣告群組] 廣告成效報表。您可

以在 [要報告的項目] 清單中選取特定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

選取 [天] 作為時間單位。在 [選擇您所需的資料欄] 區段，選取 [歷史品質評分] 及任何您所需的其他歷史

屬性。點選 [執行]。

請記得，Bing Ads 現在已為所有在過去 30 天內可用的關鍵字生成品質評分。若關鍵字在過去 30 天內被辨

識為可用，該關鍵字必須先設為有效 (或非暫停)，且受編輯核准可用。 



 

找不到您的廣告？

如果您所建立的廣告具有高品質評分，您的廣告應該會很快顯示。雖然如此，仍有其他幾個原因，可能導

致您的廣告不會顯示。在此提供一些檢查要點：

 有效的付款方式：Bing Ads 要求存檔付款方式後，您的廣告才能顯示。如需付款方式的資訊，請參

閱我有哪些計費選項？

 已啟用狀態：如果沒有啟用相關的廣告活動、廣告群組或關鍵字，廣告就無法播送。如需變更狀態

的資訊，請參閱如何變更狀態、出價及其他設定。

 關鍵字的問題：在 [關鍵字] 索引標籤上檢查您關鍵字的廣告播放狀態。如果關鍵字的狀態不是 
[符合資格 ]，請點選狀態旁的省略號圖示 ，顯示問題說明及修正方式。

 編輯審查：您目錄中所提供的優惠通常會在我們收到摘要之後 48 小時內處理。不過，如果您要等

到摘要通過核准後才建立產品廣告活動的話，那可能還需要 24 小時，廣告才能符合播送資格。

如果上述所有項目都已檢閱完畢，但是還是看不到您的廣告，可能原因如下：

 廣告排名改變：競爭對手變更了出價，可能會影響到您的廣告排名，例如，造成您的廣告往下退到

其他搜尋結果頁面。若要深入了解，請參閱什麼是「廣告排名」？

 預算問題：當您的廣告活動預算耗盡時，廣告就會停止播送。舉例來說，如果您採用每日預算選項，

而您的預算在當天還沒結束前就耗盡，那麼您的廣告就會在那個時間點停止播送。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什麼是預算選項？

 目標鎖定：如果您已排定在每週固定一天或幾天的特定時間播送您的廣告，或許會在錯誤的時間播

送您的廣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我要如何讓廣告出現在客戶面前？

最後，如果您的廣告群組是鎖定在特定地理位置、時段或其他目標設定，就必須使用相同的設定來進行

搜尋。 

如需改善廣告排名的資訊，請參閱讓我的廣告出現在搜尋結果頁面頂端。

曝光數分成

您可從曝光數分成資料中得知您在競價時獲得許多曝光數。利用這項資料檢視您在市場中的曝光數分成的

百分比 (%)，就能看出您是否在目前的廣告活動設定中錯失商機，同時改善曝光數分成。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26/3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44/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24/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25/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06/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29/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19/0


 

您可在報表中加入任何下述曝光數分成資料：

成效統計資料 所代表的意義

曝光數分成 (%) 預估曝光數百分比，根據您鎖定的市場可得曝光數總數而定。

範例：在您鎖定的市場中一天 59,000 個預估曝光數中，您只取得 2,300，換言之

只有 3%。

未列入預算的曝光數

分成 (%)
因每日預算導致廣告沒收到的預估曝光數百分比。

未列入出價的曝光數

分成 (%)
因關鍵字出價導致廣告沒收到的預估曝光數百分比。 

範例：您的關鍵字出價太低，無法在競價市場中競爭。 

未列入排名的曝光數

分成 (%)
因廣告排名導致廣告沒收到的預估曝光數百分比。 

未列入廣告相關性的

曝光數分成 (%)
因廣告相關性分數導致廣告沒收到的預估曝光數百分比。若要深入了解品質評分

的組成成分之一：廣告相關性，請見品質評分深入資訊。 

未列入預期點選率的

曝光數分成 (%)
因預期點選率導致廣告沒收到的預估曝光數百分比。若要深入了解品質評分的組

成成分之一：預期點選率，請見品質評分深入資訊。 

點選數分成 (%) 預估點選百分比，根據您鎖定的市場點選總數而定。 

範例：在您鎖定的市場中一天 1,000 個預估點選數中，您大約獲得 230，換言之

為 23%。

完全比對曝光數

分成 (%)
在您有資格獲得之完全比對曝光總數中，完全符合您的關鍵字，且您的廣告活動

在搜尋中收到的預估曝光數百分比。 

廣告曝光佔有率 

您可以使用 Bing Ads 的 [廣告曝光佔有率] 報表，查看有關您可能失去 的廣告曝光數和點選數百分比的統

計資料。此報表會顯示帳戶、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和關鍵字廣告成效的曝光數和點選數份額資訊。 

若要建立 [廣告曝光佔有率] 報表，請點選 [報表]。如果尚未展開，請點選 [標準報表]。點選 [廣告成效]，
然後點選 [廣告曝光佔有率]。

選取時間單位 ([顯示 (時間單位)])、[日期範圍]，以及所需的下載 [格式]。點選 [執行] 執行報表，或點選 
[下載]，選擇以 CSV 或 TSV 檔案格式下載報表。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13/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13/2


 

您可在 [帳戶彙總] 頁面、[廣告活動]、[廣告群組] 或 [關鍵字] 資料格中新增競爭指標。移至 [帳戶彙總] 頁
面或 [廣告活動]、[廣告群組] 或 [關鍵字] 資料格。點選 [資料欄位] 開啟 column chooser。選擇 [競爭 (廣
告曝光佔有率)] 區段。選擇任一資料欄位加以新增。點選 [套用]。 

深入閱讀哪些曝光數分成資料會納入報表。

摘要

若要改善您的品質評分並確保廣告出現在 Bing 關鍵字廣告上，請記住這些關鍵要點：

 整體的廣告品質評分計算包括一系列因素的數值，其中有關鍵字及登陸頁面相關性，也有點選率

成效。

 利用成效報表追蹤您的歷史品質評分，以監控品質評分隨著時間的變化。

 利用廣告曝光佔有率報表，分析廣告曝光數分成資料、進行出價調整，並監控點選品質。 
 運用 Bing Web 資源，對未顯示廣告的原因進行疑難排解。

 Bing Ads 的詳細報表功能

如果您已建立廣告活動、撰寫廣告以及微調關鍵字清單，下一步就是使用 Bing Ads 的搜尋廣告報表功能評

量廣告活動成效。

透過 Bing Ads 報表，您可以使用您所選擇的對您具有重要性的指標，追蹤有關廣告活動的統計資料。執行

成效報表 (這些報表會從追蹤統計資料產生) 可以幫助您在廣告預算與支出、廣告以及關鍵字廣告成效上，

做出周延的選擇。 

完成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比較 Bing Ads 報表類型。

 從眾多自訂的報表中做選擇。

 建立報表排程。

 自訂報表以最佳化廣告成效。

報表頁面

Bing Ads 報表頁面大約有三十種報表，幫助您改善廣告活動成效；每項報表都有其獨特的優點。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77/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33/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33/2


 

下列重要報表有助改善廣告活動的相關性及新鮮度，也有助提升廣告的能見度、點選率和成交率。 

 [關鍵字]、[廣告活動]、[廣告] 及 [廣告群組] 報表，可以讓您知道哪些廣告活動成效良好，以及您

的關鍵字對於廣告活動成效有何貢獻。 
 [搜尋詞彙] 報表顯示哪些關鍵字會觸發顯示您的廣告。 
 [廣告曝光佔有率] 報表提供預估將會輸給市場競爭對手的地方。 

若要建立報表，請移至 [報表] 頁面。在左側窗格中，點選 [標準報表]，然後點選 [廣告成效]、[變更記錄]、
[目標鎖定]、[廣告活動分析功能] 或 [計費及預算]。 

選取您要的報表。選取 [顯示 (時間單位)]、[日期範圍]，下載 [格式] 與所有帳戶或特定帳戶之 [要報告的項

目]。點選 [執行] 執行報表，或按 [下載]，選擇以 CSV、TSV 或 XLSX (Microsoft Excel) 檔案格式下載報表。

下列圖表指出各種廣告額外資訊報表間的差異；這是一項新功能，可追蹤企業從個人電腦、平板和行動裝

置吸引到的客戶。深入了解如何建立並閱讀廣告額外資訊報表。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94/2


 

依關鍵字的廣告額外資訊

顯示訊息：您每個關鍵字額外資訊的曝光數、點選數、支出與平

均點選成本。這項資訊能以關鍵字、關鍵字 ID、廣告額外資訊類

型、廣告額外資訊版本加以排序。 

執行目的：比較各版本之廣告額外資

訊在每個關鍵字上的成效。 

依廣告的廣告額外資訊

顯示訊息：依廣告彙總的額外資訊曝光數、點選數、支出與平均

點選成本。這項資訊能以廣告 ID、廣告標題、廣告額外資訊類

型、廣告額外資訊版本加以排序。 

執行目的：比較各版本之廣告額外資

訊對每個廣告的成效。 

廣告額外資訊詳細資料

顯示訊息：每項額外資訊項目的曝光數、點選數、支出與平均點

選成本。這項資訊能以個別廣告額外資訊網站價值、廣告額外資

訊 ID、廣告額外資訊類型加以排序。 

執行目的：評估每項廣告額外資訊項

目的效率，例如網站連結額外資訊每

個連結的效率。 

來電轉接詳細資料

顯示訊息：每通從來電廣告額外資訊轉接來電的持續時間。 執行目的：評估哪一個帳戶、廣告活

動或廣告群組促成的來電最完整。 

為廣告活動設定位置目標鎖定之後，您可以使用地理位置報表找出廣告在不同位置的成效，這可以幫助您

決定將更多的廣告資源投放在何處。 

這項報表中有兩個資料欄位，供您參閱地理位置的細節：

 位置類型：顯示您的廣告出現的位置。該位置可為客戶的實體位置 (位置類型為實體位置) 或客戶展

現興趣的位置 (位置類型為感興趣的位置)。 
 最具體的位置：顯示作為目標鎖定之最具體的位置，讓您了解廣告顯示位置的詳細資訊。由於系統

與資訊的限制，Bing Ads 無法總是接收到最細分的位置。例如，您可能會在這個資料欄位中看到

台灣。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51/0


 

Bing Ads 的報表與圖表結合不同屬性與成效統計資料，提供豐富多樣的資訊。每項 Bing Ads 報表都包括

一組這些屬性與統計資料的子類別。您可在 [參考指南] 中了解最常見的報表內容；該處以字母順序排列。

深入閱讀各種報表類型。 

建立自訂的報表

您可以自訂標準報表並將其儲存，以便未來再次執行。

在 [報表] 頁面的左窗格中，點選 [標準報表]，然後點選 [廣告成效]、[變更記錄]、[目標鎖定]、[廣告活動

分析功能] 或 [計費及預算]。

選取您要的報表。選取 [顯示 (時間單位)]、[日期範圍]，下載 [格式] 與所有帳戶或特定帳戶之 [要報告的

項目]。

在 [選擇您所需的資料欄位] 下，新增或移除資料欄位以設定您的報表，顯示您想要呈現的內容。(或者，

您可以選取 [篩選] 套用到您的報表)。點選 [我的報表設定]，然後選取 [另存為自訂報表] 核取方塊。

點選 [執行]。在左窗格中，點選 [自訂報表]，接著您將會看到您剛建立的報表。您可以隨時點選此報表以

再次執行報表。

建立或取消排程報表

若要建立排程報表，請移至 [報表] 頁面。在左側窗格中，點選 [標準報表]，然後點選 [廣告成效]、[變更記

錄]、[目標鎖定]、[廣告活動分析功能] 或 [計費及預算]。 

選取您要的報表。選取 [顯示 (時間單位)]、[日期範圍]，下載 [格式] 與所有帳戶或特定帳戶之 [要報告的

項目]。 

點選 [我的報表設定]，然後選取 [規劃此報表時程] 核取方塊。選取排程報表的頻率、特定星期、特定時段、

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輸入您想要傳送報表的電子郵件地址，並指明是否要以電子郵件附件的形式傳送報表。點選 [執行]。 

若要取消已排程的報表，請點選左窗格中的 [自訂報表]。選取要刪除的報表，然後點選 [刪除]。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24/2-50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33/2


 

執行搜尋詞彙報表

搜尋詞彙報表顯示人們所用，使您的廣告顯示出來的關鍵字。有了這項曝光數與點選數資料，您就能微調

廣告群組中的關鍵字與排除字彙清單。您可從 [關鍵字]、[維度] 索引標籤中，以及 [報表] 頁面上建立搜尋

詞彙報表。 

若要從 [關鍵字] 索引標籤中建立搜尋詞彙報表，請點選 [關鍵字] 索引標籤。選取一個或更多關鍵字。點選 
[詳情]。點選 [搜尋字串]。

Bing Ads 會列出觸發廣告的客戶搜尋查詢或其他輸入內容。若要新增詞彙至關鍵字清單，請選擇一個或以

上的詞彙。點選 [新增為關鍵字]。若要排除與業務無關的關鍵字，請點選一個以上的詞彙，點選 [新增為排

除字彙]。 

若要從 [維度] 索引標籤中建立搜尋詞彙報表，請點選 [維度] 索引標籤，並在 [顯示] 旁點選 [搜尋字串]。 

若要在 [報表] 頁面上建立搜尋詞彙報表， 

[報表] 頁面上的報表會列出在過去 30 天內，擁有大量點選數的搜尋字串。 

若要執行，請點選 [報表]。如果尚未展開，請點選 [標準報表]。點選 [廣告成效]，然後點選 [搜尋字串]。 

選取時間單位 ([顯示 (時間單位)])、[日期範圍]，以及所需的下載 [格式]。 

或者，您也可以執行下列其中一個或多個操作： 

 將報表設定為包括所有帳戶 (預設) 或選取 [特定帳戶、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然後選擇所要

的項目。 
 點選 [選擇您所需的資料欄位] 來選取或移除用於報表的屬性和廣告成效統計資料。 
 點選 [我的報表設定]，將報表另存成自訂報表或排程在指定時間執行報表。 

點選 [執行] 執行報表，或點選 [下載]，選擇以 CSV 或 TSV 檔案格式下載報表。 

期間比較報表

期間比較報表可以協助您了解廣告成效。資料欄位和子資料欄位會並排顯示兩個期間廣告成效的比較，以

及曝光數及點選數的變化情況。您也可以篩選、排序及下載報表。

若要啟用 期間比較報表，請點選 [帳戶彙總] 或 [廣告活動] 頁面上的日期區間。

在[比較] 切換上點選 [關閉]。



 

選擇 [前期]、[前一年的相同時段] 或 [自訂]，點選 [套用]。

在表格中點選每個廣告成效指標旁的加號，檢視比較內容。 

您會看到下列子資料欄位：

 目前期間 (年/月/日 – 年/月/日) 
 比較期間 (年/月/日 – 年/月/日) 
 改變 (目前時間期間 – 比較期間) 
 改變 % (目前 – 比較)/比較 * 100%

在表格中點選每個廣告成效指標旁的減號，檢視比較內容。您可排序、篩選、下載所有子資料欄位及比較

資料。從三個選項當中選取要比較的期間，然後選取 [套用]。

 前期：如果選取本月 (例如 3/1-3/31) 作為目前的時間範圍，那麼前期便會是上個月 (例如 2/1-2/29)。
 前一年的相同時段：如果選取本月 (例如 2016/3/1-2016/3/31) 作為目前的時間範圍，那麼前一年的

相同時段便會是去年同月 (例如 2015/3/1-2015/3/31)。
 自訂：今天之前 3 年內的任何時間長度都可以選取作為比較期間。

點選 [套用] 後，每一個廣告成效指標資料欄位都可以透過點選「+」圖示來展開。如果您已將任何區隔套

用至資料格，也會看到這些子資料欄位資料。此外，在所下載的檔案中也會看到這些新資料欄位。

您也可以在這些子資料欄位上進行篩選，舉例來說，您可能選擇要篩選出曝光數降低 10% 的廣告活動，

然後隨之調整這些廣告活動的關鍵字。 

若要關閉 期間比較報表，請點選 [帳戶彙總] 或 [廣告活動] 頁面上的日期區間。在 [比較] 切換上點選 
[啟用]。 

附註：廣告成效比較報表僅適用於美國市場。



 

區隔您的廣告成效資料

您可以透過區隔功能，依據「時間」、「網路」、「裝置」以及「熱門項目與其他項目」，將廣告活動頁

面上的廣告成效資料分割成資料列。例如，根據裝置區隔您的曝光數、點選數和點選率資料，查看客群是

使用哪些裝置觀看您的廣告。這樣便能獲得廣告活動成效的更深入見解，而不需要再移至 [報表] 頁面來取

得此類詳細資料。

若要新增 區隔到表格，請在 [廣告活動] 頁面上選取 [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關鍵字] 或 [廣告額

外資訊] 索引標籤。點選 [區隔]，然後選取要套用的區隔。

當資料按照您所要的方式顯示時，您可以將資料下載至 .csv 或 Excel 報表，以方便分享給客戶或用於進一

步分析。

有些區隔類型只有指定特定一段時間的資料。閱讀摘要了解可使用的項目，以及使用該區隔時應避免使用

哪些日期範圍。

若要從 Bing Ads 報表上移除 區隔，請在 [廣告活動] 頁面上，選取 [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
[關鍵字] 或 [廣告額外資訊] 索引標籤。點選 [區段]，然後點選 [無]。

下載廣告活動頁面的廣告成效資料

在 [廣告活動] 頁面的不同索引標籤上，您可以使用資料欄位和篩選條件、區隔以及日期範圍，讓表格中的

廣告成效資料井然有序。當資料按照您所要的方式顯示時，您可以將資料下載至 .csv (標準或 zip) 或 Excel 
報表，以方便分享給客戶或用於進一步分析。

在 [廣告活動] 頁面上，點選要下載為報表的表格所對應的索引標籤。例如，[廣告] 或 [關鍵字]。點選 
[下載]，然後選取 [報表的格式]。點選 [下載]。

摘要

Bing Ads 報表是功能強大的廣告活動最佳化工具，您可以藉助此工具選擇特定報表、視需要自訂自己的報

表並排程執行。 

Bing Ads 報表工具可協助您：

 評估搜尋廣告活動成效。

 辨別出最佳化商機。

 在同一位置就可以追蹤及比較廣告成效和預算資料。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60/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35/-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69/2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35/2


 

 動態搜尋廣告

動態搜尋廣告是一項簡化的低接觸功能，能確保客戶在 Bing 關鍵字廣告上找到您的產品或服務。動態搜尋

廣告會根據您的網站內容自動鎖定相關搜尋查詢，且會不斷更新以回應這些搜尋查詢。

閱讀有關動態搜尋廣告的資訊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設定動態搜尋廣告 
 了解您網站該鎖定的正確區塊。

 利用增強型 CPC 設定廣告群組及關鍵字出價。

自動建立目標明確且相關的廣告

動態搜尋廣告會根據您的網站內容自動鎖定相關搜尋查詢，且會更新以回應這些搜尋查詢。有了這項功能，

您就不必維護關鍵字清單、管理出價或更新並客製化廣告標題。您的工作量會減少，也能順應新的查詢，

促進額外成交數。 

動態搜尋廣告最適用於兩種廣告主： 

 其一是擁有大量網頁目錄，持續改變產品內容，難以管理每項產品的搜尋廣告者。

 其二是不熟悉搜尋廣告，但希望快速且輕鬆體驗此功能者。

動態搜尋廣告如何運作？ 

基本的步驟與建立文字廣告廣告活動相同，除了下述需謹記在心的額外選項之外。從 [廣告活動] 索引標籤

點選 [建立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動態搜尋廣告]。輸入網站網址，然後在類別、所有網頁或特定網頁中選

擇鎖定目標。只要為相關目標新增特定廣告文案，Bing Ads 就會根據您的目標產生特定網址登陸頁面。 



 

建立動態搜尋廣告時，您需要為每個動態搜尋廣告群組考慮以下各項： 

1. 您想鎖定的網站區塊。

在 [建立動態廣告目標鎖定] 下選擇 [建議鎖定類別]、[鎖定所有網頁] 或 [鎖定特定網頁]。 

 建議鎖定類別：Bing Ads 會分析您的網站，接著依內容分類。您可選擇希望鎖定的類別，系統會依

此自動產生關鍵字及廣告。如果您想讓動態搜尋廣告聚焦在特定主題上，或您希望為網站上不同部

分設定個別出價時，這個選項就適合您。

 鎖定所有網頁：Bing Ads 會檢視您網站所有頁面的內容，以此產生關鍵字及廣告。 

 鎖定特定網頁：由您選擇網站上的特定頁面，根據網址、類別、頁面標題或內容進行鎖定。如果您

希望為網站上不同部分設定個別出價，或是您想確保網站上鎖定的部分與廣告活動目標相關時，這

個選項就適合您。

 「頁面標題」是顯示在網頁頂端的文字，在網站代碼中即為如下區塊的文字： 

<head>
  <Title> 這是頁面標題 </title>
</head>

 「頁面內容」是網頁上的可見文字，在網站代碼中即為這些索引標籤中的文字：

<body></body>

附註：一旦建立自動目標，其狀態就不能再變更。



 

2. 廣告內容

有了動態搜尋廣告，您就不需 撰寫廣告標題。Bing Ads 會根據適當關鍵字及網站內容自動產生標題。不過，

您仍需要 撰寫廣告敘述。

您可選擇一至兩個路徑顯示在網域之後。路徑與最終網址不同。最終網址是客戶點選廣告後轉換而至的實

際網址。路徑是網址的縮短版本或「友善」版本，只顯示一到兩個子目錄。如果您銷售男裝並為春季上衣

特賣打廣告 http://www.contoso.com/content/en/clothesaccessories/spr2017/shirts，您的最終網址可能會

是，但路徑可能是 contoso.com/SpringSale/Shirts。 



 

目標排除 

您可能會發現，就跟關鍵字一樣，有些目標鎖定毫無建樹，或是您在網站、產品或服務類別中有些頁面不

想經過動態搜尋廣告。 

若是如此，請建立目標排除，方法就跟建立目標鎖定一樣。

若要新增目標排除，請瀏覽至 [自動目標] 索引標籤，點選下拉式清單，選取 [排除]。點選 [新增排除]，

接著建立目標排除。 

附註：請像使用搜尋廣告活動一樣使用排除字彙，例如關鍵字鎖定、購物或動態搜尋廣告。

動態搜尋廣告秘訣 

以下是一些充分利用動態搜尋廣告的訣竅及提示：

 為類似的關鍵字類別設定接近非完全比對出價的預設出價。 

 為不同的動態廣告鎖定建立不同的廣告群組。建立 [鎖定所有網頁] 廣告群組以及更細微的目標，

盡可能獲取更多相關搜尋。 

 排除您網站中無法促成成交數的部分，並常常在搜尋詞彙報表上檢視排除字彙，將之以排除字彙新

增到動態搜尋廣告廣告活動中。 

 在其他廣告活動中新增已暫停關鍵字及現行排除字彙，做為動態搜尋廣告廣告活動中的排除字彙。 

 在每個廣告群組中運用適當的額外資訊 (網站連結、註標、評論、結構化摘要、位置等)。

 在搜尋詞彙報表中尋找成效不佳的登陸頁面，在動態搜尋廣告廣告活動中將之新增為排除對象。

 利用付費搜尋再行銷與客群增加動態搜尋廣告廣告活動的出價。

附註：動態搜尋廣告目前只適用於美國及英國。 



 

摘要

動態搜尋廣告會根據您的網站內容自動鎖定相關搜尋查詢，且會不斷更新以回應這些搜尋查詢。善用這項

功能，就能自動建立目標明確且相關的廣告，減少您的工作量，把握所有商機。

考慮使用您的動態搜尋廣告選項時，請記住下列要點：

 從 Google AdWords 依需要匯入動態搜尋廣告。

 在其他廣告活動中新增已暫停關鍵字及現行排除字彙，做為動態搜尋廣告廣告活動中的排除字彙。 

 運用增強型 CPC 設定廣告群組和關鍵字出價，Bing Ads 就會自動調整出價。

 多連結與多位使用者存取途徑

Bing Ads 多連結能將多個廣告代理商連結到單一帳戶。這在轉換廣告代理商時相當有用，也有益於廣告代

理商或廣告主建立單一客戶 shell，可用以存取所有管理的帳戶。 

Bing Ads 多位使用者存取途徑讓您能以一個使用者名稱存取多個客戶 shell。這對下述兩者特別有用：

一是可從客戶 shell 下直接登入，為客戶管理帳務的廣告代理商；二是需要為客戶建立新客戶 shell 的廣告

代理商。

閱讀這項「多連結與多位使用者存取途徑」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用一組電子郵件地址及密碼管理所有帳戶。 
 利用一組電子郵件地址及密碼在客戶 shell 之間轉換。

 利用現存電子郵件地址及密碼新增客戶並存取新客戶。 
 檢視多個客戶資訊並管理預設值。

 接管帳務及付款功能，授予並移除帳戶存取途徑。

多連結基本知識

帳戶連結的力量不可小覷。當您連上一位客戶的帳戶時，就獲得存取與控制該 Bing Ads 帳戶的能力。相對

來說，如果您讓別人存取您的帳戶，這位人士 (也就是管理客戶) 就能徹底掌握您的帳戶及廣告狀態，也包

括接管帳務。

身為帳戶擁有者，您可隨時掌控擁有存取您帳戶權限的人。您最多可在帳戶上授予五位管理客戶存取權。

您也可隨時移除他們的存取權。 

當您連上一個帳戶時，您可選擇接管該帳戶的帳務。一旦這麼做，您就必須負責所有廣告費用，包括連結

建立時所有擱置中的費用。因此，最好先與目前的付款客戶建立合約 (可能是帳戶擁有人或其他第三方)，
再進行這項非必要步驟。 



 

接管帳務

如果您接管帳務，就必須設定有效的付款方式。如果您計畫預付該帳戶或使用每月發票結算，請注意 Bing 
Ads 可能會從您的帳戶中扣除稅金。另外，您必須為每月發票帳戶建立委刊單，廣告才能生效，否則該帳

戶會遭到暫停。

在您連上另一個帳戶之前，必須先與帳戶擁有人協議如下事項：您想連結之帳戶的帳戶號碼、約定的開始

日期、帳務由誰負責。 

連結帳戶

若要連結帳戶，請點選齒輪圖示 ，然後點選 [帳戶與帳單]。點選 [要求] 索引標籤。點選 [連結帳戶]。

在 [連結細節] 下輸入 [帳戶號碼]。帳戶號碼應為八位數英數字。輸入 [開始日期]，也就是您想開始管理帳

戶的日期。

您可選擇性新增 [附註]，這對帳戶擁有者會相當有用。如果您不想接管帳務，請點選 [傳送要求]，或在 
[付款人] 處選取 [由我接管此帳戶的帳務]。

選取 [付款方式] (預付、後付門檻或每月發票) 以及 [付款方法] (您的付款方式)。我們鼓勵您為每月發票帳

戶建立委刊單，如此即便管理人移轉，帳戶中的廣告仍會持續生效。點選 [傳送要求]。 

深入了解如何接管帳務、取消要求、取消連結要求、檢視有權存取帳戶的人。 

多位使用者存取途徑基本知識 

同時使用多個帳戶時，管理、追蹤多位使用者名稱對您及您的業務來說都是燙手山芋。有了多位使用者存

取途徑，您就能使用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及密碼存取所有的 Bing Ads 客戶，讓您輕鬆管理多個帳戶。 

多位使用者存取途徑的大量工作流程可讓您一次設定多個整併登入。最好從 [工具] 功能表瀏覽大量工作流

程。您可在該處下載並檢視建議，根據您的需求修改檔案。如果您想新增新使用者，請新增客戶的現行使

用者名稱及即將受整併的新使用者名稱。

將完成的檔案上傳至工作流程，點選 [驗證]。檢視驗證結果，確定一切無誤，且所有使用者以醒目提示，

方便您確認想執行的項目都已確實完成。點選 [合併使用者名稱] 完成合併流程。 

如果您誤將錯誤的使用者整併至單一登入，只要移至 [管理存取權] 頁面，找到受整併的使用者名稱，點選 
[回復使用者名稱] 連結。這個動作會從整併登入中移除該使用者，該使用者須使用舊的使用者名稱登入。

請務必記住，使用者名稱一旦合併，就不能再用於線上登入 Bing Ads。也就是說，如果您有一個可存取 
5 個帳戶的登入名稱，另一個可存取 10 個帳戶，您就必須在這兩個客戶間切換，才能檢視所有帳戶。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854/3


 

我該如何以受邀使用者的身分存取 Bing Ads？

假設您以受邀新使用者的身分加入 Bing Ads，(如果您沒在帳戶管理員邀請後不久收到「邀請加入 Bing Ads」

電子郵件，請確認信件是否送至垃圾郵件資料夾。) 收到邀請函之後，您有 30 天可啟用帳戶。

首次登入 Bing Ads 時，請找出寄件人為 Bing Ads，主旨為「邀請加入 Bing Ads」的電子郵件。在郵件內 
[如何開始] 下點選連結。

接著選取最適合您的選項： 

 利用現存電子郵件地址。請輸入電子郵件，確認該電子郵件地址的可用性。 

 如果您曾用這個電子郵件登入 Microsoft 產品，就能順利登入並進入 Bing Ads。

 如果您從未使用這個電子郵件登入 Microsoft 產品，就必須到 Microsoft 帳戶建立新

帳戶。

 建立新的電子郵件地址。系統會將您導至 Microsoft 帳戶登入頁面，您可在此建立新的電子

郵件地址。

請填寫使用者資訊表格，輸入您想用來接收重要通知的電子郵件地址。(這裡的聯絡人電子郵件地址可與您

用來登入 Bing Ads 的電子郵件地址不同)。點選 [儲存]。



 

摘要

Bing Ads 多連結與多位使用者存取途徑讓您協助客戶快速、輕鬆管理多個帳戶。

重點整理：

 您可將所有帳戶連結至一位客戶，將這位客戶設定為帳戶付款人。

 您可協助客戶在兩個廣告代理商之間移轉，並可隨時存取任一方。 

 擁有多個 shell 的客戶可執行報表，檢視擁有或管理的所有帳戶，無論是否有其他連結皆然。 

 聯播夥伴網絡

Bing Ads 正積極拓展夥伴網絡，特別是與額外第三方廣告網站建立合作關係。有了聯播夥伴網絡，您就能

透過高品質的合作關係，穩定擴大廣告主的觸及範圍。 

閱讀有關聯播夥伴網絡的資訊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利用聯播夥伴網絡大規模帶動全球優質流量。

 增加廣告主新產品及功能的觸及範圍。

 透過增加搜尋量及廣告點選率，提升點選量。

何謂搜尋聯播？

當搜尋引擎向第三方數位網站 (網站及應用程式) 提供搜尋能力 (搜尋方塊及搜尋結果頁面) 時，搜尋聯播及

播送就能派上用場。 

當使用者在這些數位網站上進行搜尋時，他們會被帶到搜尋引擎結果頁面 (SERP)，該處會顯示付費結果與

自然結果，接著聯播夥伴會在他們的網站上顯示搜尋結果及廣告。搜尋聯播也可在未使用搜尋方塊的情況

下顯示廣告，例如在夥伴網站上點選關鍵字連結。

聯播搜尋廣告及聯播自然搜尋服務是分開的，Bing Ads 聯播夥伴可能使用其一或兩者並用，根據夥伴的特

殊需求而定。Bing Ads 會向這些第三方廣告網站播送廣告，有人點選廣告時，他們就能共享廣告收益。

附註：所有夥伴及個別網域都已透過 Bing Ads SEAM (傑出供應及管理) 流程調查並核准。



 

聯播的優勢

聯播可大幅增加您在 Bing 關鍵字廣告上的觸及範圍。光是在去年，Bing 聯播就有超過 1070 億次搜尋。

實際上，Bing 關鍵字廣告上每 6 次點選，就有 1 次是來自聯播。 

基於以下原因，廣告主應考慮加入聯播：

 您可擴大觸角，從新的優質客群中獲取更多點選數。 
 您可自成長中的網絡中觸及更多客戶。加入聯播後，您的廣告就有機會分食 Bing 聯播網絡客戶全

球每年數十億次搜尋的大餅。

 品質控管：Bing Ads 控制機制能協助維持品質。Bing Ads 透過廣告網站流量品質評分 (PTQS) 提供

控管機制，有助維持您想要的品質。

 每次點選成本較低：Bing Ads 聯播夥伴網絡上的每次點選成本較低，有助提升投資報酬率 (ROI)。 

其他功能包括網站排除項目，只要啟動 UET，您就能在 Bing Ads 廣告活動加入聯播夥伴網絡時享有控制權

及彈性。

功能及涵蓋範圍

Bing Ads 與廣告網站個別合作，針對個別客群提供相關功能，因此每個廣告網站能用的功能不同。例如，

近期的廣告產品適用於 AOL 網站搜尋流量，例如網站連結額外資訊、動態網站連結、位置額外資訊及通話

額外資訊。其他註解如商家評等、粗體及長廣告標題等功能也適用。

選擇加入聯播搜尋夥伴的廣告活動可顯示在所有裝置上 (個人電腦、平板、行動裝置，包括應用程式)。

第三方廣告網站

Bing Ads 有許多第三方廣告網站夥伴：

 Yahoo (包括聯播夥伴) 

 AOL (包括聯播夥伴) 
 Amazon
 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 
 CBS Interactive
 adMarketplace 
 Gumtree 
 Ecosia 
 Infospace



 

加入聯播搜尋

所有廣告活動都會在您設定廣告活動時自動選擇加入聯播搜尋流量，除非您選擇退出。 

 

 

廣告行銷選項 

所有搜尋網絡 (Bing、AOL、Yahoo 搜尋及聯播搜尋夥伴)：

 廣告活動會在 Bing 關鍵字廣告所有網站上播送廣告 

 僅限於 Bing、AOL 及 Yahoo (擁有並營運) 搜尋： 

 廣告活動可在擁有並營運的網站上播送廣告，例如 Bing.com、AOL.com、Yahoo.com，但不會

顯示於第三方聯播夥伴網站

 僅限於 Bing、AOL 及 Yahoo 聯播搜尋夥伴： 

 廣告活動可在非擁有或營運的網站上播送廣告，例如華爾街日報、CBS Interactive、

MapQuest.com、Autoblog 及其他。 

監控廣告成效

監控廣告成效最好的方法是：1) 建立通用活動追蹤及成交目標 2) 時常檢視廣告網站成效報表，或在 [維度] 

索引標籤中檢視廣告網站報表。 

標籤聯播夥伴廣告成效能協助您善用網站排除功能，封鎖不符合品質條件或廣告成效 KPI 的網域。 

附註：如果您發現有詐騙點選的情況，請向流量品質團隊提交申訴表單。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policies/traffic-quality


 

聯播秘訣 

 評估曝光數、點選數及成交數，了解您的廣告是否順利運作。 

 調整您的廣告文案、出價、關鍵字及目標鎖定，提升成效結果。

 確認預算能協助您增加業務量。

 若有關於聯播搜尋的問題，或作業上需要協助，例如執行網站排除項目，請聯絡支援團隊。

 如果您剛開始使用聯播搜尋，請嘗試建立只使用聯播搜尋的廣告活動。您可設定特殊關鍵字，檢視

每次點選成本，了解聯播功能的成效。

 網站排除項目：廣告主可以排除成效不佳的聯播網站，在極端案例中也可選擇退出。 

附註：聯播搜尋廣告適用於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的廣告網站。

摘要

聯播夥伴將 Bing Ads 的客戶連結到正確的廣告網站及客群，提升行銷廣告活動的投資報酬率 (ROI)。聯播

搜尋也有助於提升查詢量，為廣告主增加曝光數、點選數及收益。

考慮使用您的聯播夥伴網絡選項時，請記住下列要點：

 Bing Ads 會向這些第三方廣告網站播送廣告，有人點選廣告時，他們就能共享廣告收益。

 時常檢視廣告網站成效報表，監控廣告成效。

 啟用 UET 以分析您的個人化資料，提升廣告成效。

 Bing Ads Intelligence
Bing Ads Intelligence 是個功能強大的關鍵字建議工具，可讓客戶使用 Excel 介面建立及擴充關鍵字清單；

不僅如此，還能輕鬆評量相關關鍵字的廣告成效，並運用這些深入見解，改善關鍵字選擇，增進廣告活動

成效。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下載 Bing Ads Intelligence 工具。

 套用關鍵字建議及關鍵字分析功能。

 建立可自訂的關鍵字建議工作流程。

 下載並運用整合的關鍵字建議範本。



 

安裝工具

安裝 Bing Ads Intelligence 工具之前，請先確定您的電腦上有安裝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Tools for Office 
和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 或更新版本，並且已關閉這些程式。此外，也須解除安裝所有舊版的 Bing 
Ads Excel 增益集或 Bing Ads Intelligence。接著，登入 Bing Ads 帳戶，並瀏覽至 [工具] 索引標籤。點選 
[Bing Ads Intelligence] 功能表項目，連結至 Bing Ads Intelligence 下載頁面。您也可以直接瀏覽至 
bingads.com/BAI 下載 Excel 增益集。然後，您便可以選取 [立即下載] 並按照安裝精靈的提示操作。

Bing Ads Intelligence (BAI) 介面

安裝 BAI 之後，所有選項皆可見於 Excel 功能區的 Bing Ads Intelligence 索引標籤。 

登入帳戶，使用建議關鍵字與出價預估改善您的關鍵字選擇及廣告活動成效。每項報表會顯示於該報表索

引標籤的表格中，輕鬆排序、篩選、鎖定您要的特定資訊。 

只要選取並輸入您想搜尋的關鍵字，點選報表 (例如，一份顯示包含您關鍵字的 Bing 及 Yahoo 搜尋報表)，
便能開始使用 BAI。 

最好同時檢視其他報表，找出對您廣告活動最有效益者。 

若要研究您 Bing Ads 帳戶中現存的關鍵字，請點選 [選取帳戶] 搜尋帳戶，選擇包含您搜尋之關鍵字的廣

告活動與廣告群組。與先前相同，選取您想搜尋的關鍵字，選擇報表。 



 

[更多建議選項] 按鈕可根據屬性 (如過去的廣告成效、地理和人口特徵) 建立關鍵字策略，並可以檢閱資料

以便最佳化關鍵字出價策略。這些按鈕大多需要輸入參數以縮小結果範圍，例如「比對方式」、出價、

裝置和日期範圍。

關鍵字建議與出價策略

[關鍵字建議] 按鈕可以協助您對關鍵字和出價預估執行整合式建議。您可以依據關鍵字特定評量值 (例如點

選次數、曝光次數、排名及點選率) 的價格資料，調整出價策略。

若要產生建議關鍵字清單，請從帳戶關鍵字工作表 (或任何有關鍵字資料欄位的工作表) 選取想要使用的關

鍵字。請只從單一資料欄位選擇關鍵字。在 [Bing Ads Intelligence] 索引標籤上點選 [關鍵字建議]。如果

要自訂清單，請點選 [自訂]，然後在 [關鍵字建議] 對話方塊中選取想要的選項，最後點選 [提交]。在您建

立關鍵字建議清單之後，點選 [建立大量工作表]，選取您想要的出價及比對方式，以及欲新增之廣告活動

及廣告群組。之後建立 CSV 檔案，您可將之直接匯入 Bing Ads。 

有了 Bing Ads Intelligence 工具，您就可以利用最高可包含 200,000 個產生字詞的關鍵字清單，輕鬆從關

鍵字擴充中篩選出成人/品牌詞彙。

Bing Intelligence 也會讓您清楚掌握每一個資料的來龍去脈。若要制定周延的關鍵字策略及最佳化關鍵字建

議和出價預估，您應該：

 點選 [流量]，可取得每日、每週和每月的搜尋查詢計數。[流量] 可用於辨別出搜尋查詢中的趨勢。

 點選 [關鍵字廣告成效]，可檢視指定關鍵字的歷史廣告成效資料，包括點選數、曝光數以及成本。



 

在 [更多建議] 下，您可以探索以下項目：

 點選 [網頁關鍵字]，可產生特定網站的關鍵字。

 點選 [關鍵字擴充] 使用 Bing 關鍵字建議工具，可對工作表中選取的關鍵字產生更多構想。

 點選 [使用您的關鍵字搜尋]，可產生一份包含關鍵字的搜尋查詢清單。

 點選 [關聯的關鍵字]，可依據其他廣告主的出價行為，產生新的關鍵字。

 點選 [相關搜尋]，可根據 Bing 相關搜尋結果，建立一份搜尋查詢清單。相關搜尋字串是由在 Bing 
搜尋結果畫面左側顯示的相關搜尋清單擷取而來。

 點選 [關鍵字類別]，可檢視指定關鍵字的商務類別清單。

 點選 [搜尋使用者位置]，可產生一份在國家 (地區)、省 (市) 或城市內具有指定關鍵字最多次搜尋的

位置清單。

 點選 [年齡群組和性別]，可針對過去 30 天內所指定的關鍵字，產生年齡群組和性別百分比。點選 
[新關鍵字的出價預估]，可研究現有關鍵字的出價建議和預估廣告成效資料。

點選 [提交]，即可傳回出價預估資料的試算表，並包含下列資料欄位：

 關鍵字

 排名

 預估最低出價

 平均每次點選成本 (CPC)
 點選率

 預計最小曝光數



 

關鍵字建議範本

這些是預先產生的關鍵字建議構想，其格式為儀表板試算表。

您可輕鬆存取這些範本。點選 [關鍵字建議範本] 按鈕，開啟 [範本] 面板。捲動至所要的範本，然後點選以

開啟。

大多數的範本都包含資訊說明，但整體上來說，範本都非常簡單好用。您只要在醒目提示的儲存格中輸入

資訊，然後點選 [全部重新整理] 按鈕即可。

範本的功能非常強大且具有彈性。您可搭配其他 Bing Ads Intelligence 和 Excel 功能擴充現有範本，或依據

自己獨特的工作流程來建立自訂範本。您可以儲存範本並和同事共用，也可與 Bing Ads Intelligence 使用

者社群一起共用。若要提交自訂範本，請傳送電子郵件至 bai-templates@microsoft.com。

建立範本

Bing Ads Intelligence 可讓您選擇要在活頁簿中顯示結果的位置。此外，您也可以透過最常使用的 Excel 功
能，例如樞紐分析表、篩選、排序和圖表，來處理資料。

假設您想要從種子關鍵字 (即「數位相機」) 建立一份 [產生的關鍵字] 清單。從 [產生的關鍵字] 資料欄位，

選取要傳回資料的關鍵字。點選 [流量] 開啟對話方塊。選擇 [現有工作表]，並選取欲放置傳回之流量資料

的儲存格。在此範例中，我們選擇 D6。

mailto:bai-templates@microsoft.com


 

點選 [提交]，流量資料即會插入選取的儲存格位置 (D6)。

您可以先儲存這項工作流程，稍後再使用。如果您需要不同關鍵字的流量資料，只需選取新的關鍵字範圍，

然後點選功能區中的 [全部重新整理] 即可。

請觀看影片了解如何使用 BAI 進行關鍵字建議、關鍵字擴充、定價及關鍵績效指標資料。

摘要

Bing Ads Intelligence 是功能強大的關鍵字建議工具，可協助您使用熟悉的 Excel 工具建立、擴充及最佳化

建議關鍵字清單和出價預估。

Bing Ads Intelligence 可協助您：

 建立最高 200,000 個產生的關鍵字清單。

 建立原始的關鍵字建議範本，可讓您分析業務的相關資料。

 使用簡單的試算表，探索出價預估資料。

 通用活動追蹤 

有了通用活動追蹤 (UET)，您只需在網站代碼中新增一個標籤，就能利用 Bing Ads 追蹤成交目標並建立再

行銷清單。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在 Bing Ads 中建立 UET 標籤。

 新增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到您網站的每一頁。

 設定成交追蹤或付費搜尋再行銷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wkglohfL1Xs


 

何謂「通用活動追蹤標籤」？

通用活動追蹤 (UET) 機制藉由安裝一個全網站標籤，供廣告主將使用者在網站上的活動回報至 Bing Ads。

這項標籤記載客戶在網站上的活動，接著 Bing Ads 收集這項資料，供您追蹤成交數 (例如購物或潛在客戶) 
或用再行銷清單鎖定客群。 

通用活動追蹤 

成交追蹤 付費搜尋再行銷 

建立 UET 標籤

在您使用再行銷清單追蹤成交數或鎖定客群時，您需要先建立 UET 標籤，將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新增到您

網站的每一頁。

若要開始，請點選 [廣告活動] 頁面，然後點選左窗格中的 [成交追蹤]。

在 [成交追蹤] 下，點選 [UET 標籤]。



 

點選 [建立 UET 標籤]，然後輸入名稱。 

選填：輸入可協助日後識別 UET 標籤的說明。我們建議您輸入網站頁面名稱或網址。 

點選 [儲存]。在 [檢視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 方塊中，點選 [複製]、[下載] 或 [電子郵件]，然後點選 
[完成]。 



 

新增 UET 程式碼到您的網站 

建立 UET 標籤後，下一步是將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新增到網站。只要新增至標題或內文區塊，就能新增到

整個網站。如果您的網站有主版頁面，最好新增於該處，因為只要新增一次，就會包含在所有頁面中。 

新增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的方法有兩種：直接新增或使用標籤管理程式。使用標籤管理程式的好處在於，

您可在一處管理所有網站標籤，省去反複更新的手續。 

廣告主在網站上安裝 UET 標籤後，標籤便會將該網站上的使用者活動回報至 Bing Ads。之後廣告主可建立

成交目標，明定網站上哪種使用者活動子類別可計入成交數。 

附註：UET 適用於所有產業用標籤管理體系。欲了解如何將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新增至各種標籤管理程式，

請見 UET 範例網站。

深入閱讀建立一個以上 UET 標籤的原因。 

成交追蹤

如果您在 Bing Ads 建立線上廣告活動，勢必想達成特定企業目標，例如提升品牌意識、增加潛在客戶、

獲得更多電子報訂閱戶、提升應用程式下載數、拉高現存客戶的線上或離線銷售，或維持顧客忠誠度。

成交追蹤功能會計算人們在網站上的活動類型與活動數，以此衡量廣告活動的投資報酬率 (ROI)。當動作符

合您的成交目標時，就會視為成交。

目標頁面會顯示成交指標，您可在 [成交追蹤] > [成交目標] 頁面檢視每項目標的成交數彙總。另外，您也

可進一步在 UI ([報表] 索引標籤) 或 API 中執行目標報表，以帳戶、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及關鍵字區隔資料

內容。

您可在[UET 標籤] 頁面驗證成交追蹤設定，確認標籤設定為 [標籤有效]。在 [成交目標] 頁面建立成交目標。

在 Bing 上觸發廣告，點選廣告，然後在網站上成交。三小時後再次檢視 [成交目標] 頁面，您會看到該目

標已開始計算成交數。

您也可用於 [自訂活動]，此功能會確認輸入字串是否存在於 UET 標籤所回報之網址中的任意位置。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88/1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27125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85/2


 

何謂成交目標？ 

成交目標與 UET 標籤相輔相成，供您追蹤網站上的使用者活動：

 UET 標籤：記錄客戶在網站上的活動 (動作) 並將資料彙整至 Bing Ads。 
 成交目標：定義您想在 Bing Ads 上追蹤為成交數的動作。 

UET 標籤將彙整成交目標所需資訊，以利在 Bing Ads 上追蹤成交數。定義成交目標後，您就可評估客戶在

網站上的動作及次數。之後您就能得知以下問題的答案：哪一個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及關鍵字最能
提升成交數？以及我對廣告投資的報酬為何？

我要如何建立成交目標？

點選 [廣告活動] 索引標籤，然後點選左窗格中的 [成交追蹤]。



 

在 [成交追蹤] 下，點選 [成交目標]。

在 [成交目標] 頁面上，點選 [建立成交目標]。

在 [目標名稱] 方塊輸入您目標的名稱。命名目標時，請使用適合的描述性名稱。(例如「結帳頁面」。)

選擇您要追蹤的成交類型：[實際連結網址]、[持續時間]、[每次造訪所檢視的網頁數]、[自訂活動] 或 
[行動應用程式安裝]。針對所選擇的目標類型，填入適當的數值。深入閱讀各種目標類型。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89/-1


 

決定目標類型之後，在 [範圍] 下，選取要將此目標套用至所有帳戶還是套用至特定帳戶。

如果選取所有帳戶，將無法設定收入值的貨幣。收入值的貨幣將取決於成交帳戶所用貨幣。

如果您想要新增每筆成交的貨幣值，請在 [收入值] 下，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每個成交動作都有相同的值] 核取方塊。輸入金額並選取貨幣 (如果可用)。這是固定收入值，不會

變更。

 [此成交動作的值可能會有所不同 (例如，依據購買價格)] 核取方塊。輸入當某筆成交未接收到任何

值時使用的預設金額並選取預設貨幣 (如果可用)。收入值將會根據您對新增至網站的 UET 標籤追蹤

程式碼所做的自訂而變更。

您也可以將 [計數] 指派給成交，並輸入 [成交時間]，來追蹤最長過去 90 天的資料。選取您要與此成交目

標建立關聯的通用活動追蹤標籤。點選 [儲存]。

附註：若要查看成交目標可用貨幣的完整清單，請參閱成交目標收入貨幣。

通用活動追蹤狀態

如果 UET 標籤在網站上超過 24 小時，您就可在 Bing Ads 中檢視 UET 追蹤狀態，確認標籤是否有效。 

可在 [成交追蹤] 中 [UET 標籤] 下的追蹤狀態資料欄位內檢視三種可能狀態： 

未驗證狀態表示 Bing Ads 尚未從網站的 UET 標籤接收任何使用者活動資料。Bing Ads 可能需花上 24 小時

才能驗證完畢。如果您一直看到這個狀態，可能是因為您尚未在網站上新增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或是設

定上出了問題，需要更正。 

標籤有效狀態代表 Bing Ads 已查看您的 UET 標籤，過去 7 天內未記錄到有任何成交。這有可能是因為您

未正確建立目標，未標籤整個網站 (特別是成交活動頁面)，或目前尚未有任何使用者在您的網站上成交。

標籤無效狀態表示 Bing Ads 在過去 24 小時內尚未從 UET 標籤接收任何使用者活動資料。若是這樣，請確

認網站上仍有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並以 UET 標籤協助程式進行驗證。

UET 標籤協助程式

當設定正確時，UET 標籤會是協助您達成投資報酬率 (ROI) 目標的強大工具。不過，設定標籤可能很棘手，

UET 標籤協助程式正好可以派上用場。

UET 標籤協助程式是 Chrome 瀏覽器擴充功能，它會自動在任何網頁上驗證 Bing Ads UET 標籤。標籤協助

程式：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ing-ads-currencies.aspx#conversiongoalrevenue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92/1/#exp26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92/1/#exp3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92/1/#exp3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_7FSDATb-mI


 

 即時驗證 UET 標籤

 讓您知道是否正確實作 UET 標籤

 協助對 UET 標籤的任何常見錯誤進行疑難排解

您可以從 Chrome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安裝 UET 標籤協助程式。只需依序點選 [加到 Chrome] 和 [新增擴

充功能] 即可。

通用活動追蹤設定

下列更新可以增強廣告活動成效：

支援唯一成交數可讓您根據業務需求來計算成交數。當您建立成交目標時，我們將提供適用於 [計數 ] 屬性

的 2 個選項供您使用：

 [全部 ] 成交數將會計算點選廣告之後發生的所有成交數。如果您要追蹤的成交為購買活動，這就是

很實用的選項。

 [唯一] 成交數計算點選廣告後的唯一成交數。如果您想追蹤網站上的成交為產生的唯一潛在客戶數，

請選取這個選項。

您所有的現有成交目標都會預設為 [全部 ] 成交數。您可以編輯這些目標，更新為 [唯一 ] 成交數。

[帳戶層級成交目標] 透過新的 [範圍 ] 屬性，指定成交目標是屬於帳戶範圍還是橫跨所有帳戶。

摘要

通用活動追蹤功能可供建立並追蹤成交追蹤和再行銷目標，只要幾個步驟就能輕鬆執行。

重點整理：

 建立並新增 UET 標籤到您網站的所有頁面。

 直接或使用標籤管理程式新增 UET 標籤追蹤程式碼。

 定義您想在 Bing Ads 上追蹤 (目標) 為成交數的動作。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uet-tag-helper-by-bing-ad/naijndjklgmffmpembnkfbcjbognokbf?utm_source=chrome-app-launcher-info-dialog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688/1


 

 Bing Ads Editor 
下載 Bing Ads Editor for Mac 或 Bing Ads Editor for Windows，您將享有直覺又簡潔的桌面應用程式，

不論線上或離線，都能簡化搜尋廣告活動管理。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瀏覽 Bing Ads Editor 使用者介面，包括自訂功能。 
 用 Bing Ads Editor for Mac 或 for PC，使 Bing Ads 與 Bing Ads Editor 同步。

 大量變更並匯入/匯出廣告活動。

 利用複製/貼上建立新的廣告活動。 

下載 Bing Ads Editor 

下載 Bing Ads Editor 的方法有兩種： 

 從使用者介面 [工具] 功能表中點選 Bing Ads Editor。
 前往 bingads.com/editor (PC) 或 aka.ms/macbae (Mac)。

Bing Ads Editor 也可讓客戶使用「Google 匯入」工具自動排程和同步處理來自 Google AdWords 廣告活動

的匯入。

Bing Ads Editor 使用者介面

Bing Ads Editor 使用者介面分成五個部分，詳述如下。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56111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54774


 

[功能表] 與 [功能區] 包括一組指令，您可上傳 (發佈) 或下載 (取得) 資料、匯入內容、研究關鍵字等等。

在 [樹狀檢視] 中可選取您想作業的帳戶、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在樹狀檢視中所選的項目細節將顯示於 
[管理員] 窗格。 

[類型清單] 包括您選取之帳戶、廣告活動、廣告群組中的項目。與樹狀檢視類似，類型清單中所選的項目

細節將顯示於 [管理員] 窗格。

[管理員窗格] 是用以檢視並編輯廣告活動資料的工作區。只要在左側面板中選取，或在 [管理員窗格資料檢

視] 中點選索引標籤或從清單中選取，便可在此檢視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或關鍵字。利用管理員窗格

檢視個別項目。例如，如果廣告因編輯遭拒無法執行，您會在狀態資料欄位中看到提示。

若要在 [管理員] 窗格中新增、移除、調整資料欄位大小：

1. 請在 [管理員] 窗格工具列右側點選資料欄位選擇器圖示。 
2. 選取或取消選取資料欄位。 
3. 您也可將資料欄位調整為符合視窗大小，或依內容調整資料欄位。 

您可在 [編輯窗格] 中大量編輯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及關鍵字。若您在 [管理員] 窗格中選取多於一個

項目，則 [編輯] 窗格會自動開啟。



 

使 Bing Ads 與 Bing Ads Editor 同步

若要使 Bing Ads Editor 與 Bing Ads 同步，請從 Bing Ads Editor 頁面，點選您的 [帳戶] (或多個帳戶)，
然後將 Bing Ads 資料傳送至 Bing Ads Editor 工具。點選 [確定]。

您也可以使用 [匯入] 索引標籤，從 Google、Yahoo 或外部檔案匯入廣告活動。每次登入 Bing Ads Editor 
時，請點選 [取得變更]，以確定所看到的是最新的資訊。

現在，資料已經同步處理，您可以在單一帳戶或同時在多個帳戶上進行變更了。您可以從左側的 [廣告活動] 
導覽面板瀏覽整個結構。使用 [進階搜尋] 之類的工具，即可尋找特定的廣告活動詳細資料。

Bing Ads Editor 讓您在更新時，既可以像變更單一關鍵字的買方出價那樣細分，也可以像大量變更那樣宏

觀，您可以在其中點選 [進行多重變更]，建立全新的廣告活動集。

您可以 [尋找與取代] 特定資訊片段，或在相同帳戶或多個帳戶之間 [複製並貼上] 整個廣告活動和廣告群組。

請注意，所做的變更僅在您發佈變更後才會反映出來。

匯出/匯入資料

使用 Bing Ads Editor 匯出資料時，您有權自由選擇。您可以匯出整個帳戶、個別廣告活動或特定廣告群組

的資料。

您可以使用上方功能區 [檔案] 功能表下的 [匯出所選的廣告活動及廣告群組] 選項，匯出所選取的廣告活動

或廣告群組。使用 [匯出目前檢視] 選項可以匯出 [管理員] 窗格中的所有資料列。

在這裡，您可以選擇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匯出整個帳戶或僅匯出選取的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

 包含或排除其他資料：目標鎖定、排除字彙和網站連結額外資訊。

 透過選取 [匯出後開啟檔案]，選擇立即使用資料。

如果您不打算使用 [另外還包括...] 區段中的資訊，請不要將其匯出，以免大幅增加檔案大小。如果您想要

立即使用這些資料，請選取 [匯出後開啟檔案]。在儲存時，資料就會自動在 Excel 活頁簿中開啟。點選 
[匯出]，並在 [另存新檔] 對話方塊中，指定資料夾、檔案名稱和檔案類型。

不過，您有時候可能只想編輯幾個項目，而不想執行完整的匯出。若要執行此動作，請直接從 Editor 資料

格複製資料列，並將資料列貼入 Excel 活頁簿。若要選取資料格的多個資料列，請按住 Ctrl 鍵的同時選取

資料列。按 Ctrl-C 複製，接著開啟 Excel 活頁簿，然後選擇要插入資料列的目標儲存格，再按 Ctrl-V 貼入。

資料和資料列標題隨即會以正確的格式插入，以方便您重新匯入 Bing Ads Editor。



 

匯入廣告活動時，請上方功能區，點選 [匯入] 按鈕。從四個選項當中，選擇 [從檔案匯入]。選取檔案，點

選 [下一步] 開啟 [匯入精靈] 對話方塊。

在資料表上方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適當的 Bing Ads 資料欄位標題，以套用至匯入資料的每一個資料欄位。

點選 [匯入]。匯入完成時，隨即會開啟 [匯入摘要] 頁面。廣告活動資訊可能會跨若干資料欄位顯示。

[新增]、[已更新] 和 [已刪除] 資料欄位 (位於 Bing Ads Editor 內的 [檢視] 下拉式功能表中) 顯示已匯入資

料的變更情況。略過的項目將不會建立或更新，因為這些項目與現有值重複或包含無效的資料。

您也可以建立 Microsoft Excel 或 CSV (逗號分隔值) 匯入檔案。(此處可下載匯入檔案範本)。點選 [匯入廣告

活動]，然後點選 [從檔案匯入]。如果在過去 90 天曾經從檔案匯入，那麼您會看到一個表格，告訴您日期/
時間和上傳的檔案。

複製/貼上

類似於複製 Word 檔案進行修改然後另存新檔，您也可以運用 Bing Ads Editor 管理工具，將其中一個帳戶

的現有廣告活動複製到其他帳戶，藉此建立新的廣告活動。操作方法如下：

在左側導覽中，選取含有您要複製之廣告活動的帳戶。在 [摘要] 資料格中，點選 [廣告活動] 索引標籤，

找到該廣告活動後，點選滑鼠右鍵並選取 [複製]。現在，此廣告活動已在剪貼簿中。在左側導覽中，選取

不同的帳戶，然後點選滑鼠右鍵並選取 [貼上]。現在，整個廣告活動已複製到另一個帳戶中 (包括其網站、

廣告群組、廣告及關鍵字)，您可以開始進行變更了。

您可以只複製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的骨架，這包括語言、裝置目標、人口特徵及網站排除項目，以便填入

新的廣告和關鍵字。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1484


 

您也可以「只」複製所選關鍵字的關鍵字文字，如此可以更輕鬆地貼到 Microsoft Excel 等編輯器中。另一

個選項是選擇性貼上所選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的不同設定。

如果您只需要變更一、兩個廣告活動，現在不必再下載所有最近的變更或完整帳戶，而是可以挑選要取得

並發佈哪些廣告活動。只要點選 [取得變更]，然後選取 [我選取的廣告活動]，或者點選 [發佈變更]，然後

選取您要上傳的廣告活動。

附註：您現在可以在帳戶內或在帳戶之間拖放項目。

在左側 [樹狀檢視] 中選擇多個 

現在您可在左側 [樹狀檢視] 窗格中選擇多個廣告活動及廣告群組。這可讓您快速篩掉資料格中預想的項目，

同時進行編輯。同時，您也可從左側 [樹狀檢視] 的一個帳戶中，將多個所選的廣告活動及廣告群組拖放至

另一個帳戶。 

附註：目前僅有 Windows 的 Bing Ads Editor 支援選擇多個功能。

摘要

Bing Ads Editor for Mac 及 for PC 可讓您簡單管理大量 Bing Ads 廣告活動。無論您在線上或離線，都可隨

時隨地透過多個裝置，善用 Bing Ads Editor 的靈活和掌控度，最佳化多個廣告活動。

取得下載指示，將 Bing Ads Editor 下載到 Mac 或 PC。

重點整理

 自訂 Bing Ads Editor 使用者介面。 
 有效管理多個帳戶並進行離線編輯。 
 適用於 PC 和 Mac。

 利用 Windows 複製/貼上及選擇多個功能建立新的廣告活動。

 Bing Ads Editor 廣告活動最佳化

Bing Ads Editor 讓廣告活動最佳化更簡單了：就算離線，您依然可在 Mac 或 Windows 上最佳化並微調 
PPC 廣告活動。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使用 [關鍵字建議] 功能表的功能。

 在共用的廣告庫中編輯關鍵字。

 使用 關鍵字出價預估來決定最佳的關鍵字出價。

https://advertise.bingads.microsoft.com/en-us/solutions/tools/bing-ads-editor


 

 利用鎖定客群改善出價策略。

 大量編輯目標和增量出價設定。

關鍵字建議

有了 Bing Ads Editor，您就可以使用關鍵字建議工具來發掘新的關鍵字和出價，然後輕鬆地將它們新增至

廣告活動。

從帳戶、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層級，選取關鍵字並選擇 [尋找相關關鍵字]。隨即會顯示類似關鍵字的清單，

以及其他的廣告成效資料，例如：曝光數、點選率和每次點選成本。若您需要符合特定網站語言的關鍵字，

請點選 [從網站取得關鍵字] 並輸入網址。

不論您使用何種方式，都可以點選詞彙旁的核取方塊加以選擇。在 [新增選取的關鍵字到] 下拉式功能表中，

選擇要將關鍵字新增為廣告群組關鍵字、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排除字彙。同樣地，在使用 Bing Ads Editor 
時，請記得同步處理變更使其生效。

關鍵字編輯

透過 Bing Ads Editor，您可編輯現存關鍵字，其出價、狀態、比對方式，您也可以大量新增關鍵字。 

欲編輯現存關鍵字的狀態、比對方式或出價，請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點選 [關鍵字] 索引標籤。 

找到表格中您想變更的關鍵字。確認您尋找的關鍵字與正確的廣告活動及廣告群組有關聯。如有必要，

您可點選適用的資料欄位標題，將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排序。

將游標滑過您想變更之 [狀態]、[比對方式] 或 [目前出價] 數值，點選上頭顯示的鉛筆圖示。接著您就可編

輯該數值。完成所有變更之後，點選 [儲存] (位於表格左上角)。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42/1/#exp59


 

同樣地，您也可在 Bing Ads Editor 中輕鬆編輯排除字彙。

Bing Ads 及 Bing Ads Editor 中共用的廣告庫功能使排除字彙管理更簡便，您只需編輯一次，就能變更多個

廣告活動。



 

您可以將某個共用清單中的排除字彙剪下、複製並貼到另一個清單中。只要移至 [共用的廣告庫] > [排除字

彙] > [清單中的排除字彙]，選取您要複製的關鍵字，點選滑鼠右鍵並選擇 [剪下] 或 [複製]。接著，您可以

將這些排除字彙貼到另一個清單或貼到特定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中。同樣地，您也可以點選滑鼠右鍵，然

後剪下或複製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中現有的排除字彙，然後新增至共用清單或不同的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

您也可以將 [排除字彙清單] 索引標籤中的共用清單拖放到 [瀏覽器] 窗格中的廣告活動，使該清單與此廣告

活動產生關聯。

關鍵字出價預估

Bing Ads Editor 的建議出價預估可以協助您設定關鍵字出價，或使用建議作為基準，以避免出價過低。

若要取得出價預估，請選擇某個關鍵字。接著在 [預估出價] 下拉式清單中點選 [取得出價預估]。Editor 
隨即顯示三種不同目標位置的建議出價：[預估第一頁出價]、[預估主版面出價] 和 [預估最佳位置出價]。
如果關鍵字未取得建議的出價，則表示該關鍵字已經具有競爭力，或是沒有可用的資料。



 

現在，請選取要變更出價金額的關鍵字。從 [預估出價]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套用第一頁的預估出價]、
[套用主版面位置的預估出價] 或 [套用最佳位置的預估出價]。

深入了解最佳化關鍵字出價，並觀賞使用 Bing Ads Editor 的影片。 

鎖定客群

Bing Ads Editor 能讓您輕鬆針對多個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同時設定目標和增量出價。

選取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並點選 [編輯] 窗格的 [目標鎖定]。在下面的範例中，我們會點選 [廣告排程] 並
設定廣告活動層級的目標。若要設定特定的時段，只要點選核取方塊即可。

接著點選摘要表格中的 [出價調整] 儲存格。針對每個目標時段，選取您要增加的出價百分比。在 Bing Ads 
Editor 完成同步處理後，特定時段目標鎖定將套用至此廣告活動中的所有廣告。

請注意，使用 [裝置目標鎖定] 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現在會合併到單一裝置目標中。您

現在可以在任何位置調整桌上型電腦的出價，調整範圍為 0% 至 +900%。平板電腦和行動裝置的出價調整

範圍也擴增為 -100% 至 +900%。

付費搜尋再行銷

「付費搜尋再行銷」功能可讓您將特定客群的廣告活動最佳化，也就是曾經造訪過您網站的客群，協助您

提升投資報酬率。 

首先，您需要建立一個再行銷清單，根據人們在您網站上採取的行動定義客群。接著將再行銷清單與廣告

群組建立關聯，透過調整出價、鎖定廣告或增加關鍵字範圍，使廣告群組最佳化。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5/en/1406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9&v=7eR2bz4xMnM


 

在您使用再行銷清單鎖定客群時，您還需要先設定通用活動追蹤 (UET)，Bing Ads 才能從您的網站收集相

關資料。您在 Bing Ads 上建立這項清單後，就能將之與廣告群組建立關聯，在 Bing Ads Editor 中設定出

價調整。 

深入了解如何用 Bing Ads Editor 將客群與廣告群組建立關聯。 

[顯示流量記錄] 會提供您該關鍵字前三個月的搜尋資料，以及當月的使用量預估。 

點選 [年齡人口統計資料]，即可顯示六種年齡範圍間的關鍵字搜尋次數百分比。點選 [性別人口統計資料]，
即可顯示男性、女性和未指定性別的關鍵字搜尋次數百分比。您可以使用年齡與性別資料，針對目標客群

增加廣告的播放頻率。 

展開的文字廣告

如果您仍在廣告活動中執行標準文字廣告，可將其以展開的文字廣告格式匯出，視需要變更內容，之後再

以展開的文字廣告匯入。

展開的文字廣告可以完美地投放在行動裝置、平板電腦和桌上型裝置，讓您可以建立更能吸引消費者對廣

告有所行動的號召文字，並提高商家成交數。例如，Bing Ads Editor 可讓您使用 Google 匯入方式，直接

從 Google AdWords 帳戶，將具有展開的文字廣告的廣告活動匯入 Bing Ads，藉此節省寶貴時間。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22/en/56790/-1


 

購物廣告活動

Bing 購物廣告活動提供嶄新的方式，讓您組織、追蹤及最佳化產品廣告。Bing Ads Editor 支援大量管理您

的所有購物廣告活動、產品群組和產品廣告。

若要進行大量編輯變更，可透過 [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關鍵字]、[客群] 或 [自動目標] 索引標

籤上的 [編輯] 功能表來實現。

錯誤與警告

Bing Ads Editor 提供下列項目，可讓您輕鬆查看錯誤、警告及改善建議：

 [通知] 圖示顯示在 [摘要] 資料格內通知類型資料欄位中。

 [通知] 列顯示在 [摘要] 資料格的頂端。[摘要] 資料格預設不會顯示通知訊息資料欄位，但您可以選

取資料列以在 [編輯] 窗格中檢視訊息。

 [摘要] 資料格頂端會以紅色列顯示帳戶層級通知，並指出帳戶無效的時間與原因。

在 [摘要] 資料格中，有錯誤的項目會以紅色圓圈加上驚嘆號 (「!」) 來表示。在含有錯誤的索引標籤上，

也會顯示錯誤圖示。錯誤類型包括：

 警告通知表示可能會發生不想要的行為，例如：排除字彙衝突。

 資訊通知會提供其他與播放問題不相關的詳細資料，例如：等候編輯審查。

 改善建議通知會指出改善的建議，例如：低出價。

Bing Ads Editor 管理工具能讓您輕鬆聚焦在重要的項目上。只需依通知類型排序或篩選，或點選 [錯誤通知] 
列的 [檢視錯誤] 按鈕即可。錯誤檢視僅會顯示有錯誤的項目，其會啟用錯誤訊息資料欄位，說明如何加以

修正。修正過所有錯誤之後，點選 [檢視]，選取預設的 [全部] 檢視。

如果您的廣告活動包含資料產生警告，[警告通知] 列就會取代 [錯誤通知] 列。使用 [全部] 檢視時，就會發

生這種情況。點選 [檢視] 功能表，選取 [警告]，依警告通知類型進行篩選。

如果您修改資料產生警告，並返回 [全部] 檢視，[資訊通知] 列就會取代 [警告通知] 列。如果您的廣告活動

包含資料產生資訊通知，就會發生這種情況。您可以關閉 [通知] 列，來增大工作區域。您可以隨時選取 
[檢視] 功能表的任何檢視，返回該檢視。

摘要

Bing Ads Editor 擁有強大的功能，可節省時間並方便您快速最佳化多個廣告活動。

重點整理：



 

 利用 [關鍵字建議] 功能表的功能使關鍵字最佳化。

 設定 Bing 購物廣告活動產品篩選條件，方便大量管理廣告活動。

 以展開的文字廣告格式匯出標準文字廣告。 
 關鍵字出價預估工具能提供下列三種結果頁面位置的預估出價：第一頁、主版面和最佳位置。

 利用鎖定客群針對多個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同時設定目標和增量出價。 
 利用 Bing Ads Editor 管理工具檢視錯誤與警告。 

 Bing Ads 預算及計費

Bing Ads 預算工具助您控制廣告支出，使您付款更輕鬆、更彈性。本訓練會說明可用的編列預算與計費功

能、教您如何最大化預算，以及設定每日廣告活動預算。此外，也會檢閱付款方式、客戶信用問題，以及

新的帳戶管理系統。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設定共用預算並選擇每日預算選項。

 找出導致帳戶無法刊登廣告的錯誤並加以修正。

 連結預付計費方式並成為付款方。

 最佳化已分配的預算並確認信用凍結與信用額度。

 更新委託人地址並提供正確發票。

 找出計費門檻並建立支出上限。

Bing Ads 預算基礎

廣告活動預算就是用來支付廣告活動中，廣告群組內所有支出的總費用。Bing Ads 能以每日為基礎設計預

算，讓您掌控預算支出的速度。調整每日預算變數的方法有很多種。

共用預算

Bing Ads 共用預算功能讓您可以使用同一個帳戶，讓多個廣告活動花費同一筆預算。您可以為所有廣告活

動套用一筆共用預算，或是選取可分配預算的特定廣告活動。如果採用共用預算，Bing Ads 會自動調整預

算在其廣告活動中的支出方式，以協助您提高投資報酬率 (ROI)。

假設您每天想要在廣告活動 A 和廣告活動 B 上花費的金額均為 NT$ 40 元。有一天，廣告活動 A 的點選數

比平時低，僅花費了 NT$ 30 元。與此同時，對廣告活動 B 中廣告的需求卻高於平時。如果採用個別預算，

廣告活動 B 會用完預存金額，且流失潛在的點選數。但如果採用共用預算，Bing Ads 會將廣告活動 A 未使

用的 NT$ 10 元重新分配給廣告活動 B，讓其能夠利用額外的需求。

您可以隨時改回使用個別預算，以完全掌控每個廣告活動的花費金額。



 

若要設定 [共用預算]，點選左瀏覽窗格中的 [共用的廣告庫]。點選 [檢視預算]。點選 [建立預算]。

為您的共用預算指定唯一的名稱並設定預算金額。請牢記，此金額必須足以支付所有要套用這筆共用預算

的廣告活動。選取要使用這筆共用預算的廣告活動。點選 [儲存]。

附註：設定至少一筆 Bing Ads 共用預算後，當您建立新的廣告活動時，可以選擇該廣告活動是否使用共用

預算。

選擇適當的預算選項

在提交廣告活動之前，您必須先設定廣告活動的預算和關鍵字出價，同時也要選取預算類型。別擔心，

預算金額和預算類型可以隨時變更。預算變更通常約一小時內就會生效。

有四種預算類型可供您選擇：

如果您需要將廣告顯示一整天，而且您願意每天監控預算，請設定 [每日標準] 預算類型，以便您視需要進

行調整。

如果您想要獲得最大的曝光數，但也願意每天監控預算，請設定 [每日加速] 預算類型，以便您視需要進行

調整。

如果您需要跨多個廣告活動將廣告顯示一整天，而且您願意每天監控預算，請設定 [共用標準] 預算類型，

以便您視需要進行調整。

如果您想要在多個廣告活動中獲得最大的曝光數，但也願意每天監控預算，請設定 [共用加速] 預算類型，

以便您視需要進行調整。



 

設定每日預算

一開始建立廣告活動時，請先選擇 [每日標準] 或 [共用標準] 預算類型。 

若要選擇每日預算選項，請從 [廣告活動預算] 方塊旁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 [每日]。在 [廣告活動預算]
方塊中，輸入每日金額。設定每日預算時，Bing Ads 系統會將每日金額乘以當月天數，自動計算出每月預

算上限。展開 [每日預算選項]，選取所要的預算支出方式：[標準] 或 [加速]。

之後若要變更預算類型，只要點選位於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 即可。點選您想要更新的廣告活動名稱。

點選 [設定] 索引標籤。選取適當的預算類型，輸入適當的金額，然後點選 [儲存]。

編列預算建議

若要管理預算問題，請存取 [商機] 索引標籤的 [Bing Ads 預算建議] 工具。Bing Ads 會針對預算已經耗盡

或即將耗盡的各個廣告活動，提供建議預算並預估點選次數增幅。

只要使用這項工具，您即可輕鬆調整預算建議，並將新的預算套用至廣告活動

帳戶通知

當帳戶有錯誤時，該帳戶中的廣告便無法執行。透過 Bing Ads 帳戶通知，狀態通知會整併在同一個位置，

並提供連結來幫助您解決任何問題。只要造訪 [帳戶彙總] 和 [帳戶詳細資料] 頁面，您可以篩選找出特定錯

誤，並從線上 Bing Ads 匯出錯誤。下拉式清單會顯示各種類型的錯誤，全部都可以篩選。帳戶錯誤在解決

之後，就會自動解除。

如果您管理多個 Bing Ads 帳戶，可以從 [帳戶彙總] 頁面掌握全貌。 

計費基本知識

Bing Ads 計費具有彈性，能讓您選擇預付和後付選項，以及多種付款方式。您也可以在設定付款資訊之前，

先花點時間熟悉 Bing Ads 帳戶和 Bing Ads 介面。準備完成後即可建立計費方式，以啟用帳戶進行即時活

動。請切記，使用 Bing Ads 搜尋引擎廣告時，只有在有人點選您的廣告時才會收費。

首次設定帳務資訊時，請點選 [帳戶與帳單]。點選 [付款方式] 索引標籤。點選 [信用卡繳款] 或自選的其他

付款方式。

選取帳單地址的 [國家/地區]，然後從一系列 Bing Ads 中選取 [帳單選項]，包括 [您的付款方式 (付款設定)] 
和 [付款方法 (付款方式)]。

根據所選取的付款方式，輸入所需的資訊。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95/3


 

預付與後付選項

Bing Ads 是一項每次點選付費 (PPC) 廣告服務，這表示每次有人點選廣告時，您才需要付費。付費方式主

要有兩種：預付和後付。 

後付門檻與預付有什麼不同？

後付門檻帳戶與預付帳戶最大的不同在於您是於款項累積後支付，抑或於累積前支付。其他細微的差異之

處列於下方

也可選擇每月發票帳單。 

預付 在帳戶中新增預付金額，將款項設定為自該金額中扣款。

後付 
累計款項後定期付款。

後付帳單選項有兩種：

門檻 

到達計費門檻金額時或於每月

帳單繳款日期 (以較早發生者為

準) 用卡片付款。

每月發票 

取得信用核准每月索取特定金

額，利用每月發票程序付款。

計費門檻

Bing Ads 計費門檻是指到達計費門檻金額時或於每月帳單繳款日期 (以較早發生者為準)，依您的主要付款

方式向您收費。

假設在您的第一個 30 天週期中，費用遠低於計費門檻 NT$ 50 元。您的主要付款方式是於每月帳單繳款日

期繳費。在下一個  30 天週期時，還沒到每月帳單繳款日期，即已到達計費門檻。在此情況下，您的主要

付款方式便是在到達時收取費用。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2075/3


 

您可以設定 Bing Ads 按照您的付款方式可以收取的金額上限。舉例來說，假設您的計費門檻是 NT$ 2,500 
元，但您不希望使用信用卡支付超過 NT$ 2,000 元的費用，此時便可以設定一個上限值。

您可以點選 [帳戶與帳單]，找到您的計費門檻。點選 [計費] 索引標籤。

如果您有多個帳戶，請點選要設定上限之帳戶的帳號。在頁面頂端的 [支付時間] 方塊中，所示金額即為目

前套用至您帳戶的計費門檻。

若要設定計費門檻上限，請點選頁面頂端 [支付時間] 摘要中的 [設定限制]。選取 [將每項費用限制為]，
然後輸入您不希望超過的付款金額。

哪裡可以檢視計費門檻？ 

點選齒輪圖示 ，然後點選 [帳戶與帳單]。點選 [計費] 索引標籤。如果您有多個帳戶，請點選要設定上限

之帳戶的帳號。

在頁面頂端的 [支付時間] 方塊中，所示金額即為目前套用至您帳戶的計費門檻。

我該如何設定限制？

點選齒輪圖示 ，然後點選 [帳戶與帳單]。點選 [計費] 索引標籤。如果您有多個帳戶，請點選要設定上限

之帳戶的帳號。

在頁面頂端 [支付時間] 摘要中點選 [設定限制]。選取 [將每項費用限制為]，然後輸入您不希望超過的付款

金額。 

管理委刊單

您可以建立委託單 (IO)，然後在線上管理或是打電話給您的 Bing Ads 帳戶顧問，請他們替您管理。

您可以按照下列幾個簡單的步驟建立委刊單：

從 [帳戶與帳單] 索引標籤，點選 [廣告委刊單]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委刊單]。必填欄位包括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和 [預算]。完成後，點選 [接受]。



 

您會發現 [狀態] 資料欄位中顯示 [擱置中的 Bing Ads 檢閱]。在 Bing Ads 團隊完成委託單 (IO) 審查後，

狀態將會更新為 [有效]，您的廣告將會在訂購開始日期投放。

如果您的帳戶顧問建立了委託單 (IO)，您會收到一封請您檢閱委刊單的電子郵件。在 [廣告委刊單] 頁面上，

點選 [檢閱擱置中的委刊單]。您可以接著選擇要接受還是拒刊。如果因故需要取消委託單時 (例如因為預算

或排程改變) 只要選取該委託單，然後點選 [取消委刊單] 即可。

管理您的付款方式

您可以隨時新增、移除或變更帳戶的付款方式。(附註：無法變更預付和後付選項。)

移至 [帳戶與帳單] 頁面，然後選擇 [付款方式] 索引標籤。若要變更現有的付款方式，請點選 [設定] 按鈕。

點選所選項目的 [新增] 選項。點選 [編輯] 按鈕，以編輯選取項目。若要移除付款選項，請點選 [刪除] 按鈕。

點選 [儲值廣告金額] 連結，透過付款方式提取金額 (若使用的是預付帳戶)。

發票郵寄地址

Bing Ads 的 [郵寄地址] 欄位可以確保發票不會寄錯地址。您可以為多個帳戶選擇接收帳單資訊的地址。

您可以使用獨立的特定郵寄地址接收每月發票，甚至在國外接收帳單資訊，包括非營業地址的國家/地區。

如果您有單一帳戶，則可以在 [帳戶] 索引標籤上新增或編輯營業地點和稅務資訊* (如有需要)。

若要新增郵寄地址，請選取 [帳戶與帳單] 區段下的 [帳單] 索引標籤。從帳單檢視中點選 [設定] 按鈕。在 
Bing Ads [帳單設定] 區段，選取 [付款人]，為其新增/編輯郵寄地址。在 [發票郵寄地址] 欄位中進行變更。

點選 [儲存]。

若要編輯多個帳戶的營業地點和稅務資訊 (如有需要)，請選取要編輯的帳戶並點選 [編輯稅金]。

新的計費文件會將 Microsoft Ireland Operations Ltd. 顯示為新的帳務實體。

附註：如果您沒有提供新的單獨郵寄地址，發票會按慣例寄至法定地址。

深入閱讀如何支付 Bing Ads。

檢閱您的計費明細

您可以使用下列方式，隨時檢閱您的 Bing Ads 計費明細：

 點選 [帳戶與帳單] 並選取帳戶。查看右欄的 [帳單]，即可看到最近的明細。

 點選 [計費] 索引標籤，即可查看更多詳細資料和明細。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28/3


 

 Bing 購物廣告活動

Bing 購物廣告活動提供一種簡單的方式，讓您對產品廣告進行組織、管理、出價及製作報表。要了解購物

廣告活動，您必須先了解如何從商家中心目錄內容中建立產品廣告，這包括自訂影像、促銷文字、定價及

賣家細節。

閱讀本訓練之後，您將了解如何：

 從頭開始建立購物廣告活動。

 從 AdWords 匯入購物廣告活動。 
 同時執行新的購物廣告活動與現存產品廣告活動。 
 在 Bing Ads Editor 中管理 Bing Ads 購物。

在購物廣告活動中建立產品廣告之前，您需要先做什麼？

如果您剛開始使用 Bing Ads 產品廣告或 Google 購物廣告活動，就需要從頭開始建立購物廣告活動。產品

廣告是用購物廣告活動建立而成，能在搜尋結果頁面中為您的廣告爭取更多空間，使廣告對潛在客戶更有

吸引力。有了產品廣告，您就可利用 Bing 商家中心商店目錄中實時且特定的產品資訊，強化您的廣告。

請完成下列每一項步驟，開始使用產品廣告。

索取網域

首先，前往 Bing 網站管理員工具，網址：http://www.bing.com/toolbox/webmaster 並驗證您確實擁有 
Bing 網站管理員工具網站上的網址。 

用登入 Bing Ads 同樣的 Microsoft 帳戶登入。點選 [帳戶]，填寫 [關於我]、[聯絡方式]、[系統通知偏好] 
等區塊。 

在 [我的網站] 下方輸入您的網址，點選 [新增]。輸入您的網址資訊。填寫三個選項的其中一項，點選 
[驗證]。若網址驗證成功，就會進入儀表板頁面。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82/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83/1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398306


 

建立商店

若要建立商店，請點選右上角的 [工具]。點選 [Bing 商家中心]。點選 [建立商店]。輸入商店資訊。 

上傳目錄/產品摘要檔案

若要上傳目錄，請點選右上角的 [工具]。點選 [Bing 商家中心]。點選您想要更新的商店。點選 [目錄管理] 
索引標籤。

如果您正在建立第一份目錄，請輸入您的目錄名稱。如果您正在建立額外的目錄，請點選 [建立目錄]，然

後輸入您的 [目錄名稱]。提交摘要檔案。 



 

您的摘要須為純文字分隔檔案，每行列出不同的產品項目。先建立純文字分隔檔案，接著提交至 Bing 商家

中心。建立並 (選擇性) 測試完相應的摘要檔案後，就可提交至關聯的目錄。提交的方式有三種：手動、透

過 FTP 或從網址自動下載。 

深入閱讀有關上傳目錄/產品摘要的詳細資訊。 

摘要管理

您可用 Bing Ads 輕鬆切換至內容 API 管理摘要，或切換至 FTP。例如，您可用內容 API 取得產品的更新資

訊及狀態，以此建立產品群組。您整天都可隨時用 Bing Ads API 更新定價及庫存，FTP 則可一天上傳一次

所有的資料摘要。您可在一小時內頻繁更新定價或貨況等屬性。 

您可上傳小於 4MB 的摘要檔案。若要開始，請點選商店名稱，接著點選 [摘要管理]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

摘要]。輸入 [摘要資訊]。輸入 [摘要名稱]，選取 [位置]，再選取 [摘要類型]。您可在三種摘要類型中擇一：

當地產品庫存、當地產品庫存更新、當地產品摘要。 

輸入 [摘要輸入方法] 細節。您可選擇 [自動從網址下載檔案]、[用 FTP 上傳檔案] 或 [手動上傳檔案]。點選 
[儲存]。 

附註：預訂及斷貨等需求可寫在摘要中。您可針對這些需求出價，提供產品貨況的最新資訊

我該如何提交當地產品摘要？

一旦您建立當地產品摘要，就必須透過 Bing 商家中心提交產品資訊。請點選商店名稱，接著點選 [摘要

管理] 索引標籤。點選 [建立摘要]。 

輸入 [摘要資訊]。輸入 [摘要名稱]，選取 [位置]，再選取 [摘要類型]。您可在三種摘要類型中擇一：當地

產品庫存、當地產品庫存更新、當地產品摘要。 

輸入 [摘要輸入方法] 細節。您可選擇 [自動從網址下載檔案]、[用 FTP 上傳檔案] 或 [手動上傳檔案]。點選 
[儲存]。 

深入了解產品摘要所需及選填的屬性。

更新摘要檔案

您的目錄會在 30 天後過期，過期後產品便會停止張貼，因此您需要更新摘要檔案。如果您想維持最新的產

品資訊，最好每天上傳產品目錄。

請在 Bing Ads 中點選 [工具]。點選 [Bing 商家中心]。點選您想要更新的商店。點選 [目錄管理] 索引標籤。

點選您想要更新的目錄。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86/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857/1/#exp19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857/1


 

點選 [目錄設定] 索引標籤。在三個提交摘要檔案的方法中擇一使用。點選 [完成]。

Google 摘要

Bing 購物支援 Google 資料摘要，以便建立目錄摘要檔案。如此一來，商家便不必重複在 Google 產品清

單廣告上已經完成的工作。

Bing 商家中心會自動偵測 Google 格式的摘要檔案編碼。支援的編碼類型如下：

 UTF-8
 UTF-16 (小端序及大端序)
 UTF-32 (小端序及大端序)

Bing 商家中心會用以下檔案延伸資訊處理 Google 檔案格式：

 .txt
 .xml
 .gz
 .zip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86/1


 

 .gzip
 .tar.gz
 .tgz

所有 Google 特定的檔案屬性都可相容於 Bing。Bing 對這些欄位的要求可與 Google 對這兩個商家中心同

等版本的要求相容 (如最少/最多長度)。然而，並非所有 Google 欄位都可用於 Bing 商家中心；目前無用的

欄位會遭到忽略。

附註：附註：Bing 不支援 .bz2。

深入閱讀可接受的 Google 摘要檔案屬性。 

建立購物廣告活動

從 [廣告活動] 頁面點選 [建立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購物廣告活動]。系統會提示您新增產品額外資訊和廣

告活動目標鎖定參數。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111/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111/1-500


 

決定您要如何根據產品目錄建立 Bing 購物廣告活動 – 請記得，您有「一家」商店。

使用產品「篩選條件」選擇廣告活動將要鎖定的目標。(這些產品目標會將出價套用至那些特定篩選條件)。

您可以套用一般出價、目標鎖定、進階設定。例如，您可能希望夏季銷售廣告活動僅套用至天氣較好的南

部地區。或者，您可能仍想要調整廣告排程，以便在特定時段顯示廣告。

在 [廣告活動設定] 中，您可以調整時區和位置，指定哪些位置要顯示廣告，哪些位置不要顯示。

附註：一旦設定了時區，之後就無法變更，但是您可以建立使用不同時區的新廣告活動，然後將目前的廣

告和關鍵字匯入新的廣告活動。

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購物廣告活動

如果您已經使用 Google AdWords 的購物廣告活動，您可直接將這些廣告活動匯入 Bing Ads。這是擴大線

上廣告觸及範圍的好方法。

在 Bing Ads 中，點選 [匯入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 

如果在過去 90 天曾經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那麼您會看到一個表格顯示日期/時間和 AdWords 帳戶：

資料欄位名稱 說明

摘要 顯示多少實體匯入成功，多少匯入錯誤。點選省略號  檢視詳情。 

動作 如果有錯誤產生，您會看到一個下載錯誤檔案的連結，可由此檢視。



 

點選 [登入 Google]。輸入 Google 登入資訊，點選 [登入]。選取您想匯入的 Google 廣告活動，點選 [繼續]。

在 [選擇匯入選項] 下執行下列動作： 

 從 [要匯入的項目]、[出價和預算]、[登陸頁面網址]、[追蹤範本]、[廣告額外資訊]、[Bing 
商家中心] 中選取適當項目。

 請選取您已從 AdWords [清除] 下刪除，且也想從 Bing Ads 刪除的廣告群組與廣告活動。

一旦從 Bing Ads 刪除這些廣告活動或廣告群組，一切關聯廣告或關鍵字也會一併刪除。 

請注意：本功能尚未全面供應。 

您也可以：在 [排程匯入] 中點選 [時間]，設定您希望的排程，可以選擇一次、每日、每週或每月。 

點選 [匯入]；如果您想設定排程，請點選 [排程]。檢視 [匯入摘要] 了解哪個實體剛新增或更新，以及哪個

實體無法匯入 (遭到跳過)。如果您想檢視廣告活動的細節並變更，請點選 [檢視匯入的廣告活動]。 

如果您想在同一個 Bing Ads 帳戶中同步處理多個 Google AdWords 帳戶，請分別匯入每一個 AdWords 帳
戶。建議您在每次匯入時至少間隔 2 小時，確認匯入完成。 

請閱讀可以或不能從 Google AdWords 匯入。

自訂標籤

自訂標籤是指關聯每項產品的欄位，您可自由運用。例如，您可使用自訂標籤將產品分為銷售冠軍、季節

性商品、特別商品或高利潤商品。在建立下述產品群組時，自訂標籤特別有用。

產品群組

您可依據品牌、狀況或自訂標籤建立產品群組。每個購物廣告活動內的廣告群組都會與一項產品群組建立

關聯。您可藉此在該廣告群組為該商品建立高度相關的廣告。 

商家產品識別碼 標題 品牌 類別 1 類別 2 產品類型 自訂標籤 0

1111 玩具店 1 Tailspin Toys 玩具和遊戲 室內 塗鴉 適用於 1-5 歲

2222 玩具店 2 Wingtip Toys 玩具和遊戲 室內 貼紙 適用於 1-5 歲

3333 玩具店 3 Tailspin Toys 玩具和遊戲 戶外 粉筆 適用於 6-12 歲

4444 玩具店 4 Wingtip Toys 玩具和遊戲 室內 亮粉 適用於 6-12 歲

深入了解如何運用產品群組。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51/0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901/1


 

常見促銷文字

當您為廣告群組定義促銷文字時，相同的文字會出現在該群組所有的廣告上。 

廣告活動優先順序

廣告活動優先順序可用來處理多個廣告活動中顯示的相同產品廣告，例如現存的產品廣告活動及新的購物

廣告活動。廣告活動中排序最先的廣告會比其他廣告活動中相同的廣告優先顯示，無關乎出價。一般來說，

您應確認購物廣告活動的順序排在產品廣告活動之前。 

如果您想為特定活動建立廣告活動，例如特賣或促銷，而不想變更廣告活動間的出價時，廣告活動優先順

序就會相當有用。

 商店 ID：設定購物廣告活動時，系統會要求您將廣告活動連線至現存商店。請您確認將廣

告活動連線到正確的商店，因為一旦儲存廣告活動，就不能再變更商店。儲存後，唯一連線

到新商店的方法，是將該廣告活動刪除並重新來過。 
 產品篩選條件：商家中心商店的所有產品皆預設包含在廣告活動中。若您只想包含廣告活動

中一項產品子類別，請使用產品篩選條件。 

了解與使用產品群組

產品群組可用來指定您 Bing 商家中心目錄中的哪些產品應包含在特定的廣告群組中。

建立購物廣告活動之後，Bing Ads 會建立預設廣告群組。該廣告群組包含一個產品群組，而此產品群組又

包含您的 Bing 商家中心目錄摘要中的所有產品。不過，通常您不會希望廣告群組包含所有產品。透過各個

產品群組，您可以將預設群組範圍縮小為內含特定產品的自訂清單。

您可以使用目錄摘要中的下列屬性，選擇您要包含在任何特定產品群組中的特定產品。

 類別 (每個優惠方案最多五個)
 品牌

 狀況

 項目 ID (亦稱為商家產品識別碼)
 產品類型

 自訂標籤 (每個優惠方案最多五個)

您可以使用多個屬性，進一步縮小您的群組範圍。例如，您可以依據品牌與狀況來建立產品群組。



 

使用報表

您可為 Bing 購物廣告活動建立專門的增強型報表，以此監控廣告活動；該報表可在項目層級檢視曝光數。

也可併用廣告曝光佔有率，這是一種報表指標，可顯示平均點選成本與基準出價。如此一來，您就能適當

調整出價，確保廣告擁有版位及一定的曝光數。這兩種報表都可以從 [報表] 頁面建立。

Bing Ads Editor 中的 Bing 購物廣告活動 

您可透過 Bing Ads Editor 在購物廣告活動中管理產品廣告的狀態及促銷文字，省時又方便。這包括建立新

的廣告活動，以及管理產品群組及產品廣告等。 

重要優點： 

 您可建立新的 Bing 購物廣告活動、設定商店 ID、國家/地區及優先順序。

 產品群組的管理方法與 Google Ad Words 相容，您可利用 [匯入] 或 [進行多重變更] 功能更新產品

群組。

 您可管理相應的產品廣告狀態與促銷文字。

設定新的廣告活動時，您可選擇 [購物] 或 [搜尋和內容] 廣告活動類型。除了利用 [匯入] 或 [進行多重變更] 
更新產品群組之外，還可直接從編輯窗格中變更類型、出價及實際連結網址等屬性。

附註：每項產品群組都需要一個相應的產品廣告，廣告才能生效。

摘要

Bing 購物廣告活動是專為協助您建立、匯入、統一、管理、編輯產品廣告而設計的。此外，也主要會使用

影像、價格和公司名稱，來顯示零售商的全新產品、二手產品或翻新品。

使用購物廣告活動及產品廣告時，最重要的是使用您已用在其他廣告，且相當熟悉的策略。設定適當的目

標鎖定、利用排除字彙、定期監控等技巧同樣也很重要。因此，當您在設定購物廣告活動時，別忘了這些您已

學會的最佳做法。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讓您在啟用廣告活動、調整預算、寄發電子郵件通知時擁有更多控制與彈性。

有了自動規則，您就能自動變更關鍵字出價、監控廣告群組的成效、並在預設時間開始與結束廣告活動。

讀過這份訓練後，您不只會明白各種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如何運作，還能了解如何：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060/1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0886/1-500


 

 建立自動規則，使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或關鍵字達到最佳化。

 根據您對點選率、廣告活動成交數等所設定的成效目標，增加出價或預算。

 彈性設定根據日期、時間、預算或您定義的其他條件開始或停止廣告活動的週期性規則。

 明白如何編輯、暫停、刪除自動規則。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方式

各大小廣告主進行之最常見的出價、編列預算與廣告活動規劃工作，都適用 Bing Ads 的自動規則。具備每

日、每週及每月排程關鍵字出價調整和廣告活動作業的能力，等同於可省下許多寶貴的時間，並讓效率大

幅提升。

想像您正在進行一項廣告活動，預算非常有限且每個月波動不斷。而您並不想在每月的最後一日，在深夜 
11 時 58 分緊盯著手錶，等著自行變更預算。自動規則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能夠讓您在休假暫停使用數

位通訊產品時，也能啟動廣告活動。在繁忙的假期，您可以自動增加廣告群組和關鍵字出價，在規則執行

時接收電子郵件，然後在方便時進行變更。

常見的自動規則及出價範例 

雖然您仍需監控廣告活動，但可設定許多工作自動化。以下試舉一些範例，說明廣告主如何運用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來協助他們管理廣告活動。

 啟動及停止針對特殊事件的廣告活動，例如黑色星期五銷售或是體育 賽事特賣。

 避免讓成效最佳的廣告活動因為預算用罄而被迫停止。

 將廣告保持在第一頁上。

 避免花費在成效不佳的關鍵字或廣告上。

深入閱讀自動規則使用方式以及如何建立自動規則。

如何建立 Bing Ads 自動規則

從 [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 或 [關鍵字] 索引標籤，點選 [自動化] 查看可以設定的所有規則。選擇

您想要自動執行的內容，以及您希望執行的時間。點選 [儲存]。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131/1


 

如何建立特定的自動規則

假設，您想要顯示元旦當天限時銷售的廣告。而您不希望深夜坐在辦公桌前處理這項工作。建立規則之前，

您必須建立包含關鍵字和廣告的特殊事件廣告活動。將該廣告活動設定為 [已暫停]。準備好廣告活動後，

建立啟動廣告活動的第一個規則，然後建立第二個規則，讓廣告活動在當天結束時再次暫停：

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廣告活動] 索引標籤。點選 [自動化] 並選取 [啟用廣告活動時機]。
然後設定下列項目：

套用至：選取的廣告活動

執行此動作：啟用廣告活動

頻率：一次，1 月 1 日凌晨 12:00

您還可以建立第二個規則，讓廣告活動在當天結束時停止。點選頁面頂端的 [廣告活動]，然後點選 [廣告活

動] 索引標籤。點選 [自動化] 並選取 [暫停廣告活動時機]。然後設定下列項目：

套用至：選取的廣告活動

執行此動作：暫停廣告活動

頻率：一次，1 月 2 日凌晨 12:00

深入了解並且觀賞我們的影片，了解如何自動化您的 Bing Ads 廣告活動。

有下列情況時通知我

您也可以設定自動規則，在特定條件符合時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您 – 但不做任何變更。從 [廣告活動]、[廣告

群組]、[廣告] 或 [關鍵字] 索引標籤，點選 [自動化]，然後點選 [有下列情況時通知我]。如上所述，建立規

則。點選 [儲存]。

當條件符合時，您就會收到通知電子郵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UtBfxMuno


 

自動以出價策略最佳化您的廣告活動

Bing Ads 會根據您的出價策略設定，瞭解您想要管理出價的方式。無論您使用哪一種出價策略，Bing Ads 
都會遵守您的預算上限。目前出價策略有五種：手動、增強型每次點選成本 (CPC)、最大點選數、最大成交

數、目標每次成交成本 (CPA)。 

比較出價策略：

出價策略
我需要自己設定

出價嗎？

我需要成交

追蹤嗎？

我可以使用第三方出價管理

工具嗎？

手動 

增強型 CPC 

最大點選數 

最大成交數 

目標每次成交成本 

附註： 

 雖然增強型 CPC 透過微調手動設定出價，有助獲得更多成交數，但這仍不是完全自動化出價。 
 為求最大點選數，Bing Ads 會自動將您的 CPC 出價設定為與您的目標相符， 
 廣告主不需設定關鍵字出價。

深入閱讀五種不同的自動化出價系統。 

設定廣告活動的出價策略

請在廣告活動層級設定出價策略。若要變更廣告活動的出價策略，點選[廣告活動] 頁的 [設定] 索引標籤。

在 [出價策略] 下選取您想使用的策略。 

此出價策略將會套用至整個廣告活動，不過您可以隨時將個別廣告群組或關鍵字的出價策略設定為[手動]。

出價策略須執行 15 天，才能累積足以使出價最佳化的資料。不過，兩小時內您就會發現出價開始自動變更。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6786/1-500


 

變更廣告群組或關鍵字的出價策略

如果您想要完全控制某些個別廣告，則可以針對任何廣告群組或關鍵字，覆寫廣告活動的出價策略。 

在 [廣告活動] 頁點選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或 [關鍵字] 索引標籤。選取適當廣告群組或關鍵字旁的核取方塊。

在 [出價策略] 底下，選擇 [使用我設定的出價]。 

出價策略顯示在表格中的方式

在 [廣告群組] 或 [關鍵字] 索引標籤表格中 [出價策略類型] 資料欄位，會顯示目前使用中的出價策略。除此

之外，您會在 [搜尋出價] 資料欄位 ([廣告群組] 索引標籤) 或 [出價] 資料欄位 ([關鍵字] 索引標籤) 看到出價

策略的名稱間隔出現。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秘訣 

使用每次點選成本的上限與下限或出價預估 

出現在第一頁或頁面上方的廣告點選數，往往多於搜尋結果後面頁數的廣告。為了讓廣告取得有利位置，

Bing Ads 推出每次點選成本 (CPC) 出價預估功能，供您在設置出價時使用。

在 [關鍵字] 索引標籤中，您會看到 3 種可用的出價預估；這項功能會在搜尋查詢完全符合您的關鍵字時，

使您的廣告出現在第一頁。 



 

第一頁出價預估：為了讓廣告出現在搜尋結果的第一頁，你得為廣告設定的出價。 

主版面出價預估：為了讓廣告出現在搜尋結果的主版面，你得為廣告設定的預估出價。 

最佳位置出價預估：為了讓廣告出現在搜尋結果第一頁上方的第一順位，你得為廣告設定的出價。 

為了讓廣告在您的目標裝置中，於搜尋結果中達到您所偏好的版位，第一頁、主版面及最佳位置出價預估

會顯示您所需要的出價。舉例來說，如果您的廣告活動僅在行動裝置上執行，第一頁出價預估就會顯示在

行動裝置的搜尋結果中，達到第一頁所需的出價。 

若要增加出價，將廣告移到第一頁，請先移至 [商機] 頁面。如果建議顯示為可增加關鍵字出價並將廣告移

至第一頁，請點選 [檢視商機]。 

點選 [套用]。(欲了解更多細節，請點選 [檢視]；若要移除商機，請點選 [撤回]。) 

注意重複的規則

想像您有兩條自動規則，其中一條會在您的點選率低於 2.5% 時自動將關鍵字出價提高 5%，而另一條會在

您每次成交成本少於 NT$ 10 元時自動增加您的關鍵字出價。現在假設其中一個關鍵字的點選率為 2.4%，

而每次成交成本為 NT$ 4 元。這便符合這兩條規則，所以會進行這兩組變更，這可能不是此情況下所需要

的動作。

根據有效資料量做出決策

使用 Bing Ads 自動規則時，您要先確保收集足夠的資訊，以便做出能影響廣告成效的決策。如果有五個人

同時在週六光臨您的商店，並買下了一套桌椅，您就會因此而停止您的家庭用品業務，或是停售沙發與雙

人椅嗎？也許不會，而這個情況也是相同的道理。請確保您建立的規則能提供您足夠資訊，讓您得以做出

明智的決定。使用每日、每週與每月收集的資料，分別建立適用於每日、每週與每月的不同規則。

將自動規則套用到您的帳戶子集

推出多項產品與服務的各級企業，應該依據所屬 Bing Ads 帳戶中每一項產品或服務的廣告成效，來評估是

否套用自動規則。與其將一個自動規則套用至整個帳戶，不如嘗試將具有不同條件的類似規則套用到帳戶

子集。這樣一來，您就能為不同的子集自訂規則，讓每一個子集發揮最大的廣告成效。

預覽

自動規則預覽功能可讓您事先評估自動規則的影響，然後再決定是否要將這些變更套用至您的 Bing Ads 帳
戶。此舉可協助您判斷自動規則中的條件能否擷取適當的關鍵字，以及您所建立的規則能否發揮想要的影

響力。

https://help.bingads.microsoft.com/#apex/3/en/51103/2/


 

減少點選次數，節省寶貴時間

將自動規則與 [商機] 索引標籤、[儲存這組資料欄位] 選項結合使用，可以幫助您用更少的時間最佳化廣告

活動。[商機] 索引標籤中的 [簡單檢視] 已經過更新，可以讓您快速檢閱影響並套用新的商機。 

新增的 [儲存這組資料欄位] 選項可以將您最愛的檢視儲存在 [廣告活動] 資料格中。現在，您可以用最省力

的方式，在所要的檢視之間移動。



 

編輯、暫停、刪除自動規則

在 [自動規則] 頁面中，您可啟用、暫停、刪除或編輯自動規則。這個頁面也可檢視過去 90 天內執行過的

歷史規則。如果規則造成變更，便會出現檢視細節連結，內含規則更新的一切紀錄。 

若要啟用、暫停或刪除現存規則，請點選左邊面板 [大量作業] 底下的 [自動規則]。點選欲變更規則旁的核

取方塊。點選 [變更狀態]，然後點選 [啟用]、[暫停] 或 [刪除]。 

若要編輯現存規則，請點選左邊面板 [大量作業] 底下的 [自動規則]。在 [動作] 資料欄位中 (頁面右方) 點選 
[編輯規則]。 

編輯規則後，原本的規則便會刪除，Bing Ads 會新建規則。您可分別追蹤新規則及原本的規則造成的變更。

附註：如果自動規則的作者刪除其帳戶，自動規則將停止運作。 

摘要

Bing Ads 自動規則及出價讓廣告主有機會使用特定條件，對所屬的 Bing Ads 帳戶進行變更，達到有效提升

效率的目的。這些變更能套用至多項管道。 

 建立自動規則時，請切記：

 自動規則及出價可以套用至廣告活動、廣告群組、廣告和關鍵字。

 根據自己的廣告活動和廣告目標，適度調整自動規則及出價設定。

 建立規則時，逐一新增每個自動規則。

 定期監控規則並使用每次點選成本的上限與下限或出價預估。

 利用五種不同的出價策略優化您的廣告活動。 
 編輯他人所建立的規則將會變更規則的擁有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