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行科技大學教學創新成果報告 

教師基本資料 

單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授課教師 方正璽 

聯絡電話 ７５１２ E-mail ccfang@uch.edu.tw 

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關鍵字行銷 課號  

授課學期 1052 授課班級 行三甲 

授課人數 25 必／選修 □  必修  ■選修 

1. 課程策略及特色 

本課程採實作專案的方式進行，課程共分兩個部份，期中考前介紹搜尋引擎優化的基本概

念，其次則介紹 google adwords 系統，期中考以後則依分組，給予每組同學 4000 元經費，

實際執行一次關鍵字廣告。因此，本次課程之實施，先有理論為基礎，但最大特色是學校經

費補助，給予同學一次完全真實的廣告操作經驗。為了讓同學能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最大的

收益，本課程還有業師協同教學，讓實務關鍵字廣告的操作專家，指導同學如何設定廣告、

如何查看成效報表、如何修正廣告以獲得最大的效益。 

 

2. 教學計畫 

日期 主題 

2/23 數位品牌定位策略 

3/2 1.網路行銷運作邏輯與觀念  

2.Search & Share：搜尋引擎行銷 VS 社群行銷 

3.SEO 搜尋引擎最佳化  

3/9 1.媒體生態與 RTB 運作介紹 

2.google adwords 基本操作介紹 

3/16 關鍵字廣告基本架構 

3/23 Adwords 基礎考試內容介紹 

3/30 關鍵字廣告文案與關鍵字策略 

4/13 業師協同教學 1~數位行銷環境與 google adwords 總複習 

4/20 期中考週～google adwords 基礎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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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業師協同教學 2~google adwords 實作 1 

5/4 業師協同教學 3～ google adwords 實作 2  

5/11 業師協同教學 4~實務案例上線 

5/18 業師協同教學 5~google adwords 成效報表 

5/25 業師協同教學 6 ~ Facebook 行銷 

6/1 youtube 影音行銷功能設定 

6/8 個案演練 

6/15 期末報告 

6/22 期末考 
 

3. 評量施實方法（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出缺勤及平時表現  20 

期中考(google adwords 基礎認證考試) 20 

小組報告  40 

Google adwrods 進階考試 20 

 

4. 具體成果 

本次課程實施重點在關鍵字廣告之實務操作，具體成果為期末關鍵字廣告操作的成果報

告，大部分的小組在業師指導之下，其廣告操作績效都能達產業的平均水準。 

另外，亦有 7 位同學考取 google adwords 證照。 

5. 本教學創新課程之後續影響 

參與本次課程之同學，大四可再參與 google 為準畢業生準備之數位火星人計畫。 

本次教學創新為本系引進實務業師，將於七月學校深度研習中來學校分享。 

本次教學創新之實施，亦可提供未來擬進行實務課程改革之相關教師參考。 

活動照片 



 

圖 1：介紹數位廣告 

圖 2：介紹 google adwords 

圖 3：如何定義受眾 

 

圖 4：上課的一景  

 

圖 5：TA 協助  
 

圖 6：廣告上線後的調整 

6. 附件檢核 

□ 申請表                            □課程回饋意見表 

□ 成果報告（書面）                  □回饋意見分析 

□ 成果報告（影音）                  □其他 

□ 課程教材：講義、投影片 



 

105學年第 2學期教學創新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教學創新方法  □研發創意教材   □其他 

申請人 

單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姓名:  方正璽        Email: ccfang@uch.edu.tw            

聯絡電話: 0932906356    分機: 7512 

科目資訊 

課名: 關鍵字行銷 

課號/班別: MD0260 /甲     授課人數: 32 

選別: □ 專業必修      ■ 專業選修       □ 通識課程 

授課年期與學期:  日四技_學制  三__ 年級  下___學期 

課程特色及目標 

本課程以授課輔以實務演練的方式，奠定全方位數位人才培養基

礎，讓你一次培養四大關鍵能力：「數位媒體廣告企劃力」、「數位媒

體成效提升力」、「關鍵字廣告操作實務力」與「分析工具應用檢視

力」，站穩切入數位廣告市場的利基點。課程內容還包含如何分析關

鍵字，如何進行 google adwords的操作，最後並帶領同學進行 google

證照考試。 

教學計畫 

本課程介紹 google adwords，最好的教學方式即讓學生直接上

google 系統進行關鍵字廣告的操作。因此，擬以本創新教學方法，

透過一個月之關鍵字廣告操作，實際進行廣告設定、廣告成效檢視、

廣告修正與再行銷等。 

本課程申請之經費，共分成兩部份，其中主要費用（預估 18,000

元）將用於支付 google adwords關鍵字廣告，供學生實際執行廣告

之設定與操作。最後保留 2000元（預估），則做為最後成果海報輸出

使用。成果海報必須說明主題及關鍵字操作的文案、修正與成效報表。 

教學績效或 

預期成效 
學生能運用 google關鍵字廣告系統進行關鍵字行銷，並理解如

何判定成效及修正關鍵字廣告。理解 AB testing的運作方法。 

單位主管審核 

  

是否推薦，□是 □否 

 

系主任核章 

 

學院主管審核 

      案數/順序  

 
是否推薦，□是 □否 

院長核章 

 

中心初審 

□ 通過，符合教學創新實施細則第 2 點第 1 項: 

在校服務滿 1 年以上之教師且近 2 年內未獲本項補助之科目  

□ 不通過          卓越中心承辦人：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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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已申請校內其它教學補助之科目不得再以同一科目申請。 

2. 申請表需附課程教學大綱及授權同意書。 

3. 申請表填寫完成後請送至教學卓越中心。 

改進教學審查小組 

審查 

 

□ 通過        □ 不通過：_________ 

月   日 改進教學審查小組會議 

競賽成果 

中心初審 

1. 成果影片(10-15分鐘)   

2. 成果報告(表格 2-4)    

3. 課程回饋意見表(表格 2-5) 

□ 通過        □ 不通過：_________ 

 

卓越中心承辦人：__________ 

改進教學審查小組

初審 

□ 通過        □ 不通過：_________ 
                             

月   日 改進教學審查小組會議         

競賽外審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_________ 

外審成績：                     

複審結果 

複審結果：□ 通過      □ 不通過：_________ 

                      獎勵金額： 

卓越中心承辦人：            

 

校教評審查結果 

校教評會召開日期：     年     月     日 

□ 通過        □ 不通過：_________            

                        卓越中心主任:            



 

  課程教學大綱 

備註：課程教學大綱可參考課程資訊系統填寫。 

科目 關鍵字行銷 課號/班別 MD0260 /甲 

教師姓名 方正璽 修課人數 32 

教學目標 

本課程以授課輔以實務演練的方式，奠定全方位數位人才培養基礎，

讓你一次培養四大關鍵能力：「數位媒體廣告企劃力」、「數位媒體成

效提升力」、「關鍵字廣告操作實務力」與「分析工具應用檢視力」，

站穩切入數位廣告市場的利基點。課程內容還包含如何分析關鍵字，

如何進行 google adwords的操作，最後並帶領同學進行 google證照

考試。 

先修科目 無 

講義位址 https://sites.google.com/a/gapps.uch.edu.tw/digital-marketing/ 

評量方式 

關鍵字案例操作績效  40% 

Google adwords 廣告基礎考試  30% 

Google adwords 廣告進階考試  30% 

教學策略 

■線上講授 

■小組教學 

■實驗習作 

□校外教學 

■其他：關鍵字廣告真實案例操作 

 其他  

表格 2-2 



 

授權同意書 
 

   方正璽             (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健行科技大學製作教具教

學創新補助，同意將本案成果授權健行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申請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同意授權本校公開展覽該補助成果。 

2. 申請人授權之教材內容皆為自行創作。 

3. 申請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

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 

4. 授權之教材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

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5.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申請人須自負法律責任，本校並得要求申請

人返還全數補助。於授權教材及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申請

人之事由致本校受有損害，申請人應負賠償本校之責。 

 

 此  致 

 

健行科技大學 

 

立同意書人：（簽名）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 號 

電       話：0932906356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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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 

課程名稱 關鍵字行銷 

學    期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授課教師 方正璽  

應收份數 （ 25 ）份 

實收份數 （ 23 ）份 

有效份數 （ 23 ）份 

回饋結果 

激發更多想法 4.32 

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4.64 

對於學習有顯著幫助 4.45 

教學內容有達到預期 4.32 

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4.41 

希望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4.64 

上述結果整體平均 4.46 

（5 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極不滿意） 

課程意見 

優  點 

1. 了解 Adwords相關資訊，以及使用方法 

2. 可以實際了解業界的操作模式 

3. 有經費可以學得更多 

4. 請專業業師非常好，老師教得非常認真 

5. 有實際操作經驗滿特別的 

6. 實際操作 Google Adwords，考取證照更容易與有

實作的經驗 

缺  點 

1. 多一點實際操練 

2. 課程可以好過一點 

3. 可以讓課程時間多一堂課 

4. 可以四學分四節課學習到的會更多 

其他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