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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支援與升級
一流的客戶服務不應該代價高昂

我們和其他網站設計公司與代管公司不同，我們不向客戶收取技術支援費用，相反地，我們的客戶可以無限地請求
我們知識豐富的客戶服務人員協助，客戶服務專員將在您建立網站的每個步驟以及網站推廣過程傾力相助，無論你
的問題是什麼，或者有任何疑慮，我們都可以幫助你！

全心服務的專員 - 我們的客服團隊不像其他一般的技術支援人員，當您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時，您將會被轉接到針
對你的問題且訓練有素的服務團隊，而我們不只是對電子商務和電子郵件行銷提供支援，因為我們了解社交媒體對
你的生意有多重要，我們的服務專員將與你一起建立熱門的社交媒體帳戶，例如Facebook和Twitter，我們知識淵
博的專員都針對最新的社交媒體趨勢進行過嚴格的訓練，他們將能在完整的社交媒體行銷流程中幫助你，從建立帳
戶到推廣等。

即時遠端控制支援 - 這項卓越的工具可以在我們客戶支援人員和你的電腦上直接建立連線，以提供比一般更具互動
性的服務，你將能夠在你的螢幕上即時觀看客服人員的每一個步驟！

免費軟體更新 - 我們軟體開發團隊一直持續為這個解決方案增加新功能！作為我們寶貴的客戶，你將能隨時享受到
各種最新功能，而這一切都不需要額外費用！

多重語言支援 - 我們在全球各地有成千上萬的客戶，因此我們了解用不同語言溝通的重要，除了我們出色的英文服
務支援團隊外，我們支援還包括國語（普通話）、廣東話和西班牙文的服務團隊！

電子郵件
用這些強大的工具與客戶保持聯繫

客戶總管 - 整理並管理你所有客戶、供應商、生意上的夥伴的聯絡資訊，一旦當你建立你的客戶資料庫，你將能建
立並發送針對特定客戶的電子報，宣佈新產品、拍賣、或任何的活動、促銷！

電子郵件帳戶 - 我們解決方案的電子郵件帳戶功能可完成您發送專業電子郵件所需一切，包括：

• 豐富HTML文本格式編輯工具與純文字選項 
• 內建拼字檢查工具 • 個人化帳戶選項 
• 通訊錄、行事曆、日程計畫等
• 電子郵件搜尋工具
• 垃圾郵件過濾 - 降低不請自來的電郵

多元化的電郵管道 - 說到實用性，你可以透過常見的電子郵件客戶端軟體如Outlook、Thunderbird和Eudora直接
存取你的電子郵件帳戶，出門在外需要查看電郵？沒問題，我們也支援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而過網頁電子郵件
，你將有更多的電子郵件功能，並透過任何瀏覽器存取你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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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
透過網站建立利潤豐厚的獲利管道

你可以建立獨特而強大的產品目錄，功能包括虛擬購物車、商家帳戶、進階定價系統、付款選項、訂單處理工具、
個人化運送方式，還能處理稅金和稅金計算方式！在這個產品目錄中，你可以展示數以千計的產品，而且每個產品
都有不同的展示選項，例如提供多張產品照片、產品分類/敘述、多角度觀看產品照片、客戶自訂的希望購買清單
、產品評論、價格規則、折扣等，還可以同時比較多個產品。

多重帳單選項 - 你的系統可以即時在網路讓客戶用信用卡付款，並讓訂單直接透過電子郵件寄給你，無論你在網
站上使用哪一種客戶付款方式，你都可以放心這些交易都是透過我們的SSL加密網路，所以非常安全。

可下載和虛擬的產品 - 即使你不銷售實體產品，我們的數位行銷解決方案也可讓你生意增加獲利！你可以用我們
革命性的虛擬產品工具直接在網站銷售下載式產品，例如MP3和電子書！

量身訂做和編輯
這是你的網路門面

我們的網站設計師和行銷專家花費無數的時間研究什麼是最成功的網站，幫助你建立最有效的專業網站版面和設計
，而透過這個簡單易用的平台，無論你想要如何改變你網站的外觀感覺，你都可以輕易地達成！

不限次數網站修改 - 你可以完全掌控你的網路門面，不需學習複雜的程式語言或者依賴網站開發人員，我們的軟體
讓你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文字、圖片、顏色、背景以及網站上的任何元素！最好的是，所有的修改都是即時完成！
你的客戶永遠不會看到「網站建置中」的圖示！

豐富文本和所見即所得（WYSIWYG）編輯工具 - 透過我們的豐富文本編輯器，你可以在不改變格式的狀況下編輯
或新增文字，你可以輕易地改變字體大小或字體樣式！我們所見即所得網頁編輯器是一個強大的介面工具，讓你可
以實際看到編輯完成的網頁外觀！一切的操作都是透過滑鼠點選即可，只要點擊網頁上的任何區域，然後在選單中
選擇插入、刪除或者編輯文字、圖片或任何其他網站元素，而且我們的網站區域覆寫功能讓您可以自由打造網站上
的任何頁面。

Google字型整合 - Google字型不僅免費、有數百種選擇、適合網頁，而且容易使用，而最重要的是，Google字型
可讓您網站更加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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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和指標
讓你的生意受到關注並衡量你的成功

如果客戶找不到你的網站，那麼無論網站如何令人印象深刻也無關緊要！我們的網站推廣功能幫助你在網路上取得
曝光，引導您進行網站搜尋引擎最佳化以及搜尋引擎提交程序。

網站統計 - 透過我們網站解決方案，評估你網路行銷是否成功、有效非常容易，你可以找出哪個搜尋引擎帶給你最
多流量、哪個關鍵字吸引最多點擊、你的網站有多少人點擊、還有網站訪客最喜歡瀏覽哪一個網頁，除了我們自
的統計引擎外，如果您需要不同的角度來看您網站的效用，您也可以在網站上加入Google Analytics統計工具。

整合地圖與行車路線指示 - 你的客戶不需離開你的網站就可以看到如何前往實體店面的路線資訊!

獨家夥伴計劃 - 如果你販售實體產品（例如電子用品或衣物），這個計劃將讓你取得競爭對手沒有的優勢，我們將
會把你的產品展示在世界頂尖的購物網站SHOP.COM上，SHOP.COM上的訪客將能透過搜尋功能找到你的產品，
而且SHOP.COM將會直接連結到你的網站讓消費者從你的網站上結帳！最好的是，你可免費加入這個計劃！你只需
要透過SHOP.COM完成銷售時才需支付費用。

響應式網站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

無論網站訪客使用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我們的響應式網站都可自動調整網站可用性與寬度
，您只需建立、維護並更新單一網站，不需再費心保持行動網站與主要網站外觀一致，讓您可以把心力放在您的生
意上，另外也不需擔心由於多個電腦或行動網站導致分散搜尋引擎最佳化的努力，這又是我們幫您提昇網站在
Google上搜尋結果的另一個措施。

我們的響應式網站不僅更好看，而且功能也更強大，我們提供許多不同的響應式設計，部分為免費，而其他的只需
一些合理費用，而且採用響應式設計的網站上所有電子商務頁面也將會是響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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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與安全
放心⋯而不需額外費用

你的網站將由一個非常安全的機房設施代管，我們使用配備Intel Xeon處理器的高效能Dell Power-Edge伺服器，
你的網站流量將透過叢集也高容錯性的Dell伺服器、Cisco路由器和Network Appliance儲存系統達成負載平衡。
我們的伺服器位於特別、安全的設施內，可免於火災、洪水、地震、電力中斷或者任何其他災害，我們引以為傲
的安全設施包括：

• 24小時每週7日全天候的遠端監視系統
• 透過手部掃描生物辨識系統控管資料中心清潔工作
• 我們的伺服器機架都有特別的設計降低地震的影響，包括詳細計算後的強化支撐設計，並把伺服器機架與機箱 
   都固定至地板等。
• 我們資料中心透過不斷電系統（UPS）供電，不斷電系統可避免電力公司的電力中斷或激增，而備用發電機可
   提供額外電力，在電力系統故障時，還能無限提供正常運作所需電力。
• 多重空調系統輔助主要冷卻系統以確保最大空氣流動與恆溫控制
• 比傳統方式更好的防火系統替代方案，搭配智慧型早期偵測系統與備援防火系統，防止不必要的設備損害及偶
  發的運作時間損失。
• 駐廠安全人員24x7全天候控制我們的資料中心安全監控與意外管理
• 可偵測資料中心內及周邊任何移動的電子動作感應器

雙層防火牆保護 - 我們的網路在Cisco ASA防火牆雙重安全系統保護之下，駭客或未經授權使用者幾乎不可能危
害您的網站安全。

無限網站流量 - 許多網站代管公司會限制您網站流量，但若使用我們的服務，您可以放心，不管您的網站多受歡
迎，您的網站都足以應付增加流量，而不需額外付費。

無限儲存空間 - 我們的每一個網站都具有無限網頁、檔案和照片儲存空間，隨著你的生意成長，我們將能保證你
的網站空間足以因應你的需求。

網域名稱註冊 - 取得一個自己的網域名稱是建立你網站最重要的步驟，透過我們的網域名稱工具，註冊流程十分
快速且容易，用一個簡單的步驟查看.com、.net域名是否可用，如果你已經有自己的網域名稱，我們也可以協助
你把域名指向你的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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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產製內容與互動
吸引你的客戶

電子郵件行銷活動 - 使用我們精美的電子郵件範本，例如適合不同季節風格的電子報、企業宣示、特殊活動以及促
銷、生日以及其他許多常見節日等，來在正確的時間與正確的客戶互動，您也可以透過我們的電子郵件範本建立您
自己的的電子報行銷活動，並針對您所選擇的客戶進行推廣。

部落格 - 透過我們簡單直接的工具來把你Blogger.com帳戶無縫整合在你的網頁上！你將能讓客戶與網站訪客隨時
知道產業新聞、即將來到的商店活動，或者任何你客戶想要知道的消息。

線上會談與預約工具 - 我們沒有忘記服務業！透過我們的數位行銷解決方案，餐廳或者美容院等事業可以讓客戶直
接在網站上預約服務或訂位！還有比這個更簡單方便的功能嗎！

照片藝廊 - 無論你屬於哪一種行業，有豐富照片的網站都能吸引更多訪客，並增加給客戶的信賴感！我們照片藝廊
功能可讓你建立完整的照片集，無論你想要展示你過去完成的作品，或者提供你實體商店的虛擬導覽，你都會愛上
這種毫不費力就可以增加、編輯或者發佈許多照片的感覺！

嵌入影片 - 消費者非常重視網路影片，從消費者見證影片到產品簡介等，這個功能具有無限的應用潛力！這也就是
為什麼我們開發出獨家影片Widget，讓你能很快上傳並在網站貼上影片！還有如果您想要擁有社交媒體分享功能，
以及採用您在YouTube或Vimeo上的影片，別擔心，我們也有足夠的工具讓您把這些影片整合在您的網站上。

社交媒體小工具 - 無論你的企業規模大或小，在社交網路上曝光對您都相當重要，我們網站解決方案讓你可以輕鬆
將Facebook、Twittier、Instrgram、Pinterest和Plurk帳戶整合於你的公司網站上，你可以將網站連結至社交網站
頁面，或者將Twitter的訊息匯入你的網站！在世界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站上推廣你的公司就是這麼簡單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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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行銷產品
加強並延伸您的網路門面

專業設計服務 - 我們的客戶有多種網站設計選項， 網站版型以及內容對於建立有效的網路門面至關重要，所有的
設計套裝都是建立於我們可編輯的網站平台內，因此您日後可以靈活地維護內容或添加更多頁面。

專業SEO服務 - SEO也就是搜尋引擎優化，這是確保當消費者在Google或Yahoo上尋找特定產品或服務時，您的
公司或品牌通過能獲得更高的排名，我們會打電話給您，討論您所希望達成的目標，以及與您的網站的關連性，包
括您所希望覆蓋的地理區域以及客戶特徵等，我們的專家會從基本分析開始，進而幫您完成網站關鍵字、網頁標題
、標題、頁面描述，以及更多讓您在搜尋引擎關鍵字排名中脫穎而出各種技巧。

專業的Google廣告服務 - 搜尋引擎巨人Google為希望強化網路行銷的企業提供付費的AdWords服務。我們的專家
將協助您完成AdWords設定的各種流程，包括建立與管理帳戶、廣告活動、預算、網絡、鎖定行動裝置備、地理定
位等主題。

專業Facebook廣告服務 - Facebook上的用戶已經突破10億，因此您絕對可以相信我們能幫您找到客戶，我們將
與您討論您的目標市場人口統計資料、您希望覆蓋的地理區域和讓您的廣告系列的所有重要細節，我們會提供您每
月廣告活動詳細報名以及咨詢服務，讓您瞭解您的行銷資金是如何運用。

專業社交媒體管理 -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等網站正在成為消費者做出購買決策的重要管道
，我們提供一個可讓您輕鬆管理而且注重成果的社交媒體管理套裝，我們的專家將在您選擇的社交媒體網站上建立
個人資料、每週發佈包含文字和圖像的內容，並協助您回覆在這些有許多流量的網站上出現的各種評論或詢問。

專業信譽管理 - 我們的網路信譽管理服務包括每月掃描各網站找出負面評論，並提供詳細的報告告知您有哪些消費
者的評論活動可能會影響您的收入、利潤及流量，一旦狀況評估後，我們的聲譽管理專家就可以啟動抑制負面評論
的活動，以及啟動有針對性的SEO活動，並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體網站來提升企業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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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與安全
放心⋯而不需額外費用

你的網站將由一個非常安全的機房設施代管，我們使用配備Intel Xeon處理器的高效能Dell Power-Edge伺服器，
你的網站流量將透過叢集也高容錯性的Dell伺服器、Cisco路由器和Network Appliance儲存系統達成負載平衡。
我們的伺服器位於特別、安全的設施內，可免於火災、洪水、地震、電力中斷或者任何其他災害，我們引以為傲
的安全設施包括：

• 24小時每週7日全天候的遠端監視系統
• 透過手部掃描生物辨識系統控管資料中心清潔工作
• 我們的伺服器機架都有特別的設計降低地震的影響，包括詳細計算後的強化支撐設計，並把伺服器機架與機箱 
   都固定至地板等。
• 我們資料中心透過不斷電系統（UPS）供電，不斷電系統可避免電力公司的電力中斷或激增，而備用發電機可
   提供額外電力，在電力系統故障時，還能無限提供正常運作所需電力。
• 多重空調系統輔助主要冷卻系統以確保最大空氣流動與恆溫控制
• 比傳統方式更好的防火系統替代方案，搭配智慧型早期偵測系統與備援防火系統，防止不必要的設備損害及偶
  發的運作時間損失。
• 駐廠安全人員24x7全天候控制我們的資料中心安全監控與意外管理
• 可偵測資料中心內及周邊任何移動的電子動作感應器

雙層防火牆保護 - 我們的網路在Cisco ASA防火牆雙重安全系統保護之下，駭客或未經授權使用者幾乎不可能危
害您的網站安全。

無限網站流量 - 許多網站代管公司會限制您網站流量，但若使用我們的服務，您可以放心，不管您的網站多受歡
迎，您的網站都足以應付增加流量，而不需額外付費。

無限儲存空間 - 我們的每一個網站都具有無限網頁、檔案和照片儲存空間，隨著你的生意成長，我們將能保證你
的網站空間足以因應你的需求。

Digital Marketing Products - We o�er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Digital Marketing services to enhance and extend your business' Web presence.
Professional Design Services - Our clients have a variety of options for getting their Web site designed. The layout of the Web site along with your site’s content are critical to help you establish an e�ective Internet presence. All of our design packages are designed inside the editable Web site platform so you have the �exibility to maintain your content or add more pages in the future.
Professional SEO Services -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SEO, ensures your business ranks high on search engines like Google and Yahoo when a consumer is looking for a speci�c product or service. We’ll call you to discuss your desired goals related to your Web site, the geographic areas you wish to reach, and the demographics of your desired customer. Our specialists take it from there. We conduct SEO tasks related to site keywords, page titles, headings, page descriptions, and many more ways to make you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Professional Google Advertising Services - Search engine giant Google o�ers its paid AdWords service to businesses who wish to enhance their Internet marketing e�orts. Our SEO specialists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AdWords process, taking care of subjects like account creation, campaigns, budgets, networks, mobile device targeting, geographical targeting and much more.
Professional Facebook Advertising Services - Billions of people are on Facebook,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we’ll �nd you an audience. We’ll discuss with you your target market demographics, the geographic area you wish to reach, and all other vital details to get your campaign kicked o�. Expect a monthly consultation and report detailing exactly where your hard earned marketing dollars are going.
Professional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 Web sites like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Pinterest, and many more to come are becoming incredibly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consumers making buying decisions. We o�er a smooth, results-driven package in which our specialists will create pro�les on the social media sites of your choice, post written and image-driven content each week, and respond to comments or questions that might arise on these highly viewed services. Our team will create pro�les for you, post written and image driven content each week, and respond to questions and posts.
Professional Reputation Management - Our online reput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include a monthly scan of the online world for negative reviews, and clear reporting of activity on consumer review sites that could a�ect your revenue, pro�ts and foot tra�c. Once the situation is assessed, our reputation management specialists can initiate suppression campaigns, launch targeted SEO campaigns, and take advantage of social media site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to enhance the reputation of a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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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Thurs Hours 11AM-9PM

Fri-Sat Hours 11AM-1AM

M-F Happy Hour 4PM-6PM

Text SPECIALS to learn about 

Happy Hour Specials

HOURS?

Morse Connect
全新簡訊服務，讓您的客戶可以向您發送簡訊。

是時候讓客戶向您發送簡訊了，讓Morse Connect協助您達成！ Morse Connect 是傳統固定電話和免付費電話的
簡訊服務，無論是中小企業，或大型企業，甚至任何企業，我們都知道，時間等於金錢，透過Morse Connect，您
不僅可以節省客戶的時間（向惱人的電話鈴聲說再見），也節省了您的時間。對於您來說，您將會有更多時間來投
入於您的核心業務，對於您的客戶也是如此，Morse Connect最大的好處是什麼？那就是透過企業簡訊幫您 100％ 
隨時和客戶保持聯繫。讓您和客戶達成雙贏。

傳統固定電話簡訊 - 我們會幫您將現有、被客戶信賴的公司固定電話加入簡訊功能，我們也可以為您的免付費電話
號碼啟用簡訊。

免費付費電話簡訊 - 我們為您的現有免付費電話號碼加入簡訊，讓您的號碼有完整的簡訊功能。需要免付費電話號
碼嗎？我們可以幫您。

個人化回應 - 就像一般簡訊一樣，您和您的員工可以自行回覆簡訊，和客戶保持親密的互動。

無限回應 - 完全客製化。如果您能想到，您就可以做到，您可以建立無數的自動回應簡訊來回答各種可能的問題，
這才是聰明的作法。

簡單的操作面板 - 您可透過不同的裝置登入操作面板；無論是手機、平板電腦、電腦，查看資料、調整和管理操作
都沒問題。

批量發送簡訊 – 透過簡訊行銷活動，寄送簡訊至您所有或部分聯絡人。

行銷活動管理 - 我們可提供完整的行銷管理服務，您就像搭乘豪華禮車，只要告訴我們方向，我們就能為您服務，
最好的就是您動口，我們來動手。



專屬平台與網站管理介面
•所見即所得（WYSIWYG）網頁編輯器
•拖放式介面
•不限次數網站修改
•在iPad、iPhone或其他觸控式裝置上編輯網站
•整合Google字型打造獨特網站外觀
•Google網站地圖（Google Site Map）
•無限網站儲存空間
•域名註冊與管理工具
•檔案總管與檔案大量上傳工具
•從網址 (URLs) 載入檔案
•檔案與資料夾密碼保護系統
•程式碼Widget

響應式網站
•具延展性的網站，針對電腦、平板與智慧型手機自動調整
•更新單一網站 - 一切變更在所有裝置都能完美呈現
•各種精美響應式設計
•電子商務頁面也是響應式

搜尋引擎最佳化與績效指標
•不限流量
•搜尋引擎最佳化工具
•網站促銷工具
•網站流量統計
•Google Analytics支援

社交媒體行銷
•社交媒體小工具：
-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Pinterest
- Plurk
•Blogger與WordPress部落格整合

客戶關係管理
•匯入/匯出聯絡人
•電子報行銷活動工具
•每個域名之信箱容量達1GB
•支援下列電子郵件存取方式：
- 常見的電子郵件客戶端軟體如Outlook、Thunderbird

和Eudora
- 網頁郵件介面
- 你最喜歡的行動裝置

Digital Marketing Products - We o�er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Digital Marketing services to enhance and extend your business' Web presence.
Professional Design Services - Our clients have a variety of options for getting their Web site designed. The layout of the Web site along with your site’s content are critical to help you establish an e�ective Internet presence. All of our design packages are designed inside the editable Web site platform so you have the �exibility to maintain your content or add more pages in the future.
Professional SEO Services -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SEO, ensures your business ranks high on search engines like Google and Yahoo when a consumer is looking for a speci�c product or service. We’ll call you to discuss your desired goals related to your Web site, the geographic areas you wish to reach, and the demographics of your desired customer. Our specialists take it from there. We conduct SEO tasks related to site keywords, page titles, headings, page descriptions, and many more ways to make you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Professional Google Advertising Services - Search engine giant Google o�ers its paid AdWords service to businesses who wish to enhance their Internet marketing e�orts. Our SEO specialists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AdWords process, taking care of subjects like account creation, campaigns, budgets, networks, mobile device targeting, geographical targeting and much more.
Professional Facebook Advertising Services - Billions of people are on Facebook,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we’ll �nd you an audience. We’ll discuss with you your target market demographics, the geographic area you wish to reach, and all other vital details to get your campaign kicked o�. Expect a monthly consultation and report detailing exactly where your hard earned marketing dollars are going.
Professional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 Web sites like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Pinterest, and many more to come are becoming incredibly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consumers making buying decisions. We o�er a smooth, results-driven package in which our specialists will create pro�les on the social media sites of your choice, post written and image-driven content each week, and respond to comments or questions that might arise on these highly viewed services. Our team will create pro�les for you, post written and image driven content each week, and respond to questions and posts.
Professional Reputation Management - Our online reput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include a monthly scan of the online world for negative reviews, and clear reporting of activity on consumer review sites that could a�ect your revenue, pro�ts and foot tra�c. Once the situation is assessed, our reputation management specialists can initiate suppression campaigns, launch targeted SEO campaigns, and take advantage of social media sites like Facebook and Twitter to enhance the reputation of a business.

數位行銷解決方案
功能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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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媒體
•流暢的影片
•優美的照片藝廊內含HTML5幻燈片選項
•影像編輯工具（裁切、變更大小與旋轉）
•提供路線指示的Google Map
•氣象Widget
•豐富文本(Rich Text)編輯器
•可設定資源的會談與預約工具

產品目錄管理
•電子商務管理介面
•匯入/匯出產品
•產品庫存管理
•發票與包裝工具
•產品標籤
•多重帳務選項

強化客戶體驗
•平移與放大產品照片
•希望購買清單
•比較產品
•產品評論
•容易使用的再次下單功能
•可配置的產品
•虛擬產品/可下載產品 - MP3、電子書，或PDF檔案
•客戶與購物車折扣選項

超凡的支援
•全心服務的專業友善支援團隊
•24/7電話支援(主要假日除外)
•即時交談支援與螢幕分享遠端協助
•電子郵件支援
•說明檔案與循序漸進的指示
•欄位旁的浮動說明（Hover Help）
•專業設計服務
•專業SEO服務
•專業SEM服務
•專業SMM服務
•專業信譽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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