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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設計及製作服務 + 自助網上商店管理系統 

基本計劃  

 
項目 內容 詳細 

基本設置 網頁介面語言
 
   - 英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選 1項) 1 種 

專人設計服務 首次網頁『度身訂做』設計 及 製作                                      

- 美術設計 : 網頁配周邊相片效果圖片 

- 專業相片處理 :  Graphic retouching,  Layout coordination 

網頁基本結構 : 各平台介面排版  (介面像數 : 1024 x 768) 

 

自助網頁管理系統 - 網站管理員可透過系統，自行上載或更新網頁內容。  

- 24 小時運作、即時更新、密碼保護 

所有頁面, 支援插入圖片檔及超連結外, 更支援插入表格 (PDF, Ms 

Word/Excel 文件檔)、Youtube Video、 Facebook 分享/讚 按鈕 

- 首次代上載橫向目錄內容，日後可 DIY管理 (客戶提供內容檔) 

 

主頁 Flash Banner 4圖動態切換播放 Banner (支援 Iphone直接瀏覽, 支援自助更換圖片) 1 組 

橫向目錄 橫向目錄 (可自訂內容 及 插圖): 

  - 最新消息 - 1頁 

  - 關於我們 - 1頁 

  - 訂購須知-  1頁 

  - 聯絡我們 - 1頁 

  - 自訂額外網頁 - 5頁 (主題不限) 

9 頁 

縱向目錄 縱向目錄 : 商品管理 

  - 商品頁數 -  無限頁 

  - 隨時增加商品，系統自動生成一頁” 商品”內頁 

  - 商品內頁: 可插入商品圖片及輸入商品描述  

  - 商品圖片:  自動整理圖片尺寸 

無限頁 

收款系統 PayPal收費連接(Visa/Master/AE/Paypa 餘額)  

訂單通知 電郵訂單通知、訂單狀態管理 1 組 

網上查詢表格 電郵查詢系統  Form to email ( in Contact us page  ) 1 組 

站內搜查功能 網頁內商品搜查  

統計器 瀏覽次數統計器  

費用 一次性收費  (Once Off Fee )原價 HKD$13,500 

收款系統 支付寶收款 (Alipay)連接  

–不包括任何開立支付寶戶口費用,詳情見“額外服務 1” 
HKD$300.00 

總費用 一次性收費  (Once Off Fee )原價 HKD$13,800 

限時優惠 總費用 只須 HKD$12,000 

系統安裝費 豁免 HK$1,000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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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服務: 

1.  支付寶收款 (Alipay) A1) 客戶自行設立支付寶戶口(國內提款)  (1)無須開戶費. (2)交易費~ $1.5-2% 

**交易費直接交予支付寶價 

2.   A2) 代設支付寶戶口(香港提款) 開戶費$2400+月費$240+交易費$3%+$1.5* 

**所有費用直接交予受托公司/支付寶, 價格

以支付寶/受托公司公佈為準 

3.  額外介面語言 如須安裝額外介面語言, 每種額外語言, 需多付總費用之 30%.  

4.  Flash Banner 制作 $3000 起/個  

5.  網頁寄存 $720起/年(視乎計劃, 歡迎查詢) 

6.  域名年費  $100起/域名/年(視乎域名類別, 歡迎查詢) 

 

付款及服務細則 

 

1. 域名及寄存費用: 費用並未含域名及網頁電郵寄存費用.  

2. 首次代上載橫向目錄內容, 客戶最遲必須在網頁完成後的 2個月提交須要上載的資料. 

3. 本公司提供可靠的 DIY 網頁平台，首次設置完成後，客戶可自由到網頁控制台，自行更新產品/網頁資料。 

4. 服務期間，您可得到本公司的電郵及電話技術支援服務，為您解答一般 DIY網頁的操作疑問。 

5. 付款及處理程序 （製作需時： 視乎設計內容， 一般約１個月完成） 

我們收到您的申請表後， 會電郵/傳真有關 50%的發票到貴公司（詳情見下）． 

 

50%服務預繳費 

確認申請／惠顧本公司的服務後，客戶繳付 50%的款項作為服務預繳費。 

收到款項後，本公司便會開始製作『網頁設計藍本』（網頁外觀，網頁架構）。 

 

確定『網頁藍本』 

當客戶檢閱並接納本公司提供的『網頁設計藍本』，請簽署確定該藍本。 

 

『修改設計藍本』費用 

客戶如簽署藍本後，再向本公司提出更改該『網頁設計藍本』的要求，客戶須要繳付『修改設計藍本』費用（HK

＄400 起）。 

 

繳付 50%餘款 

客戶須要在本公司上傳『完成品』／將『完成品』交給客戶之前，繳付餘下之 50%服務費。 

 

 

繳付 50%餘款 

客戶須要在本公司上傳『完成品』／將『完成品』交給客戶之前，繳付餘下之 50%服務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