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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支持  与升级
一流的客户服务不应该代价高昂

我们和其他网站设计公司与代管公司不同，我们不向客户收取技术支持费用，相反地，我们的客户可以无限地请求

我们知识丰富的客户服务人员协助，客户服务专员将在您建立网站的每个步骤以及网站推广过程倾力相助，无论你

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有任何疑�，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全心服务的专员- 我们的客服团队不像其他一般的技术支持人员，当您联络我们的客户服务时，您将会被转接到针

对你的问题且训练有素的服务团队，而我们不只是对电子商务和电子邮件营销提供支持，因为我们了解社交媒体对

你的生意有多重要，我们的服务专员将与你一起建立热门的社交媒体帐户，例如Facebook和Twitter，我们知识渊

博的专员都针对最新的社交媒体趋势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将能在完整的社交媒体营销流程中帮助你，从建立帐

户到推广等。

即时�端控制支持- 这项卓越的工具可以在我们客户支持人员和你的电脑上直接建立连线，以提供比一般更具互动

性的服务，你将能够在你的萤幕上即时观看客服人员的每一个步骤！

免费软体更新 - 我们软体开发团队一直持续为这个解决方案增加新功能！作为我们宝贵的客户，你将能随时享受到

各种最新功能，而这一切都不需要额外费用！

多重语言支持- 我们在全球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客户，因此我们了解用不同语言沟通的重要，除了我们出色的英文服

务支持团队外，我们支持还包括国语（普通话）、广东话和西班牙文的服务团队！

电子邮件
用这些强大的工具与客户保持联系

客户总管- 整理并管理你所有客户、供应商、生意上的伙伴的联络资讯，一旦当你建立你的客户资料库，你将能建

立并发送针对特定客户的电子报，宣布新产品、拍卖、或任何的活动、促销！

电子邮件帐户 - 我们解决方案的电子邮件帐户功能可完成您发送专业电子邮件所需一切，包括：

• 丰富HTML文本格式编辑工具与纯文字选项  

• 内建拼字检查工具 • 个人化帐户选项 

• 通讯录、行事历、日程计画等

• 電电子邮件搜索工具

• 垃圾邮件过滤 - 降低不请自来的电邮

多元化的电邮管道 - 说到实用性，你可以透过常见的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体如Outlook、Thunderbird和Eudora直接

存取你的电子邮件帐户，出门在外需要查看电邮？没问题，我们也支持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而过网页电子邮件

，你将有更多的电子邮件功能，并透过任何浏览器存取你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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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透过网站建立利润丰厚的获利管道

你可以建立独特而强大的产品目录，功能包括虚拟购物车、商家帐户、进阶定价系统、付款选项、订单处理工具、

个人化运送方式，还能处理税金和税金计算方式！在这个产品目录中，你可以展示数以千计的产品，而且每个产品

都有不同的展示选项，例如提供多张产品照片、产品分类/叙述、多角度观看产品照片、客户自订的希望购买清单

、产品评论、价格规则、折扣等，还可以同时比较多个产品。

多重帐单选项- 你的系统可以即时在网络让客户用信用卡付款，并让订单直接透过电子邮件寄给你，无论你在网站

上使用哪一种客户付款方式，你都可以放心这些交易都是透过我们的SSL加密网络，所以非常安全。

可下载和虚拟的产品 - 即使你不销售实体产品，我们的数字营销解决方案也可让你生意增加获利！你可以用我们

革命性的虚拟产品工具直接在网站销售下载式产品，例如MP3和电子书！

量身订做和编辑
这是你的网络门面

我们的网站设计师和营销专家花费无数的时间研究什么是最成功的网站，帮助你建立最有效的专业网站版面和设计

，而透过这个简单易用的平台，无论你想要如何改变你网站的外观感觉，你都可以轻易地达成！

不限次数网站修改- 你可以完全掌控你的网络门面，不需学习复�的程式语言或者依赖网站开发人员，我们的软体

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文字、图片、颜色、背景以及网站上的任何元素！最好的是，所有的修改都是即时完成！

你的客户永�不会看到「网站建置中」的图示！

丰富文本和所见即所得（WYSIWYG）编辑工具 - 透过我们的丰富文本编辑器，你可以在不改变格式的状况下编辑

或新增文字，你可以轻易地改变字体大小或字体样式！我们所见即所得网页编辑器是一个强大的介面工具，让你可

以实际看到编辑完成的网页外观！一切的操作都是透过滑鼠点选即可，只要点击网页上的任何区域，然后在选单中

选择插入、删除或者编辑文字、图片或任何其他网站元素，而且我们的网站区域覆写功能让您可以自由打造网站上

的任何页面。

Google字型整合 - Google字型不仅免费、有数百种选择、适合网页，而且容易使用，而最重要的是，Google字型

可让您网站更加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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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和指标
让你的生意受到关注并衡量你的成功

如果客户找不到你的网站，那么无论网站如何令人印象深刻也无关紧要！我们的网站推广功能帮助你在网络上取得

曝光，引导您进行网站搜索引擎最佳化以及搜索引擎提交程序。

网站统计- 透过我们网站解决方案，评估你网络营销是否成功、有效非常容易，你可以找出哪个搜索引擎带给你最

多流量、哪个关键字吸引最多点击、你的网站有多少人点击、还有网站访客最喜欢浏览哪一个网页，除了我们自

的统计引擎外，如果您需要不同的角度来看您网站的效用，您也可以在网站上加入Google Analytics统计工具。

整合地图与行车路线指示 - 你的客户不需离开你的网站就可以看到如何前往实体店面的路线资讯!

独家伙伴计划- 如果你贩售实体产品（例如电子用品或衣物），这个计划将让你取得竞争对手没有的优势，我们将

会把你的产品展示在世界顶尖的购物网站SHOP.COM上，SHOP .COM上的访客将能透过搜索功能找到你的产品，

而且SHOP.COM将会直接连结到你的网站让消费者从你的网站上结帐！最好的是，你可免费加入这个计划！你只需

要透过SHOP.COM完成销售时才需支付费用。

响应式网站
桌上型电脑、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或智慧型手机

无论网站访客使用电脑、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或智慧型手机，我们的响应式网站都可自动调整网站可用性与宽度

，您只需建立、维护并更新单一网站，不需再费心保持行动网站与主要网站外观一致，让您可以把心力放在您的生

意上，另外也不需担心由于多个电脑或行动网站导致分散搜索引擎最佳化的努力，这又是我们帮您提升网站在

Google上搜索结果的另一个措施。

我们的响应式网站不仅更好看，而且功能也更强大，我们提供许多不同的响应式设计，部分为免费，而其他的只需

一些合理费用，而且采用响应式设计的网站上所有电子商务页面也将会是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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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与安全
放心⋯而不需额外费用

你的网站将由一个非常安全的机房设施代管，我们使用配备Intel Xeon处理器的高效能Dell Power-Edge伺服器，
你的网站流量将透过丛集也高容错性的Dell伺服器、Cisco路由器和Network Appliance储存系统达成负载平衡。
我们的伺服器位于特别、安全的设施内，可免于火灾、洪水、地震、电力中断或者任何其他灾害，我们引以为傲
的安全设施包括：

• 24小时每周7日全天候的�端监视系统
• 透过手部扫描生物辨识系统控管资料中心清洁工作
• 我们的伺服器机架都有特别的设计降低地震的影响，包括详细计算后的强化支撑设计，并把伺服器机架与机箱

都固定至地板等。
• 我们资料中心透过不断电系统（UPS）供电，不断电系统可避免电力公司的电力中断或激增，而备用发电机可

提供额外电力，在电力系统故障时，还能无限提供正常运作所需电力。
• 多重空调系统辅助主要冷却系统以确保最大空气流动与恒温控制
• 比传统方式更好的防火系统替代方案，搭配智慧型早期侦测系统与备援防火系统，防止不必要的设备损害及偶
发的运作时间损失。

• 驻厂安全人员24x7全天候控制我们的资料中心安全监控与意外管理
• 可侦测资料中心内及周  边任何移动的电子动作感应器

双层防火墙保护 - 我们的网络在Cisco ASA防火墙双重安全系统保护之下，骇客或未经授权使用者几乎不可能危
害您的网站安全。

无限网站流量 - 许多网站代管公司会限制您网站流量，但若使用我们的服务，您可以放心，不管您的网站多受欢
迎，您的网站都足以应付增加流量，而不需额外付费。

无限储存空间 - 我们的每一个网站都具有无限网页、档案和照片储存空间，随着你的生意成长，我们将能保证你
的网站空间足以因应你的需求。

网域名称注册- 取得一个自己的网域名称是建立你网站最重要的步骤，透过我们的网域名称工具，注册流程十分
快速且容易，用一个简单的步骤查看.com、.net域名是否可用，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网域名称，我们也可以协助
你把域名指向你的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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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产制内容与互动
吸引你的客户

电子邮件营销活动- 使用我们精美的电子邮件范本，例如适合不同季节风格的电子报、企业宣示、特殊活动以及促
销、生日以及其他许多常见节日等，来在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客户互动，您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电子邮件范本建立您
自己的的电子报营销活动，并针对您所选择的客户进行推广。

部落格 - 透过我们简单直接的工具来把你Blogger.com帐户无缝整合在你的网页上！你将能让客户与网站访客随时
知道产业新闻、即将来到的商店活动，或者任何你客户想要知道的消息。

线上会谈与预约工具 - 我们没有忘记服务业！透过我们的数字营销解决方案，餐厅或者美容院等事业可以让客户直
接在网站上预约服务或订位！还有比这个更简单方便的功能吗！

照片艺廊 - 无论你属于哪一种行业，有丰富照片的网站都能吸引更多访客，并增加给客户的信赖感！我们照片艺廊
功能可让你建立完整的照片集，无论你想要展示你过去完成的作品，或者提供你实体商店的虚拟导览，你都会爱上
这种毫不费力就可以增加、编辑或者发布许多照片的感觉！

嵌入影片 - 消费者非常重视网络影片，从消费者见证影片到产品简介等，这个功能具有无限的应用潜力！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开发出独家影片Widget，让你能很快上传并在网站贴上影片！还有如果您想要拥有社交媒体分享功能，
以及采用您在YouTube或Vimeo上的影片，别担心，我们也有足够的工具让您把这些影片整合在您的网站上。

社交媒体小工具- 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大或小，在社交网络上曝光对您都相当重要，我们网站解决方案让你可以轻松
将Facebook、Twittier、Instrgram、Pinterest和Plurk帐户整合于你的公司网站上，你可以将网站连结至社交网站
页面，或者将Twitter的讯息汇入你的网站！在世界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上推广你的公司就是这么简单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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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营销产品
加强并延伸您的网络门面

专业设计服务- 我们的客户有多种网站设计选项， 网站版型以及内容对于建立有效的网络门面至关重要，所有的设
计套装都是建立于我们可编辑的网站平台内，因此您日后可以灵活地维护内容或添加更多页面。

专业SEO服务- SEO也就是搜索引擎优化，这是确保当消费者在Google或Yahoo上寻找特定产品或服务时，您的公
司或品牌通过能获得更高的排名，我们会打电话给您，讨论您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以及与您的网站的关连性，包括
您所希望覆盖的地理区域以及客户特征等，我们的专家会从基本分析开始，进而帮您完成网站关键字、网页标题、
标题、页面描述，以及更多让您在搜索引擎关键字排名中脱颖而出各种技巧。

专业的Google广告服务 - 搜索引擎巨人Google为希望强化网络营销的企业提供付费的AdWords服务。我们的专家
将协助您完成AdWords设定的各种流程，包括建立与管理帐户、广告活动、预算、网络、锁定行动装置备、地理定
位等主题。

专业Facebook广告服务- Facebook上的用户已经突破10亿，因此您绝对可以相信我们能帮您找到客户，我们将与
您讨论您的目标市场人口统计资料、您希望覆盖的地理区域和让您的广告系列的所有重要细节，我们会提供您每月
广告活动详细报名以及咨询服务，让您了解您的营销资金是如何运用。

专业社交媒体管理-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等网站正在成为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管道，
我们提供一个可让您轻松管理而且注重成果的社交媒体管理套装，我们的专家将在您选择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建立个
人资料、每周发布包含文字和图像的内容，并协助您回覆在这些有许多流量的网站上出现的各种评论或询问。

专业信誉管理- 我们的网络信誉管理服务包括每月扫描各网站找出负面评论，并提供详细的报告告知您有哪些消费
者的评论活动可能会影响您的收入、利润及流量，一旦状况评估后，我们的声誉管理专家就可以启动抑制负面评论
的活动，以及启动有针对性的SEO活动，并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站来提升企业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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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与安全
放心⋯而不需额外费用

你的网站将由一个非常安全的机房设施代管，我们使用配备Intel Xeon处理器的高效能Dell Power-Edge伺服器，
你的网站流量将透过丛集也高容错性的Dell伺服器、Cisco路由器和Network Appliance储存系统达成负载平衡。
我们的伺服器位于特别、安全的设施内，可免于火灾、洪水、地震、电力中断或者任何其他灾害，我们引以为傲
的安全设施包括：

• 24小时每周7日全天候的�端监视系统
• 透过手部扫描生物辨识系统控管资料中心清洁工作
• 我们的伺服器机架都有特别的设计降低地震的影响，包括详细计算后的强化支撑设计，并把伺服器机架与机箱
   都固定至地板等。
• 我们资料中心透过不断电系统（UPS）供电，不断电系统可避免电力公司的电力中断或激增，而备用发电机可
   提供额外电力，在电力系统故障时，还能无限提供正常运作所需电力。
• 多重空调系统辅助主要冷却系统以确保最大空气流动与恒温控制
• 比传统方式更好的防火系统替代方案，搭配智慧型早期侦测系统与备援防火系统，防止不必要的设备损害及偶
  发的运作时间损失。
• 驻厂安全人员24x7全天候控制我们的资料中心安全监控与意外管理
• 可侦测资料中心内及周 边任何移动的电子动作感应器

双层防火墙保护 - 我们的网络在Cisco ASA防火墙双重安全系统保护之下，骇客或未经授权使用者几乎不可能危
害您的网站安全。

无限网站流量 - 许多网站代管公司会限制您网站流量，但若使用我们的服务，您可以放心，不管您的网站多受欢
迎，您的网站都足以应付增加流量，而不需额外付费。

无限储存空间 - 我们的每一个网站都具有无限网页、档案和照片储存空间，随着你的生意成长，我们将能保证你
的网站空间足以因应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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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短信服务，让您的客户可以向您发送短信

是时候让客户向您发送短信了，让Morse Connect协助您达成！ Morse Connect 是传统固定电话和免付费电话的
短信服务，无论是中小企业，或大型企业，甚至任何企业，我们都知道，时间等于金钱，透过Morse Connect，您
不仅可以节省客户的时间（向恼人的电话铃声说再见），也节省了您的时间。对于您来说，您将会有更多时间来投
入于您的核心业务，对于您的客户也是如此，Morse Connect最大的好处是什么？那就是透过企业短信帮您 100％ 
随时和客户保持联系。让您和客户达成双赢。

传统固定电话短信 - 我们会帮您将现有、被客户信赖的公司固定电话加入短信功能，我们也可以为您的免付费电话
号码启用短信。

免费付费电话短信 - 我们为您的现有免付费电话号码加入短信，让您的号码有完整的短信功能。需要免付费电话号
码吗？我们可以帮您。

个人化回应 - 就像一般短信一样，您和您的员工可以自行回覆短信，和客户保持亲密的互动。

无限回应 - 完全客制化。如果您能想到，您就可以做到，您可以建立无数的自动回应短信来回答各种可能的问题，
这才是聪明的作法。

简单的操作面板 - 您可透过不同的装置登入操作面板；无论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脑，查看资料、调整和管理操作
都没问题。

批量发送短信 – 透过短信营销活动，寄送短信至您所有或部分联系人。

营销活动管理 - 我们可提供完整的营销管理服务，您就像搭乘豪华礼车，只要告诉我们方向，我们就能为您服务，
最好的就是您动口，我们来动手。



专属平台与网站管理介面
•所见即所得（WYSIWYG）网页编辑器
•拖放式介面
•不限次数网站修改
•在iPad、iPhone或其他触控式装置上编辑网站
•整合Google字型打造独特网站外观
•Google网站地图（Google Site Map）
•无限网站储存空间
•域名注册与管理工具
•档案总管与档案大量上传工具
•从网址 (URLs) 载入档案
•档案与资料夹密码保护系统
•程式码Widget

响应式网站
•具延展性的网站，针对电脑、平板与智慧型手机自动调整
•更新单一网站 - 一切变更在所有装置都能完美呈现
•各种精美响应式设计
•电子商务页面也是响应式

搜索引擎最佳化与绩效指标
•不限流量
•搜索引擎最佳化工具
•网站促销工具
•网站流量统计
•Google Analytics支持

社交媒体营销
•社交媒体小工具：
-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Pinterest
- Plurk
•Blogger与WordPress部落格整合

客户关系管理
•汇入/汇出联络人
•电子报营销活动工具
•每个域名之信箱容量达1GB
•支持下列电子邮件存取方式：
- 常见的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体如Outlook、Thunderbird

和Eudora
- 网页邮件介面
- 你最喜欢的行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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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营销解決方案
功能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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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媒体
•流畅的影片
•优美的照片艺廊内含HTML5幻灯片选项
•影像编辑工具（裁切、变更大小与旋转）
•提供路线指示的Google Map
•气象Widget
•丰富文本(Rich Text)编辑器
•可设定资源的会谈与预约工具

产品目录管理
•电子商务管理介面
•汇入/汇出产品
•产品库存管理
•发票与包装工具
•产品标签
•多重帐务选项

强化客户体验
•平移与放大产品照片
•希望购买清单
•比较产品
•产品评论
•容易使用的再次下单功能
•可配置的产品
•虚拟产品/可下载产品 - MP3、电子书，或PDF档案
•客户与购物车折扣选项

超凡的支持
•全心服务的专业友善支持团队
•24/7电话支持(主要假日除外)
•即时交谈支持与萤幕分享�端协助
•电子邮件支持
•说明档案与循序渐进的指示
•栏位旁的浮动说明（Hover Help）
•专业设计服务
•专业SEO服务
•专业SEM服务
•专业SMM服务
•专业信誉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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