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式品牌網頁
提案公司

聯絡電話

04-23296485／02-27790715

建置企劃報價暨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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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ODOS 一頁式品牌網頁的效益
STEP 1

WHY

一頁式網頁+付款金流。

主打單一商品銷售頁面，集中資訊，打造爆款商品。

連結 IGODOS 線上商圈，為您帶來更多商品曝光：


製作專屬品牌形象頁，提升企業專業形象。



一頁式品牌商店，網路購物，更快更直覺。



響應式網頁設計：手機、平板、電腦等多種螢幕尺寸皆能讀取。。



精準曝光：FB 粉絲團、GOOGLE 關鍵字操作，讓品牌有更多熱流量。

STEP 2

WHAT

讓我們幫您賣商品。

提升觸及率、詢價、來客、訂單與銷售。
專業視覺設計師完美規劃。

STEP 3

HOW

開店步驟：
挑選版面：我們準備了符合 SEO 優化網頁版面讓您挑選
準備資料：請給我們您的商店及商品資訊
網頁確認上線：請給我們您的商店及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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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單
項目

項目內容

單價

數量

總計

6,500 元

1頁

6,500 元

6,500 元

12 個月

6,500 元

500 元

1組

 視覺版型設計

修改次數為 3 次
一頁式品
牌網頁

（修改範圍不超過 20%）
 程式設計費用

可直接於前台進行一頁式網頁編輯，具直覺性操作。
省略掉繁瑣的選單及後台維護。
網站平台
租用

廣告投放

 最少簽約一年
 租用費
 擁有獨立域名

 FACEBOOK 及 GOOGLE 關鍵字廣告投放

合計
營業稅
第一年價格總計
第二年開始價格為(未稅)

招商期間
【贈送】
13,000 元
650 元
13,650 元
6,500 元

一頁式網頁相關說明
說明
➲ 注意事項：
1. 以上服務不含產品攝影、文案撰寫、翻譯。
2. 網站文案文字及產品資料將依據客戶提供後之時程安排上傳工作，圖文編排為簡易排版，完成後將
不再進行校稿。
3. 若需要結合金流，須請自行向第三方支付：綠界、藍新申請帳號後，提供程式碼，讓我們嵌入至網
頁。
4. 一頁式網頁擁有後續方便維護之特點，所以並不具有一般網站後台及選單管理。
5. 本公司在合約期限內於網頁設計完成後，包含後續網站維護資料，其維護內容包含圖片、資料上
架，簡易圖文編排，如需要求指定的頁面設計，或修改到原本網站設計層面之處，則依調整幅度另行
報價。
6. 此項方案為選擇版型套版方案，非客製化視覺及程式設計，如需進行客製化設計須另行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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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與驗收
項目

說明
 1.『 IGODOS 一頁式品牌網頁服務 』第一年優惠價格為 NT$13,000 元(未稅 )，預繳兩年優惠 1000

元,價格為 NT$18,500 元(未稅)，預繳三年優惠 2000 元 ,價格為 NT$24,000 元(未稅)，預繳五年優
惠 5000 元 ,價格為 NT$34,000 元(未稅)。
 2.主機空間：5G，每增加 1G 費用：NT$1,000 元 / 年。 流量：30G /月，每超過 1G 費用：NT$200

元。
付款

 3.『IGODOS 一頁式品牌網頁服務』網站系統承租方式，收到款項次日即啟動專案。
 4.租用期間為『網站正式上線』當日開始計算，將以 E-mail 或電話進行通知。
 5.選定風格版型製作後，不得任意更改風格版型，維護範圍不包含版型變更，如有變更需求則另酌

收製作費 6,490 元/次。
 6.凡網頁版面設計完成，即進行指向上線；如暫時不上線，則網頁於一個月後關閉待正式上線時開

啟，如承租方仍有修改需求，則益盛科技將依修改內容幅度提供報價，才得以再進行調整。
成果報告

 內容包括如下：
 全案相關設計物原始設計檔、編撰文稿、圖片資料。

附件一、付款資料如下：
 使用銀行匯款或轉帳至以下帳號：
玉山銀行 北屯分行
銀行代號 808 / 帳號 1388940000216
戶名 益盛科技軟體有限公司

 聯絡資料：
公司名稱：益盛科技軟體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45538
電話：04-2329-6485#11
營業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181 號 11 樓之 11
聯絡人：林淑華
E-MAIL：hua@des1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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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約 書
益盛科技軟體有限公司-一頁式品牌網頁 租賃服務合約條款
用戶租用本公司服務必須同意及遵守以下使用守則及租用條款：
(本服務條款之版本日期為:西元 2019 年 06 月 04 日版)
1. 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得自由本公司營運的狀況，網際網路的網路軟體及硬
體運作的良窳，決定是否持續維持這項服務。承租人瞭解並深知網際網路的開
放性及不安全性將願意承擔因購買及使用本服務，本公司有權於下列情況發生
時暫停或中斷提供服務，承租人不得因此而要求任何補償或賠償．
一. 非預期之突發性系統設備發生故障．
二. 因需要而對系統設備進行保養及施工時．
三. 系統遭第三人以非法行為入侵和破壞時．
四. 本公司客戶網站運作影響主機系統穩定時．
五. 因電信機線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損害
時，其所生之損害。
六. 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停電、戰爭、海底電纜斷裂等天災不可抗力
因素造成線路中斷或毀損。
2.本公司基於網際網路的公開性，僅接受符合中華民國法律約束之網頁內容的
網站其網頁空間的使用，並且保留任何存檔於本公司伺服主機上的網頁內容及
透過本公司的主機連結到主機以外的網頁連結的修改及刪除的權利，包括承租
人上載或以任何媒體形式(但不受此限)委託本公司設定之網頁內容及連結。網
頁內容之適當性及合法性。凡網頁內容經本公司判定不適當或是不合法時，本
公司有權立即暫停或是終止承租人的服務。承購人因違反此項規定而被停用本
服務或是取消帳號，承租人均不得向益盛科技軟體有限公司申請退費或賠償。
因承租人違反此項規定而造成本公司的任何損失，本公司保留法律追訴權。
3.因本公司之因素致承租人服務一個月內連續 5 小時以上無法正常連線使用
時，本公司將自動延長承租人服務時間 1 個月之租約日期。本公司因例行性需
求進行主機維護時，益盛科技應提前 48 小時以 email 方式或於 igodos 官方網
站 (http://igodos.com.tw/) 公告消息以告知承租人，若因非預期之突發性系
統設備發生故障則不另行通知承租人。
4.本公司不接受承租人有下列內容或行為的網頁或是連結至下列內容或行為的
網頁：色情、鼓吹犯罪、專營軟體下載、惡意毀謗他人、違反善良風俗、觸犯
國家法律、盜版軟體 (大補帖)、違反著作權法(例如 MP3，ram 下載)、未經收
信者要求發送廣告信函、其他經本公司判定是濫用主機資源的網頁，凡有上述

內容網頁的網站，一經發現將不予通知承租人網站聯絡人，立即暫停承購人網
站的所有服務，承租人所預繳的費用亦不得辦理退費。承租人不得要求本公司
折換現金或任何補償。由於本公司所提供虛擬主機的流量限制，主要是希望主
機上的使用者均可保持良好傳輸品質，故承租人不得使用或蓄意使用會嚴重佔
用系統資源（如ｃｐｕ，記憶體等．．）的程式，當承租人所執行的程式大量
耗用本公司伺服器之處器及記憶體等系統共用資源或頻寬時，為保障其他用戶
的權利，本公司將不予事先告知有權將該程式或網站強制關閉，並給予停權處
理至承租人改善為止。若承租人不願意改善，則本公司有權得自行終止承租人
之服務，而所導致之任何後果及可能之損失概由承租人自行承擔，承租人不得
因此而要求本公司任何補償或賠償。若因承租人提供之檔案或程式產生不良影
響而導致任何損失或費用，如病毒、程式的 bug、違法或侵害他人著作權等，
益盛科技有權做適當之緊急處理，使益盛科技免於受損。
5.承租人應使用由本公司提供之各種服務功能及程式，其智慧財產權均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用戶僅得自行於本服務之範圍內使用，如有複製、更改或供他人
使用等侵害情形，本公司除得逕行終止租用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網站上由
承租人提供的照片,圖檔,文字資料，如涉及到版權或著作權問題，均由承租人
擔負全部法律責任； 其著作權屬於承租人, 未經承租人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加
以使用或複製。)
6.網站屬於承租方式服務，非一般買斷網站，承租人在承租網站期滿後，不得
要求將網站移至他處。.
7.本公司基於業務或廣告行銷需求得使用承租人所登錄之公司名稱、網址及部
分網站內容頁面，編印建置用戶目錄，但用戶事先聲明不欲刊登者，不在此
限。承租人在本公司所留下的資料均受到個人電腦資料保護法的保護及受到本
公司的客戶隱私權政策規範保護，除司法單位依法定程序 提出之調查需求之
外，本公司不得向任何第三者洩露或是販賣承購人的相關資料。
8.本公司用戶於私有網路系統架構變動或聯絡住址、電話等相關聯絡資料變更
時，應主動通知本公司，以維護用戶使用權益。若因承租人未主動告之益盛科
技變更相關聯絡資料致使所衍生之法律責任暨損失概由承租人自行負擔。承租
人不得因此而要求本公司任何補償或賠償。
9.本公司用戶應履行服務合約或本約定條款，按申請使用之服務方案金額、期
限給付相關費用；如逾期未繳或拒絕繳納，本公司有權經 email 或電話（簡
訊）通知後逕行中止承購人所有服務，所衍生之法律責任暨損失概由承租人自
行負擔。承租人不得因此而要求本公司任何補償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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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合約有效期間內，承租人不得依自身原因要求中止本租賃服務，所預繳的
費用亦不得辦理退費。
11.本公司若因無預警倒閉或主動停止本租賃服務，應將承租人預繳而未使用的
費用退還承租人，並無條件將網站程式資料提供給承租人移往它處使用。
12.承租人與本公司有關本服務所引起爭議，雙方同意以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但法律有專屬管轄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甲方：

乙方：益盛科技軟體有限公司

負責人: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聯絡人：

負責人:林俊昇
統一編號：54245538
聯絡人：林淑華

簽章：

簽章：

聯絡人
益盛科技軟體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4245538
網址：http://des13.com
電話：04-2329-6485 #11
E-Mail： hua@des13.com
承辦人員：林淑華
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181 號 11 樓之 11

本通訊及其所有附件所含之資訊均屬機密，僅供指定之收件人使用，未經寄件人許可不得揭露、複製或散布本
通訊(含以收件人名義開設之其他信箱 )。若您並非指定之收件人，請勿使用、保存或揭露本通訊之任何部份，
並請即通知寄件人且完全除本通訊。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communication and attachment is confidential and is for the use of
the intended recipient only. Any disclosure, copying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ender's consent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f you are not the intended recipient (any other different email
account owned by the same recipient is not conceived as the intended recipient), please notify the
sender and delete this co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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