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O生活誌: 只要NT：18,000，網頁設計作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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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新奇的事務，擁有強烈的好奇心，滿腦子天馬行空的想法，更喜歡四處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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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我1美金

只要NT：18,000，網頁設計作到好

工商服務

在全球不景氣的「金融海嘯」洗禮下，現在可說是百業蕭條，但雖如
此，時代進化的腳步卻不會因「金融海嘯」而停滯不前，網路時代已經
全面來臨，各行個業都應有專屬於的企業網站，有鑑於此YOGO所以特別
推出"只要NT：18,000，網頁設計作到好"的「18,000 / 超值形象網站方
案」，希望能與各位朋友一起「拼經濟」。
❖適用對象
1.欲藉由網站提昇品牌形象之企業。
2.產品數量少，且產品分類結構單純。
3.產品更新頻率低。
4.提供以服務為主的企業。
5.預算有限。

❖18,000元網站建置包含以下內容
❖專案規格
功能
視覺設計

項目

內容說明
公司專屬整體版型設計

規格或數量
專屬版型設計1組

網站首頁 公司網站主視覺設計

1頁

公司簡介 公司簡介圖文介紹

1頁

網站製作

http://blog.yogo.tw/2009/09/nt18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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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說明 服務簡介圖文介紹

1頁

產品介紹 產品介紹及展示

1頁

聯絡我們

互動表單設計，將訪客資
料傳送至貴公司指定信箱

網站空間 1.專業機房
虛擬主機
2.系統維護每週備份
＆
企業信箱 3.獨立專屬郵件信箱

1頁

1年

❖規格內容

項目

數量

內容說明

BloggerAds

網站美術設計

1式

根據貴公司目前的Logo或是需求，提供網頁視
覺設計一式；在了解客戶想法後，我們會先提
供一次版型設計圖檔給客戶，若是第一次的提
版方向錯誤，我們會提供第二次的版型設計，
最多兩版內設計定案。

捐款讓孩子幸福！

一般網頁會有的內容有：「網站首頁」、「公
客戶指定網頁
內容頁面

5頁

司簡介」、「服務介紹」、「產品介紹」、
「聯絡資訊等」，我們都會以圖文表現之，這
部份的詳細內容需要視客戶實際的需求規劃 設
計，基本有五個頁面，每多一個頁面需要外加
費用1,200元，若頁面數量多，價格可更低。

全台近八成遲緩兒，未
受早期療育！現在捐款
助遲緩兒接受早療，還
把好禮帶回家！
更多

網頁建置完成後，需要有一個主機空間放置完
成的網頁，我們也有提供「付費網頁空間」 給
客戶使用，當然您若是已經有網頁空間或是自

保護兒童好鄰居

有架設主機也可以放置在您指定的位置。
網站空間

1年

我們提供的主機規格如下：
1.流量：每月10G。
2.空間：2G的主機空間。
3.FTP：提供FTP可讓客戶使用，或是自行修
改網頁內容。

有網站通常會有網址，有網址就可以使用電子
企業信箱

1次

郵件，我們提供客戶「免費設定google電子郵
件的服務，您可以設定50組郵件帳號，每一個
郵件1G的空間」 ， 使用google企業信箱的服
務最大的好處如下：
1.系統穩定。

http://blog.yogo.tw/2009/09/nt18000.html

郭子乾邀請您加入「保
兒童好鄰居」行列，當
愛心不遲到的好厝邊
扶專線：0800-0785
更多

4/2國父紀念館，陪
子同樂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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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有效的「阻擋廣告信」 。
3.可網頁收發。
4.可outlook收發。
5.可手機收。

❖其他 網頁設計選購費用
項目

價格

說明
此部份需要視需求報價，基本報價

視需求報價

網頁Flash特效

好久好久，都快忘了兒
節放假的滋味，4/2讓
重拾那段專屬孩子一整
的幸福時光吧！

如下：

更多

1.首頁歡迎頁十秒內(不含程式撰
寫)：3000元

此部份需要視需求報價，基本報價
專案驗收後追加頁
面

視需求報價

如下：
1.不需美術設計下的繼承頁面：
1,200元 / 頁

此部份需要視需求報價，基本報價
網頁內容文案攥寫

視需求報價

如下：
1.600字以內(頁) / 1,200元

此部份需要視需求報價，基本報價
網頁廣告圖製作

視需求報價

如下：
1.(長)468 * (寬 )60 / 600元

程式設計

視需求報價

此部份需要視需求報價。

❖其他相關費用
項目

.tw網址

價格

說明

1,000元 / 年

我們可代為幫客戶申請.tw網址．若有
需要其他網址需求；例如com.tw 、
idv.tw、org.tw、net.tw等結尾，都可
以代為申請．
我們可代為幫客戶申請網址．若有需要

國際網址

800元 / 年

主機年費
（含續約）

2,500元 / 年

其他網址需求；例如.cn .net .org .cc
結尾等，都可以代為申請．

虛擬主機租用年費

❖製作流程及天數
經客戶告知後，YOGO會主動與您聯繫，依客戶的需求與方向索取必要網

http://blog.yogo.tw/2009/09/nt18000.html

熱門文章
[免費線上掃毒]賽門鐵克
裝了防毒軟體可是卻覺得
抓不到毒的時候怎麼辦呢
以把原本的防毒軟體移除
安裝別牌的防毒軟體試試
果你不想這麼麻煩的話，
看免費線上掃毒功能來掃
們來試試國內外一個很有
鐵克-諾頓防毒軟體」所提
上掃毒功能，我們可...
[裝機必備軟體]影音轉檔
在這個網路與手持裝置普
相信各位朋友都會有影片
求，下面幾套軟體是 YO
錯用的軟體，推薦給有需
考看看。 WinAVI Video
中文版 官方網站： http
[好書推薦]iPhone程式設
與精通Objective-C 2.0程
iphone 最近紅到不行，若
入iphone 程式開發的行列
YOGO 下面推薦的那二本
錯的選擇，尤其是 Objec
開發 iphone 程式必備的
iPhone程式設計範例經典
專業級的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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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設計資料。
1.公司的LOGO或代表性圖案。

用PHP寄MAIL的方法

2.網站風格走向確認。
3.網站指定色系或喜愛的顏色。
4.網站相關圖案及文案資料。
項目

天數

製作版型

約需3～4個工作天

客戶確認

附註
簽約並收50％訂金

YOGO整理了一下，用PH
方法給有需要的朋友參考
PHP內建的mail()函式 一
入須要先設好您的mail-s
問題的大多是windows的
這一個函式時如果出現找
就是您的mail-se...

提供線上對稿

程式設計

約需3～4個工作天

聯絡我們

內頁排版

約需3～4個工作天

依內容多寡而定

最後確認

確認後收取50％尾款

1.可依客戶需求新增網頁或程式，或另行報價。
2.flash動畫片頭需求不一，需依難度另行報價。
❖客戶需要的準備工作
為讓專案的進行順利，我們希望客戶可以提供以下資料給我們：

項目

php安裝o
很多朋友在
phpmaile
送mail時
寄送的錯誤
常見的就是php沒有支援
係，有鑑於此YOGO特別
學，希望能對這方面有困
有所幫助，至於phpmail
式，就請參考YOGO寫的
（&...

說明
ImageMagick應用大全（

公司的LOGO或代表性圖案

可讓網頁設計色系風格和LOGO一致，並請
儘量提供電子檔。

公司期望的網站風格方向

可讓我們更了解您期望的設計結果。

公司期望的網站指定色系或
可讓我們更了解您期望的設計結果。
喜愛的顏色

是否有參閱過的同業網站

請提供參考網站給我們參閱，可更了解您
的需求，與您同業的現狀，以利設計效果
呈現。

請提供相關圖片圖檔及文案 網站內容是需要客戶提供的，這部份的文
文字資料檔
字內容與圖片，請儘量提供文字檔。

❖交付原始檔光碟
結案後交付網站電子檔光碟一張。
❖聯絡方式
MAIL：hrf58@yahoo.com.tw
MSN：yo-go@livemail.tw

如果覺得這篇文章對您有所幫助，在觀看完文章之餘，希
望能點選下方方廣告，當作是對YOGO的支持，讓YOGO更
有寫作的動力。

http://blog.yogo.tw/2009/09/nt18000.html

在 Windows 下安裝 Imag
到 http://www.imagem
下載 Windows Executab
議下載 Stable 穩定版本)
[好物推薦]人因 DeeJay
畫質影音多媒體 MP5 8G
最近行動影音風氣盛行，
YOGO也想買一台MP5來跟
以再眾多產品中挑來選去
現「人因 DeeJay UC903
影音多媒體 MP5 8GB」跟
target=_blank>' target=_
target...
[PHP]四款免費購物車推薦
oscommerce osCommer
「Open Source Commer
套 電子商務 與線上 stor
management 軟體程式。
用在任何的web server，
用PHP與MySQL架構而成
GNU Gen...
[免費]F-Secure 線上掃毒
裝了防毒軟體可是卻覺得
抓不到毒的時候怎麼辦呢
以把原本的防毒軟體移除

2011/4/5

YOGO生活誌: 只要NT：18,000，網頁設計作到好

Page 5 of 7

安裝別牌的防毒軟體試試
果你不想這麼麻煩的話，
看免費線上掃毒功能來掃
們來試試國外一個很有名
Secure防毒軟體」所提供
[免費]NOD
（ESET O
Scanner）
裝了防毒軟
得電腦怪怪
的時候怎麼辦呢？這時候
的防毒軟體移除掉，再另
的防毒軟體試試看。不過
這麼麻煩的話，也可以試
上掃毒功能來掃毒；「E
Scanner」是一個免費的
能，我們可以不用另外安

隨機文章

Powere

標籤雲

張貼者： YOGO 於 下午10:50
標籤： 企業網站架設, 網頁設計

好書推薦 (93) P
DREAMWEAVER (24
(21) MySQL (19) 好物
網頁設計開發 (19) N

0 意見:
張貼意見

規劃 (16) DW (15) ajax
設 (14) 音樂 (13) Drea
(12) FLASH (12) 網頁伺
路行銷 (10) 網頁配置理
Server (9) jQuery (9)

較新的文章

首頁

訂閱： 張貼意見 (Atom)

較舊的文章

NAS下載機 (8) Yahoo購物
業網站架設 (8) 圖形驗證
計 (8) 購物車 (8) 軟
Dreamweaver網站定義
Captcha (6) PHP on Wi
擬主機 (6) 西洋經典老歌
(5) 檔案上傳 (5) 檔案下載
YAHOO拍賣 (4) asp (4) cs
(4) spa音樂 (4) 網站易用性
(4) ImageMagick (3) Ubun
openssl (3) ssl (3) xml (3)
優化 (3) 檔案更名 (3) 檔案
心靈的歌 (3) 紓壓音樂 (3
露天拍賣 (3) Music (2) PC
Library (2) php-gtk (2)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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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 (2) 日期加減運算
絕對路徑 (2) 網拍 (2) 資料
(2) PHPMailer (1) t35 (1) 無壓
典藏輯 (1) 禁止IP (1) 許媽媽古
卡 (1) 電子音樂賀卡 (1)

網誌存檔
► 2011 (19)
► 2010 (122)
▼ 2009 (107)
► 十二月 (39)
► 十一月 (9)
► 十月 (12)
▼ 九月 (28)
► 九月 24 (7)
► 九月 23 (3)
▼ 九月 18 (1)
只要NT：18,000
作到好
► 九月 16 (3)
► 九月 14 (4)
► 九月 13 (2)
► 九月 10 (1)
► 九月 09 (1)
► 九月 08 (2)
► 九月 07 (2)
► 九月 03 (2)
► 八月 (10)
► 七月 (8)
► 六月 (1)

http://blog.yogo.tw/2009/09/nt18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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