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鬆架站資料上架服務申請表 
 

承辦人 

通知繳費 

 

智邦生活館為協助中小企業邁向網路世界，凡租用智邦虛擬空間方案均免費提供「10分鐘輕鬆架站」之

架站工具，讓您可以輕鬆擁有自己的網站，為服務廣大「10分鐘輕鬆架站」新手特別推出專業設計師協

助上架服務，讓您在架設網站初期能夠更加順利！ 

 

申請方式： 

1. 請列印次頁之【申請表格及服務條款】共 2頁，詳細填寫，並將服務條款簽章後，以郵寄或傳真方式，

回傳智邦生活館辦理。 

※ 申請內容模糊不清或填寫不詳實者，恕難以受理 ※ 

傳真：02-2771-8076     網站建置顧問 收 

地址：台北市 10694 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號 13樓    網站建置顧問 收 

 

2. 請詳細填寫【網站基本資料申請表】，並將申請表與相關圖片以 E-mail方式傳至下列信箱： 

主旨：輕鬆架站網站上架資料 

信箱：bizmail@corp.url.com.tw  

 

3. 填寫說明： 

① 資料欄位請詳實填寫，以便加速申請流程。(有*號為必填項目，請勿空白) 

② 請詳閱服務同意條款後，同意所載約定內容並用印蓋章。(用印不符者無效，恕不受理) 

 

4. 申請書會由專人為您處理，在傳真（郵寄）申請書之後，網站建置顧問會再跟您說明並確認申辦程序。 

  申辦作業流程： 

 

 

 

 

5.  有關申請的相關問題，或需要特殊協助，可 Email至 bizmail@corp.url.com.tw   

 

 

 

 

智邦生活館   企業客戶服務中心   敬上 

2~3天 郵寄/傳真 

申請書 

去電確認 

申請資料 

設計師溝通 

上架內容 

資料上架完成 

通知管理者信箱 

mailto:bizmail@corp.url.com.tw
mailto:bizmail@corp.ur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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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申請人  *聯絡 E-mail  

*聯絡電話  聯絡手機  

*聯絡地址  

*行業屬性  

資訊調查 

1. 請問貴公司網站用途為 ? □ 公司形象 □ 商品展示 □ 線上購物 □ 社群經營

□ 個人 □ 其他 _____________ 

2.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專人管理更新網站？  □ 是   □ 否 

申請項目 

申請方案 ■ 輕鬆架站資料上架服務 

*管理者帳號            @                                *管理者密碼                         

*網域名稱 http://www.                            (您申請的網站網址) 

*主機方案 □ 輕鬆架站一般版    □ 輕鬆架站進階版    

*版型選擇 □ 我希望用 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公版名稱)   □ 再與設計單位討論 

*附件 
□ 申請書及服務條款（請簽章完成），共 2頁 

□ 網站基本資料申請表 & 圖片，共 1頁 

注意事項 

1. 智邦生活館保留是否接受申請之權利。 

2. 網頁使用的版型僅限 10分鐘輕鬆架站的版型，網站整體架構與內容以 10分鐘輕鬆架站能呈現的範圍內為之。 

3. 申請本服務所生之一切紛爭依服務同意條款之規定。 

訂單資訊   (以下由承辦人員填寫)                                

客戶編號：                                 

訂單編號：                                 

購買金額：  $ 1,500                        

辦理流程 

技術部門 企劃 I課 網站建置顧問 承辦人 

    

審核及意見 

□ 文件審查（文件齊備及審核）   □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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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同意條款 

 
為維護您權益，請仔細閱讀以下注意

事項後，再確認申請。智邦生活館（易達

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保留隨時修改本服務規範之權利。若使用

本公司提供本服務之用戶（以下簡稱用

戶）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使用本

服務。若用戶繼續使用本服務，則視為用

戶已瞭解並同意接受本規範該等增訂或

修改內容之拘束。  

 

壹、業務說明  

『本服務』係指本公司提供「 10 分鐘輕鬆

架站」資料上架升級服務，內容僅限「網

站基本資料申請表」中欄位，超出範圍與

後續更新維護不包含於此服務內。  

貳、服務使用規範  

一、申請使用本公司服務之用戶，同意遵

守智邦生活館企業加值服務規範所訂定

之範圍：  

http://hosting.url.com.tw/terms_of_

use.html 

二、本服務使用之限制：  

1. 本服務使用「 10 分鐘輕鬆架站」架

站軟體建構，內容排版系委由第三方設計

師製作，完稿前提供一次問題之細部修

改。  

2. 本服務完稿後，其編排內容與相關

圖檔歸屬權屬用戶所有。  

3. 本服務之網站後台機制屬於本公

司，網站空間到期後，用戶不得向本公司

索取任何網站原始資料。  

4. 本服務僅提供輸入本公司提供之

「網站基本資料申請表」內容，後續修正

與資料建置不在本服務範圍內。  

 

參、責任歸屬  

一、用戶提供之企業 Logo 意象、產品圖

片、文案等內容，如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或

觸犯中華民國相關法律之虞時，由用戶自

負法律上之責任，與本公司無涉。  

二、用戶與第三方設計師如因超出本服務

規範內容所衍生之任何法律訴訟糾紛，本

公司不負連帶保證賠償責任。  

三、本服務之提供，若契約因故終止，則

本公司有權回收所有第三方設計師產生

之作品，且用戶須賠償本服務金額的 20%

給予本公司作為違約金。  

 

肆、  申請及續約  

一、用戶申請時需填據本服務申請書及服

務同意條款，並附上完整網站基本資料申

請表及相關圖片，經確認資料完整後，方

得啟用本服務。  

二、本服務所提供之網站空間到期前，本

公司會通知網站管理員續約，續約規定依

本公司企業加值服務規範辦理，不受本條

款規定。  

 

伍、其他  

用戶同意使用本服務所生之一切紛爭，先

本誠信原則解決，如有涉訟時，雙方同意

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網站網址： http://www.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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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基本資料申請表 

公司基本資料  

*招牌名稱   *公司名稱   

行業類別   公司網址   

聯絡人   *公司地址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營業時間   

營業日   *服務項目   

*特色簡介   

 

 

 

 

*至少提供 500x500 圖片一張  

 

商品介紹 (本服務提供 6 組上架服務 ) 

*商品名稱   售價   

*規格與說明   

 

 

 

 

*至少提供 250x250 商品圖片一張  

 

最新消息  

*標題   

*內容   

 

 

 

其他資訊  

網站連結  標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跑馬燈   

搜尋引擎  

網頁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頁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頁關鍵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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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基本資料申請表範本 

公司基本資料  

*招牌名稱  易達鳳梨酥 *公司名稱  易達有限公司 

行業類別  美食 公司網址  http://www.123.com.tw 

聯絡人  林先生 *公司地址  台北市光復南路 102號 13樓 

*連絡電話  02-1234-5678 手機號碼  0920123456 

電子信箱  abc@123.com.tw 營業時間  8:00~9:00 

營業日  週一~週六 *服務項目  鳳梨酥、太陽餅、老婆餅、杏仁桃

酥、麥穗桃酥、巧克力酥片、黑芝

麻酥片 

*特色簡介  易達鳳梨酥於民國八十三年成立於台南市東區仁和路的一個小巷內，當時年輕的負

責人因著一股滿腔的熱情，積極的研發經過 15年的努力遷移至現址。 為符合現代

烘焙食品的進程，2009年本公司通過 ISO 22000及 HACCP食品安全管理系統的驗證，

要再一次為消費者食品安全把關，製作出安全衛生與物超所值的產品，本著誠懇、

踏實的心，服務廣大的每一位客戶。 

- 我們重視與每一位貴客的需求，希望大眾不吝賜教，給予愛護。 

 

*至少提供 500x500 圖片一張  

 

商品介紹  

*商品名稱  易達鳳梨酥 售價  $150 

*規格與說明  經過長期的用心研製，發展出今天的易達鳳梨酥，揉合傳統的製作心法，兼採當代

進化的烘培技術，採用歐洲頂級天然奶油，與台南在地生產的鳳梨醬，富含大 量鳳

梨果肉及纖為調製出香甜潤滑的口感帶著淡雅奶香襯托出鳳梨原味的芬芳；在食用

後讓易達鳳梨酥帶給您唇齒留芳，價位上更讓您買的輕鬆，送得高興。 

盒子尺寸：50.2 x 23.1 x 28.9(cm) 

重量： 0.6kg 

 

*至少提供 250x250 商品圖片一張  

 

最新消息  

*標題  唯一有投保美亞 2000萬國際產物險的食品公司 

*內容  2009年通過 ISO 22000及 HACCP食品安全管理系統驗證，原物料生產的過程均有嚴

謹的把關，敬請安心享用。 

2009年通過臺南縣衛生局「衛生優良店」的殊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