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9樓之5

　　  2020年底前信義會教會優惠
　　

公司名稱：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範例) 報價日期： 2020/9/1

聯絡人：   張綾蘭財務長 有效期限： 2020/12/25

聯絡電話： 02-23632096 業務： Chris

03731753 聯絡電話 :

E-mail： linlan@twlutheran.org.tw E-mail ：

◆ 產品報價

單價/一年 優惠價/兩年 優惠價/三年

1

3

4

5

6

7

8

9

儲存空間1GB、每月流量40GB、DNS代管

贈 於本公司子網域下網站全程加密SSL KEY。原價6000元/年租

賃。e.g. https://abc.eoffering.org.tw (紅字部分自訂)

10 享免費現場教育訓練一次(大台北地區)

金流系統設定與串接：

*信用卡：收單銀行手續費__%(依銀行規定)+思遠手續費0%

 選擇台新銀行為收單銀行

*離線捐款：

  *7-11ibon--每筆25元 (原30元/筆)

  *條碼繳費單--可至四大超商繳費--每筆25元 (原30元/筆)

會員管理功能

芳名錄

後台-單筆訂單新增/匯入

Banner設計(需提供圖片檔與logo)一款

平台維護機制：

維護本網站系統功能之正常運作，保固期間甲方(業主)每週一至

週五，每天上午9：00至下午6：00時，得要求乙方(思遠)提供

技術諮詢支援。雙方視情況緊急程度，以電話或線上解決問題。

倘該專案不能正常運作，乙方將修正錯誤(BUG)至正常運作為

止。

chrisj@linkuswell.com

項目 產品

一、【響應式標準型】線上捐款平台年租賃費基本功能

【響應式標準型】線上捐款獨立專屬平台

勸募專案單次捐款、定期定額捐款、後台訂單管理、查詢捐款

參考版型: https://lwcc.eoffering.org.tw/

1. 系統產品租賃

2. 包含一次性平台建置：依單位提供之素材及資訊定版建置。

3. 平台前台：支援多尺寸瀏覽及捐款。

1 $30,000 $46,000 $69,000

2

                                         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報價訂購確認單

◆ 抬頭資料

統編： 02-2708-2988#122

mailto:linlan@twlutheran.org.tw
mailto:chrisj@linkuswell.com
mailto:chrisj@linkuswell.com
mailto:chrisj@linkuswell.com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9樓之5

                                         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報價訂購確認單

二、【響應式標準型】加購功能/年費 單價/一年 優惠價/兩年 優惠價/三年

$2,000 $3,000 $4,000

     ※客戶訂購確認
      （請簽名用印）

(大小章、公司發票章或部門章)

請勾選合適方案： 2020/12/25前簽約，享信義會教會優惠方案，贈【定期定額信用卡授權書】後台新增/匯入功能

 □  一次簽定兩年【一.響應式標準型】，享優惠價NT$ 46,000(含稅)

           續約優惠：第三年起每續約兩年NT$37,000-

       □ 加選配功能【權限管理】，兩年優惠價格NT$3,000另計。

 □  一次簽定三年【一.響應式標準型】+【二.1權限管理】，享優惠價NT$69,000(含稅)

        續約優惠：第四年起每續約三年NT$59,000-

       □ 加選配功能【權限管理】，三年優惠價格NT$4,000另計。

備註：

   1. 付款方式：需支付即期支票或匯款方式付

   2. 本確認單係供報價產品之訂購確認，簽名用印回傳即視為完成此確認程序。

   3. 如需其他加購功能、客製功能，需另計於報價單。

□
權限管理

可以管理者設定不同的操作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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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底前信義會教會優惠
　　

公司名稱：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範例) 報價日期： 2020/9/1

聯絡人：   張綾蘭財務長 有效期限： 2020/12/25

聯絡電話： 02-23632096 業務： Chris

03731753 聯絡電話 :

E-mail： linlan@twlutheran.org.tw E-mail ：

◆ 產品報價

單價/一年 優惠價/兩年 優惠價/三年

1

3

4

5

6

7

8 儲存空間1GB、每月流量40GB、DNS代管

贈 於本公司子網域下網站全程加密SSL KEY。原價6000元/年租

賃。e.g. https://abc.eoffering.org.tw (紅字部分自訂)

10 享免費現場教育訓練一次(大台北地區)

金流系統設定與串接：

*信用卡：收單銀行手續費__%(依銀行規定)+思遠手續費0%

 選擇永豐銀行為收單銀行(註4.)

 需加收一筆前置設定費用(總會支付)+串接設定費用(此報價已含)。

 串接永豐銀行，無法加購定期定額信-後台新增匯入功能。

*離線捐款：

  *7-11ibon--每筆25元 (原30元/筆)

  *條碼繳費單--可至四大超商繳費--每筆25元 (原30元/筆)

會員管理功能

芳名錄

後台-單筆訂單新增/匯入

平台維護機制：

維護本網站系統功能之正常運作，保固期間甲方(業主)每週一至週

五，每天上午9：00至下午6：00時，得要求乙方(思遠)提供技術諮

詢支援。雙方視情況緊急程度，以電話或線上解決問題。倘該專案

不能正常運作，乙方將修正錯誤(BUG)至正常運作為止。

產品

一、【響應式標準型】線上捐款平台年租賃費基本功能

【響應式標準型】線上捐款獨立專屬平台

勸募專案單次捐款、定期定額捐款、後台訂單管理、查詢捐款

參考版型: https://lwcc.eoffering.org.tw/

1. 系統產品租賃

2. 包含一次性平台建置：依單位提供之素材及資訊定版建置。

3. 平台前台：支援多尺寸瀏覽及捐款。

1 $30,000 $51,000 $74,000

2

9

Banner設計(需提供圖片檔與logo)一款

                                         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報價訂購確認單

◆ 抬頭資料

統編： 02-2708-2988#122

chrisj@linkuswell.com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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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9樓之5

                                         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報價訂購確認單

二、【響應式標準型】加購功能/年費 單價/一年 優惠價/兩年 優惠價/三年

$2,000 $3,000 $4,000

     ※客戶訂購確認
      （請簽名用印）

(大小章、公司發票章或部門章)

請勾選合適方案： 2020/12/25前簽約，享信義會教會優惠方案，贈【權限管理】功能

 □  一次簽定兩年【一.響應式標準型】，享優惠價NT$ 51,000(含稅)

           續約優惠：第三年起每續約兩年NT$37,000-

 □  一次簽定三年【一.響應式標準型】+【二.1權限管理】，享優惠價NT$74,000(含稅)

        續約優惠：第四年起每續約三年NT$59,000-

備註：

   1. 付款方式：需支付即期支票或匯款方式付

   2. 本確認單係供報價產品之訂購確認，簽名用印回傳即視為完成此確認程序。

   3. 如需其他加購功能、客製功能，需另計於報價單。

   4. 串接永豐銀行，一次性前置串接費10萬元，思遠吸收7萬元，由總會支付3萬元。(另出報價單與發票給總會請款)

R
權限管理

可以管理者設定不同的操作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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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底前信義會教會優惠
　　

公司名稱：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範例) 報價日期： 2020/9/1

聯絡人：   張綾蘭財務長 有效期限： 2020/12/25

聯絡電話： 02-23632096 業務： Chris

03731753 聯絡電話 :

E-mail： linlan@twlutheran.org.tw E-mail ：

◆ 產品報價

單價/一年 優惠價/兩年 優惠價/三年

1

3

4

5

6

7

8

贈 於本公司子網域下網站全程加密SSL KEY。原價6000元/年租

賃。e.g. https://abc.eoffering.org.tw (紅字部分自訂)

10 享免費現場教育訓練一次(大台北地區)

Banner設計(需提供圖片檔與logo)一款

平台維護機制：

維護本網站系統功能之正常運作，保固期間甲方(業主)每週一至週

五，每天上午9：00至下午6：00時，得要求乙方(思遠)提供技術諮

詢支援。雙方視情況緊急程度，以電話或線上解決問題。倘該專案

不能正常運作，乙方將修正錯誤(BUG)至正常運作為止。

儲存空間1GB、每月流量40GB、DNS代管

後台-單筆訂單新增/匯入

一、【響應式標準型】線上捐款平台年租賃費基本功能

【響應式標準型】線上捐款獨立專屬平台

勸募專案單次捐款、定期定額捐款、後台訂單管理、查詢捐款

參考版型: https://lwcc.eoffering.org.tw/

1. 系統產品租賃

2. 包含一次性平台建置：依單位提供之素材及資訊定版建置。

3. 平台前台：支援多尺寸瀏覽及捐款。

1 $30,000 $57,000 $80,000

2

金流系統設定與串接：

*信用卡：收單銀行手續費__%(依銀行規定)+思遠手續費0%

 選擇永豐銀行為收單銀行(註4.)

 需加收一筆前置設定費用(6,000元)+串接設定費用。(此報價已含)

 串接永豐銀行，無法加購定期定額信-後台新增匯入功能。

*離線捐款：

  *7-11ibon--每筆25元 (原30元/筆)

  *條碼繳費單--可至四大超商繳費--每筆25元 (原30元/筆)

會員管理功能

芳名錄

9

                                         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報價訂購確認單

◆ 抬頭資料

統編： 02-2708-2988#122

chrisj@linkuswell.com

項目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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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9樓之5

                                         思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報價訂購確認單

二、【響應式標準型】加購功能/年費 單價/一年 優惠價/兩年 優惠價/三年

$2,000 $3,000 $4,000

     ※客戶訂購確認
      （請簽名用印）

(大小章、公司發票章或部門章)

備註：

   1. 付款方式：需支付即期支票或匯款方式付

   2. 本確認單係供報價產品之訂購確認，簽名用印回傳即視為完成此確認程序。

   3. 如需其他加購功能、客製功能，需另計於報價單。

   4. 串接永豐銀行，一次性前置串接費10萬元，思遠吸收7萬元，由前五家教會平均各支付6,000元。(報價單已內含)

R
權限管理

可以管理者設定不同的操作權限

請勾選合適方案： 2020/12/25前簽約，享信義會教會優惠方案，贈【權限管理】功能

 □  一次簽定兩年【一.響應式標準型】，享優惠價NT$ 57,000(含稅)

           續約優惠：第三年起每續約兩年NT$37,000-

 □  一次簽定三年【一.響應式標準型】+【二.1權限管理】，享優惠價NT$80,000(含稅)

        續約優惠：第四年起每續約三年NT$59,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