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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及過往客戶



我們專精於網上營銷和廣告、網頁設計和開發、企業技術諮詢和設置、

商業諮詢等領域。我們的專業團隊通過具策略性及創新項目方案，各類

企業於増強網上營銷及科技應用。

我們的團隊於2017年在香港創立, 過去5年為不同的企業提供技術技援

，改進一般商業模式及及為提供營運自動化的建議。

了解我們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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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科技技術諮詢公司，我們認為把握及靈活運用新技術是十分重要。我們的使命是協助各類企業能夠於資料

氾濫的數碼世界找到適合的技術方案，使企業在數碼時代能蓬勃發展。我們專業的團隊一直致力為不同行業的客戶

提供策略性的技術支援:

我們的願景及過往客戶

我們的客戶,

UPVISING.IO



01

網上及數碼營銷

我們提供一站式網站開發服務：

從用戶體驗 UX、用戶界面 UI 設

計、網站後台管理系統  (CMS) 

選擇、網上商務功能、網站保養

和託管服務等，旨在為各類企業

打造一個功能靈活，以及最能展

示品牌價值的響應式網站。

02

03

SaaS 應用軟件的功能和特性各

異，其目的是簡化作業流程、改

善業務營運和提高工作效率。我

們旨在幫助企業在氾濫的  SaaS 

應用軟件市場中找到適合其運營

模式和需求的應用軟件。

SAAS應用軟件與數位轉型

04

每個轉型成功的業務都需要深入

了解所在的市場及獨有的挑戰。

我們通過品牌評估，數據蒐集及

分析，以評估客戶的整體品牌定

位、營銷效率、運營流程，並策劃

利用數位科技改善技術架構的轉

型方案。

全面商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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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
我們的專業 ,

我們提供全面高度定製方案，及創新的網上營銷項目，幫助

各類企業在各自領域中 脫穎而出。

採取全面的方法鎖定目標群並發

掘商業機會。我們與客 戶緊密合

作，開發和執行有效的網上營銷

項目，推動顧客獲取、參與和維

繫等。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01 - 網上及數碼營銷

我們的服務 ,

搜索引擎優化 (SEO)

SEO搜尋引擎優化旨在提高網頁於

搜尋引擎排名，從而增加曝光度及流

量。

數碼廣告推廣 (SEM / PPC)

通過網上推廣  / 廣告 (SEM)、社交媒

體廣告、付費流量、 PPC 等，將潛在

客戶轉為真實客戶。

採取全面的方法鎖定目標群並發掘商業機會。我們與客戶緊密合作

，開發和執行有效的網上營銷項目，推動顧客獲取、參與和維繫等。

內容營銷

品牌要利用內容行銷建立品牌信譽，

及定期發表對行業的相關見解展示

品牌的權威性。

社交媒體管理

制定社交媒體內容和策略發佈安排，

以建立品牌頁面和擴大粉絲群。

UPVISING.IO

KOL / 網路紅人宣傳

利用我們的KOL網絡，共同創造有影

響力的合作計劃和有效營銷活動。



關鍵詞建議及優化

整體網站評估

SEO技術

SEO 內容指引

搜索引擎優化 (SEO)
01 - 網上及數碼營銷 ,

搜索引擎優化 (SEO) 幫助企業於在搜索引擎中提高排名，從而提高自然流量、品牌曝光率、品牌信譽和客戶體驗。我們提供整體網站

評估、關鍵詞優化、描述標籤調整、 增強UX/UI設計、內容品質優化指南等。

UPVISING.IO



白馬王子 滑雪團報名網頁 SEO
SEO 客戶案例,

於 Google 上自然搜索結果出現及增加點擊率達 5 倍增

長

自然搜索後的點擊率500%

於 Google 搜索結果曝光率上升達2倍增長

曝光率上升200%

網頁於大部份相關的搜索中排名第一 (例如: “日本 
滑雪團”)，相比大部份競爭對手排名高。

UPVISING.IO

服務包括:

● 關鍵詞挑選、建議及設置

● 競爭分析

● 個別滑雪團關鍵詞建議及設置

● 整體內容關鍵詞建議

第一位 



Smartone 網頁 SEO
SEO 客戶案例,

服務包括:

● 關鍵詞挑選、建議及設置

● 競爭分析

● 整體網頁評估

● 內容關鍵詞建議

● 每月數據分析和報告

官方公司網頁的自然搜尋用戶流量增加了37%
自然搜尋用戶流量37%
官方公司網頁的自然搜尋頁面流量增加了47%
自然搜尋頁面流量43%

第一位 5G網站在其他競爭對手中排名第一，並出

現在Google的精選摘要中。

UPVISING.IO



數碼廣告推廣 (SEM / 
PPC)

01 - 網上及數碼營銷 ,

我們利用 Google、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等流行渠

道，幫助客戶定制有效的網上廣告方案。我們於 Google 搜索廣

告、Google 展示廣告網絡 (GDN)、SEM、社交媒體廣告、針對性

再行銷、媒體廣告方面的專業知識，能為品牌實現不同的業務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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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質量的內容對於品牌在行業中保持相對地位，及建立品牌信譽至關

重要，而成功的內容行銷方案需仔細規劃。我們指導企業利用各種多媒體

內容（文本、音頻、圖像、視頻等）來增加曝光率及推動顧客參與度。除了文

案、內容策劃和策略，我們還提供專業的多媒體創作和製作服務。

內容營銷

01 - 網上及數碼營銷 ,

網上內容宣傳策略

網上視頻製作

平面設計

UPVISING.IO

專欄 / 行業見解文案寫作



社交媒體管理

01 - 網上及數碼營銷 ,

我們協助企業利用社交媒體的力量，通過管理和創作社交媒體內容及制定發佈安排，以擴大品牌頁

面和追隨者數量，提高用戶參與度並建立知名度。憑藉專業多媒體製作服務，我們還能與不同的創

作者製作引人入勝的內容。

UPVISING.IO



Sake 
Central

社交媒體管理客戶案例,

UPVISING.IO

服務包括:

● 文字宣傳寫作

● 產品宣傳照片拍攝及後期製作

● 社交媒體管理、內容發佈策劃



KOL / 網路紅人宣傳

01 - 社交媒體管理 ,

我們希望成為內容創作者和品牌之間的橋樑，共同創造新

價值。透過我們的KOL人脈和營銷專業，我們能為品牌挑選

合適的KOL、維持雙方關係、內容方向指導等。我們的多媒

體製作團隊將確保內容品質。

UPVISING.IO



02 -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服務範疇 ,

用戶體驗與界面設計 
(UX & UI)

提供美觀的設計和體貼的用 戶界面，

增強用戶體驗。

1

UPVISING.IO

網站後台管理CMS系統

專門針對客戶獨特需求，提供相關 內容管

理系統  (CMS) 介紹及選擇指導。

3

網站保養及托管

提供網頁診斷、故障修理  和 託管服務，確

保您的網站運作正常。

5

響應式網頁開發

我們的專業編碼能力將每個品牌的願

景變為現實。

2

網上商店功能

針對各種業務的需求 , 能靈活運用  

Wordpress, Shopify, Woocommerce 

等開發理想網頁。

4隨著大量客戶轉向線上市場，一個網站對所有企業來說

都變成一個必需品。我們提供一站式網站開發服務：從

用戶體驗 UX、用戶界面 UI 設計、網站後台管理系統 

(CMS) 選擇、網上商務功能、網站保養和託管服務等，

旨在為各類企業打造一個功能靈活，以及最能展示品牌

價值的響應式網站。



白馬王子滑雪團
日本滑雪教練服務  及 滑雪團旅行社

UPVISING.IO

https://hakubaprincetours.hk/

#個人化預訂系統 #網上付款 #滑雪團管理 #客戶個人帳戶及後台管理

根據客戶獨特的運營需求，我們為他們旅行社建立了一個線上滑雪團預

訂系統，客戶可以選擇瀏覽不同的滑雪團，填寫資料報名，並在線支付金

額，他們還可以在登錄個人帳戶查看報名狀態。為旅行社節省大量的人

力處理報名事業，並處有後台管理所有報名訂單。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

● 用戶體驗與界面設計 (UX & UI)

● 響應式網頁開發

● 滑雪團報名系統返置及個人化服務

● 網站後台管理CMS系統建議及設置

● 網上付款功能設置

● 網站保養及托管

● 技術諮詢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客戶案例,

https://hakubaprincetours.hk/


Certa Platform
意大利餐飲零售品牌

UPVISING.IO

https://certaplatform.com.hk/

Certa是意大利和亞洲之間的橋樑；是意大利葡萄酒、食品和工藝品的大使。

我們基於他們獨特的品牌形象，設計並使用WooCommerce建立了一個電

子商店平台，整合了不同的營銷功能，將大量售銷工序自動化。

#網上商店 #WooCommerce #網上博客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

● 用戶體驗與界面設計 (UX & UI)

● 響應式網頁開發

● 網站後台管理CMS系統建議及設置

● 網上商店功能設置

● 網站保養及托管

● 技術諮詢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客戶案例,

https://certaplatform.com.hk/


藝術家 胡蓉 官方網頁
中國大陸及香港知名藝術家

我們為香港和中國的著名畫家和雕塑家 胡蓉改造了她的官方網站，

更好地利用網頁不同功能展示她的作品及展覽，包括在線畫廊，視頻

畫廊，博客功能等等。我們更為胡蓉的作品建立個別頁面，再製作二

維碼供實體藝術展上掃描。

UPVISING.IO

https://ronahuart.com/

#網上作品集 #網頁設計 #博客功能 #在線畫廊 #二維碼製作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客戶案例,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

● 用戶體驗與界面設計 (UX & UI)

● 響應式網頁開發

● 網站後台管理CMS系統建議及設置

● 網站保養及托管

● 技術諮詢

https://ronahuart.com/


Elegant Team Dlvp Ltd
服裝採購和製造商

成立於 1997 年，Elegant Team Development 在時尚行業擁有超過 

25 年的經驗，是一家在全球不同地方設有分行的採購和製造公司。我們

為 ETD 建立了一個資訊性網站來展示他們的所有服務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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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grandcurtain.com/zh/

#品牌識別設計 #網頁設計及開發 #線下公司簡介文件設計 #UX/UI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客戶案例,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

● 用戶體驗與界面設計 (UX & UI)

● 響應式網頁開發

● 線下公司簡介檔案設計

● 技術諮詢

https://thegrandcurtain.com/zh/


華美窗簾布藝
窗簾布藝零售店

我們在緊迫的時間內設計並建立了一個信息豐富的網站，以展示該

品牌當前的產品系列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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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grandcurtain.com/zh/

#網上作品集 #網頁設計 #雙語言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客戶案例,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

● 用戶體驗與界面設計 (UX & UI)

● 響應式網頁開發

● 網站保養及托管

● 技術諮詢

https://thegrandcurtain.com/zh/


Eurus Express
響應式網頁設計及開發  客戶案例,

綜合物流供應商

Eurus通過全球網絡為合作夥伴提供高度定制的供應

鏈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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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urus-express.com/ 

#UX/UI #網頁設計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

● 用戶體驗與界面設計 (UX & UI)

● 響應式網頁開發

● 網站保養及托管

● 技術諮詢

https://eurus-express.com/


我們為客戶的市場活動建立一個互動網頁，參加者可以通過網頁打開鏡頭掃描儀，掃

描指定於會場內不同地方的二維碼。當所有的二維碼被收集後，系統會自動生成一個

獨特兌換碼，供遊客兌換禮品。

UPVISING.IO

客戶: 海之戀商場

日子: 2022年7月

數碼版 “尋寶遊戲”
02B - 互動網頁



數碼版 “尋寶遊戲”
02B - 互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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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Yuu 消費獎賞計劃平台

日子: 2022年 9月

我們為客戶的市場活動建立一個互動網頁，參加者可

以通過網頁打開鏡頭掃描儀，掃描指定於會場內不同

地方的二維碼。當所有的二維碼被收集後，系統會自

動生成一個獨特兌換碼，供遊客兌換禮品。

系統後台可以追踪個別兌換碼的情況，及即時統計數

據。



SAAS應用軟件採購及設置服務

軟體即服務 (SaaS 應用軟件) 讓使用者可在網上直接使用雲端式

應用程式。由於無需下載或安裝任何檔案便能使用該軟件， SaaS

的優點是大限度地減少複雜的軟硬件更新及保養需求。

SaaS 應用軟件的功能和特性各異，其共同目的是簡化作業流程、

改善業務營運和提高工作效率。我們旨在幫助公司在氾濫的  SaaS 

市場中找到適合其運營模式和需求的應用軟件。

1

03 - SAAS應用軟件及
數位轉型

服務範疇 ,

2020年大大增加了許多企業數位轉型的需求。

為了配合客戶轉投網上業務的轉變和需求，數位轉型及技術投資成為所有

企業的一大業務重點。

UPVISING.IO

數位轉型

我們與各種企業技術軟件及  SaaS 軟件開發商的合作夥伴關係使我

們能夠為不同行業及需求帶來數位轉型。我們根據每個客 戶的獨特

需求去提供技術架構改革指導，並規劃流暢的轉型程序。

我們亦會為引入的新技術去提供員工培訓，確保企業 內部能充分適

應新的營運流程，達至長遠及有效的使用率。

2



我們與不同 SAAS 或 應用程式成為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

Google
與 Google Workspace（正式名稱為  

G Suite）合作，這是由  Google 開發的

一系列雲端應用程序，旨在促進組織在

線協作。

我們與多個知名的應用程式及SaaS品牌成為合作夥伴，讓我們的團隊具備豐富知識，提供專業諮詢、設置及安裝服務。

Shopify
Shopify 為全球數百萬間商家提供支援  

一條龍交易平台，協助商家創立、經營和

發展生意。旨於簡化相關流程，讓過程容

易上手，幫助人們獨當一面自行開店。

Surfshark
Surfshark軟件提供虛擬私人網路服務

，令使用公共Wi-Fi 熱點時保持安全 : 

隱藏用戶的IP（互聯網協定）位址、加密

互聯網流量，使用戶得以更加安全私密

地瀏覽。

UPVISING.IO



04 - 全面商業諮詢服務

服務範疇 ,

每個轉型成功的業務都需要深入了解所在的市場及獨有的挑戰。我們通過品牌評估，數據蒐集及

分析，以評估客戶的整體品牌定位、營銷效率、運營流程，並策劃利用數位科技優化技術架構的

轉型方案。

品牌評估及策略1

通過全面品牌評估，分析客戶的整體

品牌定位，並策劃優化方案。

● 全面品牌評估

● 品牌定位

● 重新定位品牌核心價值

● 品牌發展策略

技術諮詢2

指導客戶如何策略性地利用數位技術

達成業務目標及營運方針。

● 技術諮詢

● 各類軟件開發商網絡

● 數碼技術採購建議

● 技術架構改革指導

● 有關技術的員工培訓及指導

資訊蒐集及數據分析3

利用數據蒐集及分析幫助企業於市場

上獲得競爭優勢。

● 行業競爭及市場調查

● 數據分析

● 數據收集諮詢

● 撰寫調查及分析報告

● 發掘潛在的商業機會

UPVISING.IO



01 - 品牌評估及策略

全面商業諮詢服務 ,

透過全面的品牌評估，我們能了解客戶的整體品牌定位、營銷效率、以便策劃合適的品牌策略幫助提升品

牌形象及影響力，加深顧客的忠誠度。在已有的品牌基礎上作重新評估及定位，再定製合適的商標、顏色、

排版等，全面展現與其他品牌的差異性與優勢。

仔細分析行業競爭及
全面市場調查

1

品牌識別設計、品牌商
標設計，文件、宣傳用

品等有關製作

2

品牌核心價值及定位

3

品牌發展策略 
及 規模化規劃

4



透過仔細分析行業競爭及市場調 查發掘潛在的商業機會，以

便策劃合適的品牌策略幫助提升品牌的形象及影響力。

仔細分析行業競爭及全面市場調查

企業核心價值觀及理念反映品牌的長遠目標。有效及具影響力

的品牌核心價值觀可以吸引有著相同信念的客 戶群，及有助建

立客戶忠誠度。

品牌核心價值及定位

我們幫助客戶在找到潛在的商業機會後，製定可規模化的發展

規劃。透過我們的專業及與不同軟件開發者的合作網絡，以各

種合適的技術改進工作流程，將其自動化和便利化，並解決不

同營運運作的痛點。

品牌發展策略 及 規模化規劃



完整連貫的品牌識別對公眾良好印象及吸引目

標客戶群十分重要。我們有著對不同行業的認識

及設計能力，有助為廣泛客 戶提供能充分反映出

該定位的品牌識別和商標設計。

品牌識別、品牌商標設計

除了設計品牌識別外，我們的服務還延伸到品牌附屬設

計和製作。我們能一站式設計和生 產，確保最大的滿意

度和質量工作。

品牌文件設計、宣傳用品設計及有關製作

名片設計及印刷

品牌產品包裝設
計及製作

品牌產品包裝設計及
製作

品牌文件及文具相關設計

品牌識別指引
● 品牌商標設計
● 品牌標準色
● 品牌圖片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02 - 技術諮詢
全面商業諮詢服務 ,

我們的願景通過利用新技術使企業在數碼時代蓬勃發展。利用我們與各種企業技術軟

件開發商的合作夥伴關係，我們努力改進每個品牌原本的商業模式、提供技術架構改

革指導、內部作業流程的更新及規劃流暢的轉型程序等。

初創企業

為所有初創企業提供所有技術建議及設置服務：建立網站、社交媒體策略、

日常運營的策略及軟件、企業電子郵件計劃等。

發掘中小企業潛力 並 規模擴大策劃

提供新技術及軟件的方案或諮詢，解決中小企營運挑戰，並自動化運作水平。

數位轉型

對企業現有技術基礎架構進行全面評估，提供改善服務以提高整體運作效

率。
數碼技術及軟件諮詢及設置

理解日常營運模式及問
題痛點

仔細分析行業競爭及全面市場調查



03 - 資訊蒐集及數據分析

全面商業諮詢服務 ,

通過利用研究和數據的分析，我們能助企業能發掘潛在的商業機會，從而獲得競爭優勢。我們深入的市場調查研究具體的顧客偏好和行業競爭局

面分析，為企業的日常決策提供基礎。我們亦透過數據中獲得準確見解，並提出客戶在數據收集或分析的改進方法。

● Google Analytics (分析)

● 數據代碼追蹤  (Tracking Tag) 設置

● 社交媒體用戶代碼追蹤

● 收集數碼廣告目標對象

數據收集 數據分析

● 調查結果分析

● 數據結果推論

● 撰寫報告

數據組織及見解

● 數據組織和分析

● 從數據中推論可操作的建議



網站 : upvising.io

電話 : +852 9544 7141

電郵 : info@upvising.io

與我們保持聯繫

聯絡我們 ,

UPVISIN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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