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過15個助您的⽣意

               成⻑的⼯具 快速快速
因爲我們明⽩  —— 時間就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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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NASH

擴展很重要，

而大多數好的公司都會認真對待此事。

DROPBOX 的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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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架設平臺⽐較

寫出完美的產品描述

找尋更好的關鍵字

把您的⼯作⾃動化

平⾯設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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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者友好

沒有技術知識

也可以簡易製作

一個漂亮的網站

最佳的多合⼀
架設平臺

⼤部分綫上買家
均標記這平臺的
性價⽐最⾼

如果您只想要⼀個
簡易但專業的網站
這個就適合不過!
但如果是想創建網上
商店, 就不建議使⽤

如果您⼀直在使⽤
其他平臺，使⽤這
個平臺就應該⾮常
得⼼應⼿

網站架設平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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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 好處 弊處
套餐

價格

CARSHA
⼩備注

從美⾦

$8.08開始

從美⾦

$29開始
 

根據您的需求

價錢可以差很遠

$0

14天免費使⽤
架設SEO搜索引擎功能强⼤
內置安全性⾼

⾮常⼈性化

龐⼤的應⽤市場

擁有各種免費主題

超級棒的24/7的客戶服務 ! ! !

14天免費試⽤
輕鬆拖放設計⼯具

很多很棒的設計師模板

⾃動站點備份

提供免費演⽰

免費開源

完全可定制

很多擴展插件

強⼤的可擴展性

龐⼤的開發者社區

24/7 全天候⽀持

可以永遠免費

搜索引擎功能龐⼤

輕鬆拖放設計⼯具

⼤多數主題都適合移動

設備

許多在線資源和插件

12天免費試⽤ (12)
搜索引擎功能龐⼤

$0 交易費
信⽤卡費⽤很低

可以多個渠道同時選擇，例

如亞⾺遜AMAZON和易趣
EBAY的整合

沒有內置的博客功能

需要編碼知識

通常需要聘請開發⼈員

界⾯不太⽤戶友好

無法儲存顧客的購物⾞記錄

如果您的
資本⽐較充裕
這個就是

較適合你的選擇

如果想要附加組件或⾼度定制

⾴⾯的話 ,  可能會很昂貴
需要使⽤SHOPIFY專有的編
碼語⾔：LIQUID
沒有電⼦郵件託管

交易⼿續費和信⽤卡費⽤⾼昂

⼀般的  SEO 架設能⼒
加載速度低於平均

電話版有時有漏洞

⾸次選擇後不能輕易更

改使⽤模板

沒有客戶服務

有限的可擴展性

需要編碼知識才能定制

安全性較低

更新、備份等⽅⾯需要

⾃⾏管理和安排

價格⾨檻
最最最低
的建站平臺

⾼級模板可能很昂貴

定制功能⾮常有限

需要⾼級技術知識

無法更改博客⽂章的

URL

無論您從事什麼業務，您都必須開始在線擴展。

這是最俱⽣產⼒、效率和成本效益的擴展⽅式。

就從⼀個登陸網⾴或電⼦商務商店開始吧！

低⾄

14天免費試⽤ (14)
許多時尚、現代化的主題

輕鬆拖放設計⼯具

隨著⾴⾯滾動，它的模板擁有

内置的專業動畫效果

24/7 電⼦郵件⽀持

有限的搜索引擎優化SEO
功能

只有  STRIPE 和
PAYPAL 作為⽀付通道
較低的性能速度

沒有應⽤市場

從美⾦

$8開始

從美⾦

$29.95開始

https://www.wix.com/
https://www.shopify.com/
https://www.bigcommerce.com/
https://wordpress.com/
https://magento.com/
https://www.squarespace.com/


寫 出 完 美 的 產 品 描 述

您知道

的消費者把產品描述內容評為

對於其購買決定         或

86%86%
超級重要

1. Grammarly
檢查英⽂語法的最佳儀器。

它可以⽤作瀏覽器插件。

為⾼級⽤戶獲取⾼級建議

（例如單詞選擇、語氣問題）。

良好的語法是接觸不同語⾔客戶的第⼀步。

優化可讀性和可搜索性，

並基於系統分析排名靠前的⾴⾯，

提供實時的SEO的技術建議。
提⾼質量的整體 SEO 分數。

2. SEO Writing Assistant - SEM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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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https://www.grammarly.com/
https://www.semrush.com/kb/814-seo-writing-assistant
https://www.grammarly.com/
https://www.semrush.com/kb/814-seo-writing-assistant


所得的數據基於谷歌搜索

以語言或地區以獲得更精準的搜索趨勢

查看關鍵字的平均每月搜索量

檢查該關鍵字的競爭力

查找關鍵字在不同時間的流行度

探討該關鍵字流行的規律（例如聖誕節在12月，我們就該探討人

們每年都在什麽幾月開始搜索該關鍵字呢？）

查找其他網站相關的關鍵字

以其他網站作爲過濾器來更找出更類似的關鍵字

您想了解時下的趨勢、什麽樣的內容人們搜索的最多、您的目標受眾

具體興趣是什麼... 尤其當到了付費廣告的環節時，這個階段更為重

要，因為我們都知道，每一分錢都很重要！您可以使用以下工具查找

熱門關鍵字：

1) GOOGLE 關鍵字規劃⼯具

尋找更好的關鍵字

以覆蓋更多受眾

且獲得更多搜索量：

所得出的數據基於 Facebook 用戶活動

找出目標受眾隱藏的興趣類別

檢查每個興趣的受眾規模

查看關鍵詞的所屬行業

2) Engine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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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ginescout.com.au/facebook-interest-targeting-tool/
https://ads.google.com/aw/keywordplanner/home?ocid=635440478&euid=483433804&__u=5593519596&uscid=635440478&__c=7470755822&authuser=0&sf=kp&subid=ca-en-et-g-aw-a-tools-kwp_bb-awhp_xin1!o2
https://ads.google.com/intl/en_ca/home/tools/keyword-planner/
https://enginescout.com.au/facebook-interest-targeting-tool/
https://enginescout.com.au/facebook-interest-targeting-tool/


自動回覆 - 順序設置定期電郵推送到已訂閲用戶

電子郵件模板套用到手機上也完全OK

為您的訂閱者舉辦網絡研討會！

A/B 測試

創建行銷漏斗和推廣頁面

有時很難找到合適

的人才，如果在錯

誤的時間僱傭了錯

誤的人，你可能還

會損失一些金錢。

設定社交媒體帖子發佈日程

最適合團隊成員一起協作

專注分析每個帖子的單獨表現

 提供有關如何擴大社交覆蓋程度、參與程度和銷售量的建議

初學者的好工具

前 2000 名訂閱者均不收費!

A/B 測試

無需編碼知識, 就可使用各種華麗高級的電郵界面

電⼦郵件⾃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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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您的工作自動化!

讓您設計出超棒的的登陸頁面

非常細緻的營銷自動化工具

群發短信

自動回覆水難收 - 順序設置定期電郵推送到已訂閲用戶

創建行銷漏斗和推廣頁面

設定社交媒體帖子發佈日程

基本報告分析

分析綜合各種社交媒體的策略的整體進展情況

可以與其他分析工具集成 如：Google Analytics

一站式回覆全部社交賬號的功能

允許即時一鍵轉發其他網站或帳戶的內容

⾃動化發佈社交媒體帖⼦

您不必再自己做所有事情了。

唯一專為自動發布 Facebook 和 IG 故事而設計的日程工具

自動同步多個社交帳戶的內容

https://mailchimp.com/
https://www.getresponse.com/
https://www.activecampaign.com/ca/
https://www.hootsuite.com/
https://buffer.com/
https://storrito.com/
https://dlvrit.com/


瞭解更多 瞭解更多

瞭解更多瞭解更多

直接在您的瀏覽器/移動應⽤程序中使⽤
簡易拖拉⼯具，免費編輯和創建照⽚。

設有多種尺⼨的時尚模板。

CANVA! 卡莎推薦！
⼀個⽤戶友好的視頻和照⽚編輯器，

超級多專業模板, 庫存圖⽚, 視頻和⾳樂!!!
只需按鍵⼀下，即可把您的設計製成動畫。

Muzli Colors - 通過深度學習⽽⽣成顏⾊集
的顏⾊選擇器，旨在創建最佳匹配顏⾊，並通

過漂亮的 UI 設計幫助⾃定義您的網站。

提供許多免費圖標和插圖的圖集庫。

現在在嘗試使您的網站看起來專業的同時，

您不必每個細節都獨⽴設計了。只需直接添

加這些圖標即可增強您的網站設計！

平面設計工具

新⼿也能⾺上學會。 讀完這⼀⾴，你聘請的設計師會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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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xlr.com/
https://www.canva.com/
https://www.iconfinder.com/
https://colors.muz.li/


 

 

C O N T A C T

點擊此處註冊為我們的批發客戶，

以後可以常常接受類似的營銷⼩技巧！

⾹港觀塘成業街16號怡⽣⼯業⼤廈B座1樓B8

(零售)
(批發)

mailto:contact@carsha.co
https://twitter.com/CarshaHongKong
https://carsha.co/zh-tw/apps/wpdapp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data=!4m2!3m1!1s0x3404016ce4d62a95:0xe4480e18d4165f4d?utm_source=mstt_1&entry=gps
http://www.carsha.co/
https://www.facebook.com/carsha.hongkong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14379891327
https://www.instagram.com/carsha.beauty/
https://www.pinterest.ca/carshahongkon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LjGK5hMFqGCGbSGEQNNuA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data=!4m2!3m1!1s0x3404016ce4d62a95:0xe4480e18d4165f4d?utm_source=mstt_1&entry=g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