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aft Brands in Digital World 

打造數位時代的品牌體驗



WHO WE ARE
關 於 原 研 數 位 品 牌 顧 問



DESIGN + DIGITAL

DLAB 結合品牌設計和數位科技打造新時代的品牌體驗，我們協助客⼾戶運⽤用數位

策略建⽴立實體和虛擬整合的品牌。我們的服務和專業涵蓋了品牌策略、創新設計
和數位技術，整合了⾏行銷、科技和設計的跨領域專業，致⼒力為客⼾戶打造國際化的

品牌經驗。 



DLAB 是⼀一個以網路為核⼼心的專業團隊，透過運⽤用雲端⼯工具與網路平台，讓不同

領域的專業⼈人才發揮各⾃自的⻑⾧長才。辦公室位於清華⼤大學創新預成中⼼心，讓我們在
需要討論或專注⼯工作時，都能有個舒適的⾓角落動腦、⼯工作和思考。結合清華⼤大學
的研發能⼒力，探索網路世界與品牌⾏行銷的最新發展趨勢與思潮。

TEAM & CULTURE



Our Services 
我們的服務範疇

!
Branding & Identity Design 
品牌識別規劃


Visual Communication 
視覺傳達設計


Web Site Development 
網站設計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網站管理平台建置

Clients Industry 
客⼾戶產業類型

!
High Tech Industry 
科技產業


Creative & Fashion 
時尚創意產業


Retail & Services Sector 
零售服務業


Non Profit 
⾮非營利機構



宏碁集團

明基集團

揚明光學

台灣⼤大哥⼤大

台灣 EPSON

巨虹電⼦子

銳俤科技

斯博科科技

科盛科技

安仲科技

動信科技

穎強科技

台北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台灣⼯工業銀⾏行集團

中華⺠民國⼼心律醫學會

明新科技⼤大學

上海新樹⾦金屬集團

泡泡先⽣生洗濯館

BSIDED Taiwan

伍⽒氏科技

最適化顧問

BrainMaps ⼤大腦地圖

聚陽塑膠

應宏科技集團

⾼高⼠士特⾃自⾏行⾞車

昆⼭山克⼒力艾特

亞塔騎

北京康得新複合材料 
MiiCraft

隆成集團

世堡紡織

⼤大誠保險經紀⼈人

益活股份有限公司

以萱數位

克麗森針織美學

東南旅⾏行社

台北廣告製⽚片聯盟

葛納蘭影⽚片

紅海創意

King Burrito

建⺠民農場

北海道玫瑰花園克萊絲
特教堂

繽雪樂園⺠民宿

917美味⼯工坊

植草屋⽇日式燒⾁肉

瘋三鐵

Our Clients 我們的客⼾戶



WHAT WE DO
客 ⼾戶 專 案 執 ⾏行 經 驗 分 享



專案背景 
台灣⾼高⼠士特GUSTO由董事⻑⾧長魏宏帆於2011年
投資成⽴立，在頂新魏家家族全⼒力⽀支持「精品單
⾞車，平⺠民價格」使命下，⾼高⼠士特GUSTO得以獲
得集團⻑⾧長期投⼊入之相關資源，包括集團投資的
應宏科技投資的碳纖維⾃自⾏行⾞車⾞車架製造廠，以
及專業產品研發團隊碳纖維的⾃自⾏行⾞車產品⼯工廠。
經由有效整合集團資源，從設計、製造、品管、
銷售精準控管成本並提昇產品競爭⼒力，全⼒力打
造全新台灣精品平價單⾞車市場。

BACKGROUND 

GUSTO Taiwan was founded in 2011 by the 

Chairman, Wei Hung Fan. His mission for 

“elaborate bikes with affordable price” is fully 

supported by the Wei’s of Ting Hsin 

International Group. This means GUSTO has 

full access of related resources of the 

corporation, including access to Inhon 

Technology’s carbon fiber bike frame factory. 

服務範疇 
品牌識別規劃 Branding & Identity Design 

視覺傳達設計 Visual Communication 

網站設計 Web Site Development









專案背景 
新⽵竹縣於100年成⽴立「新⽵竹縣健康城市推動委
員會」，由公部⾨門結合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組
成，從產業⽂文化、健康⽣生活、環境⽣生活與城市
⾏行銷四⼤大⾯面向，研擬及建置新⽵竹縣本⼟土指標，
並發展社區參與機制，為新⽵竹縣⺠民打造⼀一個具
備健康、安全、⽂文化的健康城市。

服務範疇 
品牌識別規劃 Branding & Identity Design

解決⽅方案 
原研數位品牌顧問接受新⽵竹縣政府的委託，
為新⽵竹縣政府規劃設計健康城市的品牌識別，
我們以縣花縣樹縣⿃鳥圖像組合、書法字型並
以新⽵竹縣地圖作為主要底⾊色區塊，加以具有
客家意象的⾊色彩強調新⽵竹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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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背景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家於台灣證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民營電信公司，也是國內第
⼀一家推出WCDMA系統之第三代(3G)⾏行動通訊
服務業者。台灣⼤大哥⼤大⼗十年來在資訊安全管理、
客⼾戶服務、公司資訊揭露、公司治理、企業社
會責任等各項指標表現傑出，頻獲國內外評鑑
肯定，是最受尊崇信賴的台灣企業之⼀一。

解決⽅方案 
原研數位品牌顧問接受台灣⼤大哥⼤大的委託，
規劃設計⼀一系列的網路⾏行銷活動，期間獲得
相當正⾯面的評價，也為台灣⼤大哥⼤大相關的網
路活動設計建⽴立新的標竿。

服務範疇 
網站設計 Web Site Development





專案背景 
揚明光學於⺠民國九⼗十⼀一年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立，
⺠民國九⼗十六年⼀一⽉月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為中強光電集團轉投資之⼀一衍⽣生性公司，致⼒力
於⾃自主研發設計、⽣生產製造各式光學模組及光
學零組件，為國內第⼀一家⾃自⾏行投⼊入開發「光學
引擎之關鍵零組件⼤大廠」。擁有多位光路設計、
鍍膜設計、模具設計等光學領域技術精英。

服務範疇 
品牌識別規劃 Branding & Identity Design 

視覺傳達設計 Visual Communication 

網站設計 Web Site Development 

網站管理平台建置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解決⽅方案 
為了具體呈現揚明光學在光學零組件產業的
領導地位和研發實⼒力，我們以符合國際⾵風格
的數位品牌設計，強調光學零組件應⽤用發展
以及終端產品的豐富應⽤用，設計出豐富、具
有品牌美感的全新企業網站形象，並同步引
進全新的網站後台管理系統，增加網站管理
的便利性和未來擴充成⻑⾧長的空間。



BEFORE  改版前的揚明光學網站



AFTER  改版後的揚明光學網站



專案背景 
葛納蘭影⽚片成⽴立於1996年1⽉月，從事於電視廣
告、短⽚片、MV的製作及國際製作團隊在台協
拍，憑藉著對影⽚片製作的熱忱與豐富的經驗，
在業界建⽴立起⾼高品質與⾼高執⾏行⼒力的⼝口碑，成為
台灣最具規模的影⽚片製作公司之⼀一。⼜又於2009

年7⽉月在北京成⽴立北京葛納蘭國際廣告公司，提
供中國客⼾戶更直接、更有效率的服務。

服務範疇 
品牌識別規劃 Branding & Identity Design 

視覺傳達設計 Visual Communication 

網站設計 Web Site Development 

網站管理平台建置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解決⽅方案 
葛納蘭影⽚片原始的品牌識別與網站具有⽐比較
強的東⽅方意象，在成⽴立15週年之後，葛納蘭
影⽚片委託原研數位品牌顧問導⼊入全新的企業
識別，我們在深⼊入分析後決定以強調⾃自由、
開放、流動、連結的品牌特質，為這個來⾃自
台灣的創意團隊打造更具有時代性並融⼊入全
球視野的品牌形象。



BEFORE  改版前的葛納蘭影片品牌識別與網站



AFTER  改版後的葛納蘭影片品牌識別與網站



AFTER  改版後的葛納蘭影片品牌識別與網站



專案背景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5 年，主要
從事模流分析軟體 Moldex3D 的開發及銷售，
⺫⽬目前為全世界最⼤大獨⽴立模流分析軟體供應商。
總公司座落於新⽵竹縣⽵竹北市台元科技園區，並
在台北、台中、台南、廣州、蘇州、廈⾨門、泰
國、美國等地設⽴立辦事處或分公司，負責當地
市場的業務開發與客⼾戶服務。

服務範疇 
網站設計 Web Site Development 

網站管理平台建置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解決⽅方案 
DLAB 透過此次網站改版，運⽤用符合⾼高科技
⾏行動網路科技公司的品牌設計⾵風格，重新為
科盛科技建⽴立國際化、具有獨特性的數位品
牌形象，藉由明確的網站形象設計與介⾯面規
劃，讓科盛科技的網站成為與客⼾戶⾏行銷互動
的重要⾨門⼾戶。



BEFORE  改版前的 MOLDEX3D 品牌識別與網站



AFTER  改版後的 MOLDEX3D 品牌識別與網站



專案背景 
斯博科⽴立於專業顯⽰示卡產業領先地位近20年，
是全球顯⽰示卡產業的主要領導廠商，擁有世界
級研發設計團隊及優勢競爭能⼒力。斯博科前⾝身
源於旌宇企業，成⽴立於1982年，⾃自成⽴立後便不
斷以創新的⽣生產技術、銷售能⼒力及豐沛資源，
率先開發符合業界標準的新世代顯⽰示卡產品，
引領市場潮流。

服務範疇 
視覺傳達設計 Visual Communication 

網站設計 Web Site Development 

網站管理平台建置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解決⽅方案 
原研數位品牌顧問導⼊入以⽣生活型態為訴求的
科技品牌策略，成功於 Computex ⼤大展前完
成整體完整的改版⼯工作，並導⼊入全新便利的
網站內容管理系統，並陸續協助斯博科科技
完成不同語⾔言網站的改版⼯工作，有效建⽴立全
球⼀一致的數位品牌體驗。



BEFORE  改版前的 SPARKLE 品牌識別與網站



AFTER  改版後的 SPARKLE 品牌識別與網站





HOW WE DO
技 術 與 專 案 執 ⾏行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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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Press 我們使⽤用全世界最好的網站內容管理平台建⽴立企業網站

We use Wordpress as our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to build web site for our clients. With 

our design and technology capability, we design and code custom made WordPress template 

for every single web site. Make clients brand image become vivid through great technology.



PagePage

World Class CMS for Web Site  世界級的網站內容管理系統



SEO Ready Web Site 讓搜尋引擎更容易找到你的網站

While out of the box WordPress is pretty good for SEO, it needs some tweaks here and there. 

We enhance WordPress SEO plugin and by reminding you to enable pretty permalinks. But it 

also goes beyond that, by automatically optimizing and inserting the meta tags and link 

elements that Google and other search engines like so much.



Responsive Design 讓你的網站在不同裝置上同樣具吸引⼒力

We adopt responsive design to ensure seamless brand experience between different devices. 

With our core capability with design and web technology, we design, code and test with 

multiple devices and platform to make sure the whole web site run correctly. We use HTML5, 

CSS3, JQuery and PHP, SQL to craft each site, make sure the digital presence will improve 

client’s brand recognition.





Page

我們為客戶建置網站的流程可以分成下面五個階段，每個階段的執行時間會因專案規模大小而有所不同： 

!
1. Planning  確認網站建置規格 

功能確認：與客戶共同針對網站中主要的目標功能進行設定，讓你的網站可以符合企業營運的目標，我們會依據相關功能目標與

內容，為客戶規劃建置網站的藍圖。 

內容準備：確認網站主要分類，並由客戶提供相關頁面的文字、圖片與多媒體內容。 

2. Design  網站數位形象規劃 

視覺規劃：我們依據客戶的產業特性和網站架構，為客戶設計最合適的網站視覺風格，建立清晰的數位品牌形象。 

圖像設計：為客戶挑選和購買合適的專業圖庫作為企業網站使用，並為客戶進行專業後製和美術設計。 

3. Building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建立網站內容維護系統 

系統設定：建立 SQL 資料庫並進行網站內容維護系統平台建立與設定。 

樣板設計：依據為客戶設計的數位品牌形象開發你的企業網站專屬樣板，並進行CSS程式編寫與樣板程式開發。 

4. Web Page Content Production and Testing  網站內容上稿、測試與上線 

編輯網頁內容：為客戶將相關的公司基本資料、產品與服務等編輯過後的文件與圖片編輯成相關的網頁內容。 

相容性測試：對客戶的網站進行不同作業系統（如 Windows, Mac OS, Linux..）的相容性進行測試，並檢查完成的網站在不同瀏覽

器的呈現方式是否一致。 

網站正式上線：根據客戶的業務目標與時間表來安排網站正式上線時間，並在上線階段為客戶密集觀察網站運作情況是否正常。 

5. Training, Traffic Analysis and System Maintain  教育訓練、流量分析與系統維護 

網站後台操作教育訓練：為客戶提供完整的網站教育訓練，並提供專屬網站操作手冊作為後續網站更新上稿的參考。 

流量分析系統設定：為客戶設定專屬的企業網站流量分析工具，讓你可以清楚掌握網站的動態並作為擬定營運策略的依據。 

維護與改進：為客戶提供完整的網站系統維護與線上支援服務。

36

Web Design Process 網站建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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