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台前端
模组 描述

註冊/登入 電郵或Facebook註冊

主頁 簡單數據顯示
顯示會藉積分, 會藉等級, 尚未使用的餘額, 已獲得尚未使用的免費課堂, 總累積消費金額, 
以及獲得免費課堂的印花列表

會藉等級詳細說明 顯示消費金額與積分獲得的比例，每種會藉等級所需的積分，以及對應的優惠詳情

預約課堂 已預約課堂 顯示已經系統預約的課堂資料

可預約的課堂列表 顯示可預約的課堂資料，包括課堂名稱, 時間, 地點, 費用, 簡介等

立即預約課堂

預約可選以
- 免費課堂換取
- 以尚未使用的餘額支付
- 新付款
相關付款將以後台人手處理

出席記錄 列表形式顯示已上過的課堂資料如課堂名稱, 日期, 時間, 出席狀態 (出席/缺席/取消)

付款及消費紀錄 簡單數據顯示 顯示尚未使用的餘額, 總累積消費金額

付款及消費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付款/退款紀錄，包括日期, 金額, 付款方式, 備註等

積分及優惠 簡單數據顯示 顯示會藉積分, 會藉等級

會藉等級詳細說明 顯示消費金額與積分獲得的比例，每種會藉等級所需的積分，以及對應的優惠詳情

積分獲取/使用紀錄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積分的增加/扣除紀錄，以及對應的備註

意見回饋 容許用戶輸入題目, 內容對客戶進行意見反映

設定 個人資料 新增/更改用戶資料如姓名, 電郵地址, 電話號碼, 性別, 出身年/月份 (可用作統計數據之用)

電郵地址驗證 需驗證電郵地址才可經系統進行預約服務

更改密碼

市場推廣 可選擇"願意接收客戶以電郵或Whatsapp形式傳遞的推廣資訊"

公眾頁 功用 贈送的客戶網頁, 方便客戶用作宣傳推廣之用

業務介紹 顯示關於我們, 導師簡介, 課堂介紹, 會藉優惠簡介, 聯繫資料等

語言 支援繁中

其他

PC版支援瀏覽器: 
Windows - Chrome, Firefox, IE 11以上
MacOS - Safari, Chrome, Firefox

支援手機版瀏覽: 
支援iOS 9.0 或以上及Android 4.2 或以上手機作業系統

後台
模组 描述

登入 設置的管理員賬號可以電郵或Facebook登入

主頁 簡單數據顯示 顯示顧客數目, 課堂總報名人次, 總累積課堂收入金額

數據圖表 以圖表形式顯示課堂報名人次與收入金額隨時間的變化

業務管理 - 會員 會員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會員的資料

會員資料檢視

檢視個別會員的所有詳細資料:
- 個人資料
- 會藉等級
- 積分紀錄
- 付款及消費紀錄
- 已預約課堂
- 出席紀錄

資料匯出 可匯出至Excel
業務管理 - 課堂日程表 課堂日程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課堂日程的資料，包括報名狀況 (已報名人數, 剩餘名額)

管理課堂日程資料 新增/更改課堂日程資料，讓會員可以報名上課

課堂排程
可配合課堂排程功能，讓系統自動新增日程數據，不用人手輸入 (只適用於每星期都有固
定課堂的類別)

業務管理 - 預約 預約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會員的預約請求

預約管理

新增/更新現有預約狀態
- 預約方式 (免費課堂換取/以尚未使用的餘額支付/新付款)
- 付款方式 (客戶可在後台設定, 系統預設選項: 現金, 銀行轉帳, PayMe, Wechat Pay, 
Visa, Master, 銀聯, AE)
- 出席狀態 (未上課/已出席/缺席)

業務管理 - 出席記錄 出席記錄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會員的出席記錄

資料匯出 可匯出至Excel



業務管理 - 付款及消費
紀錄 付款及消費記錄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會員的付款及消費記錄

管理付款及消費資料

新增/更改付款及消費資料
- 付款日期
- 付款方式 (客戶可在後台設定, 系統預設選項: 現金, 銀行轉帳, PayMe, Wechat Pay, 
Visa, Master, 銀聯, AE)
- 付款備註
- 紀錄備註

資料匯出 可匯出至Excel
業務管理 - 成本 成本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成本記錄

新增/更改成本記錄
- 日期
- 成本類別 (客戶可在後台設定)
- 金額
- 備註

資料匯出 可匯出至Excel

公眾頁管理 關於我們 顯示在公眾頁頂方

業務簡介 (簡介一下業務的成立時間、理念等)

上載業務圖片

導師 導師簡介 (簡介一下導師的名字、教學宗旨、資歷等)

上載導師照片

課堂介紹及報名 系統將跟據你在課堂類別以及課堂日程表中設定的數據自動生成此部分

可選擇是否顯示此部分

會藉列表 系統將跟據你在會藉中設定的數據自動生成此部分

可選擇是否顯示此部分

聯絡我們資訊 顯示在公眾頁底方

聯絡電郵, 聯絡電話, Whatsapp, Facebook專頁ID

頁面設定 可設置公眾頁的Header, Footer顏色

電郵推廣 EDM (Optional) 可與此EDM系統作整合: https://tedconcepts.com/edm/intro
匯出已選擇願意接收推廣資訊的會員列表，並把它上載到EDM系統使用

系統設定 - 業務 設定業務名稱, 系統名稱, 客戶版會員平台Header/Footer顏色, Logo
系統設定 - 課堂類別 課堂類別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課堂類別

管理課堂類別

新增/更改課堂類別
- 課堂名稱
- Slogan
- 是否發怖課堂
- 顯示次序
- 課堂描述 (簡介一下課堂特色及內容)
- 是否發送上課提示電郵
- 提示電郵信息內容
- 提示時間
- 上載封面/內容圖片

系統設定 - 課堂排程 課堂排程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課堂排程

管理課堂排程
設置運作排程為"是"後，系統將自動在每個星期的已選日期和時間自動生成"延後週數"後
的課堂日程數據

更改課堂排程設置
- 是否運作排程
- 排程日期
- 排程時間
- 延後週數

新增/更改課堂排程
- 課堂
- 逢星期幾
- 開始時間
- 終結時間
- 地點
- 名額
- 價錢

系統設定 - 會藉 會藉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會藉

管理會藉

新增/更改會藉
- 會藉名稱
- 積分下限
- 積分上限
- 會藉優惠
- 會藉名片顏色



系統設定 - 優惠

設定
- 是否啟用印花專區
- 出席多少課堂可獲免費課堂
- 印花專區獎勵
- 登記可獲會藉積分
- 填妥個人資料可獲會藉積分
- 願意接收推廣資訊可獲會藉積分

系統設定 -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付款方式

管理付款方式

新增/更改付款方式
- 付款方式名稱 
- 顯示次序

系統設定 - 成本類別 成本列表 列表形式顯示所有成本

管理成本

新增/更改成本
- 成本名稱 
- 顯示次序

報表 - 會計報表 會計相關數據列表 顯示所有入款/出款金額, 方式, 備註, 類別

搜尋 可選擇以日期範圍作搜尋條件

資料匯出 可匯出至Excel
報表 - 回饋意見 回饋意見列表 顯示所有用戶已提交的回饋意見

資料匯出 可匯出至Excel

您的專屬網站 連結到您的公眾頁/會員平台

分享您的網站給客戶 複製縮短的公眾頁/會員平台連結網址

其他

後台只支援PC版

PC版支援瀏覽器: 
Windows - Chrome, Firefox, IE 11以上
MacOS - Safari, Chrome, Firefox

語言 支援繁中

系統安全性
- 瀏覽器與伺服器之間的數據資料交換將以SSL加密保護形式傳輸

- 數據庫內的敏感資料將以加密形式保存

- 保持與維護伺服器和數據庫的網路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