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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資訊變化如此迅速的時代，資訊的要求已經不能只滿足於訊息

的傳遞，更要提供高附加價值的娛樂內容，才能為大眾所注意而進一

步接受，網路多媒體動畫正是扮演著如此高複合性的新興媒體形式，

因新型態的視覺設計勢必要投入更多的深入探究與分析，方能將新興

的形式更趨於完整。 

上網似手已經變現代人日常生活當中所不可缺少的事情，除了

聊天、收信以及玩線上遊戲外，最重要的常然就屬於資訊的收集，可

是網路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資料，因此如何把這些網路上豐富的資料

內化為對我們有用的知識或資訊就變的非常的重要。 

打造網路多媒體文化環境的設計軟體中，Macromedia Flash 是一

般網路上在視覺上的表現時最普遍而且效果最好的軟體之一，其實

Flash 是用來做動畫的,不過通常許多人會用這個軟體來做「動畫網

頁」因為 Flash 軟體所做出來的動畫效果很好。而用 Flash 軟體做網

頁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做動畫。因為本研究是以餐廳為例，而需要

的是帶給消費者強烈的視覺與感官；所以採用 Flash 軟體來製作此網

頁。本研究結果的呈現主要可歸納為三大主題： 

一、 根據文獻資料蒐集分析餐廳架設多媒體網站之重要性 

二、 了解多媒體網站架對 COSTA 餐廳的影響 

三、 Flash 動態圖像實際創作分析與研究。 

 

Key Words：Macromedia Flash、網路多媒體、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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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進入 e 世代的今日，生活在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社會環境中，對

每個現代人而言都產生了重大的影響，而最大的變革即是在商業交易

活動、商務市場運作模式上的轉變，網路行銷是當前行銷的主流。 

    餐飲業者在進入 e 化的世界，設置一個多媒體的網站，提供更多

的資訊和服務也變得更為重要了。多媒體網站的成立，可將餐飲業者

對外資訊與經營方式網路化，可節省傳統店面的開銷，同時也是為業

者開拓另一條無國界的行銷管道，24 小時全天候與消費者接觸，充

分延伸商品銷售時間，可提高餐飲業者競爭力並擴大潛在客戶群，架

設多媒體網站，絕對是餐飲業者 e 化必經途徑，本研究旨在以西式餐

館業-COSTA de la terre 餐廳架置多媒體網站為例。 

    本章主要說明研究的背景與動機，進而說明其研究目的，並建立

研究架構，作一整體之介紹。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網際網路的出現是整個人類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個里程，隨著資訊

不斷的演進以及電腦的普及化，網際網路迅速的被大眾所採用，並廣

泛的運用在各個領域中，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最大的改變即是人與

人之間的距離被大大的縮短，即使是身處在地球的兩端，透過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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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的連結也能彷彿近在眼前一樣。網際網路(Internet)其實是由電腦與

網路所組成的一個虛擬社會(Virtual Society)，此種網路可整合許多異

質網路並強調互動能力，還有多元化的多媒體資訊服務與開放式的自

由競爭環境，除了提供的電子郵件轉送服務外，目前更進一步的結合

了多媒體的應用，其中包含了語音、影像、視訊及高品質聲訊等等，

使得網際網路的應用與發展更加快速地邁入多媒體服務的領域，就如

同顏龍源[1]所提出的，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即是「一個數位化的

形式(digital form)為共享的知識基礎環境的形成」。 

    根據經濟部委託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 FIND (Focus on 

Internet News & Date ) 進行的「我國網際網路用戶數調查統計」，定

期觀測台灣各種網路連線服務的普及狀況。資策會 FIND 表示，台灣

經常上網人口為963萬人，網際網路連網應用普及率為42%；截至2006

年 3 月底止，台灣有線寬頻用戶達 420 萬戶，電話撥接用戶數為 173

萬 戶，ISDN 用戶數 1.2 萬戶，學術網路 (TANet)用戶數為 399 萬

人，行動網路用戶數為 821 萬戶。 

台灣商用網際網路帳號數達 1415 萬戶，其中行動網路帳號數佔

58%，較 2005年 Q4 增加 14 萬戶，成長率達 1%，顯示商用網際網路

用戶成長漸趨緩和。以各連線方式分佈情況來看，ADSL 用戶數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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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較上一季微幅成長 1個百分點；撥接上網用戶數佔整體商用網

際網路帳號數的比例則持續下降，較上一季減少 1 個百分點，達 12%；

Cable Modem 用戶數佔 3%；使用其他方式上網的用戶數則僅佔不到

1%。至於行動網路用戶達 821 萬戶，其中 GPRS 用戶數佔 65% ，根

據電信總局的資料，2006 年 Q1 台灣行動上網用戶數達 821 萬戶，較

上一季增加 14 萬戶，成長率由上一季的 5%下滑至 2%。分析行動網

路用戶結構，以 GPRS 用戶最多，佔整體行動網路用戶的 65%，用戶

數為 536 萬戶，較上一季減少 46 萬戶，主要是因為 3G 執照的 GSM

系統業者鼓勵用戶換卡升級使用 3G 服務，造成 GPRS 用戶大量流失。 

    至於今年 Q1行動網路用戶的成長，主要來自 PHS 與 3G 數據用

戶數大增，用戶數達 274 萬戶，較上一季增加 60 萬戶，佔整體行動

網路用戶的 33%，較上一季增加 6個百分點；而透過 WAP 上網的用

戶有 11 萬戶，與上一季差異不大。 

由於普遍看好網際網路的發展各餐廳業者也紛紛建立自己的網

站，或是拓展網路相關業務，繼而在網站上產生各種的行銷手法及功

能，其中包括:網站連結、電子郵件、促銷、特餐介紹、方向指引、

訂位、公佈欄、連鎖、電子折價卷、工作機會、討論區、遊戲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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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利用網站作為促銷活動已是一種普遍現象，若能將網站適

當的規劃，網站將可以成為先進而有效的行銷工具。 

    「民以食為天」餐飲業者是自古以來在地球上唯一不會沒落的行

業。在台灣，餐飲業是許多人開創事業經常想到的一條路徑，但未必

是賺錢的行業。回顧過去的餐飲市場，訴求的重點在於有好的料理技

術、好的口碑及熱誠的服務，業者若擁有這些特質似乎就可以吸引消

費者的光顧。最近的研究指出，餐廳經營有 30％賺錢、40％持平、

30％賠錢[4]。賺與賠之間的差別，雖然可能影響因素有許多，但有

無良好的管理與行銷制度，可能是關鍵所在。 

    網際網路儼然已成為一個兵家必爭的行銷通路管道，面對著如此

多的上網人口數，各餐飲業者無不絞盡腦汁的在自己的網站上下功

夫，希望能營造出一個既具備自己店家特色又能與眾不同的網站，來

吸引挑剔的上網人口的胃口。因此唯有了解網路媒體特性、熟知設計

網路多媒體軟體本質，讓影像造成跟瀏覽者的互動才是最佳的狀態。 

    餐飲業的競爭優勢在於何者可以有效掌握餐飲市場趨勢的變

化，而反應整個市場變化的市場資訊變成為被重視的焦點所在餐飲服

務業在資訊科技時代，面對「資訊網路化」的新穎經營模式，如何發

展具有特色的行銷策略，積極拓展企業行銷通路，成為餐飲業網路行

銷的重要發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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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專題研究擬針對餐飲業者製作多媒體架置網站的實作，

製作此餐廳網站讓消費者得知餐廳特色；進而幫助餐廳也能邁入 E

化的階段，以提供餐飲業者未來投入多媒體網站架置前的評估與參

考。 

本次專題，我們所合作的對象是「COSTA de la terre 餐廳」，COSTA 

de la terre 餐廳是一間經營歐式新食料理的西餐廳，由於網路的普及，

對於現今的每家餐飲業者幾乎都有架置網站，COSTA de la terre 餐廳

也希望能夠透過網路的傳播，介紹餐廳的產品及服務給消費者。為了

加快業者對於網站使用的了解，我們以業者的訴求作為基礎架置網站

的內容。 

1.2 研究目的 

    從商務觀點而言，創造網站流量達成效益才是最終目的，加上以

視覺心理學及設計的角度與藝術性來看，如果無法造成視覺上的吸引

焦點似乎就無法促成網站的目的，這時，多媒體的設計就背負著相當

代的責任。 

    消費者上網參觀餐廳網站，產生對實體餐廳各項屬性的預期，而

消費者預期也因為網路可快速回應的特性而相對提高，消費者對於網

站會影響消費者最終的滿意程度，由此可推論對一個潛在的消費者而

言，對於瀏覽餐廳網站所獲得的經驗，若能使消費者產生較高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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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進而在實體餐廳消費時，也能產生較高的滿意度。 

以下為研究之目的: 

1. 針對呈現 COSTA de la terre 餐廳實際需求來設計多媒體網站的建

置，讓更多消費者知道 COSTA 餐廳，增加曝光率進而能提升來

客數，其整個網站也能發揮出最大的功效。 

2. 描述 COSTA de la terre 餐廳網頁資訊呈現的內容。 

3. 透過網路留言板直接與客戶意見溝通交流，以達到餐飲業者與消

費者之間零距離。 

4. 綜合當前餐飲業者應用多媒體網路架置策略，提供 COSTA de la 

terre 餐廳導入多媒體網站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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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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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多媒體的意義與構成要素 

    探討網路存在的多媒體之前，必須了解其存在於現今的時代意義

與腳色。多媒體現為資訊傳達和人際溝通的新方法與觀念，擴大了傳

達資訊層面，替人類提供與外在溝通的管道，為了增加溝通的效果，

我們賦予多媒體具更多刺激我們感官的表達，使電腦系統更能深切的

模仿人類語言、聲音、畫面等有效率達成互動式的溝通，讓使用者能

進入狀況而自由選擇想看的內容及應如何進行的主導權，而電腦系統

透過使用者的使用過程給予合適的回饋與反應。 

    然而多媒體是由多種媒體融合產生的一種電腦程式或節目，含有

許多的互動特性，以下為構成之要素介紹: 

一、 文字(text) －文字式電腦與人類溝通最早出現的媒體。它具

有佔用儲存空間小、利於電腦處理、可呈現的內容精確等特點，

但卻不是很容易吸引人的注意力。其含不同字體(fonts) 、級數

大小(size)、格式(styles)等的文字呈現。 

二、 影像(image) －從點、線、面到三度空間的圖形，數位的影

像是由像素所構成，一個像素為一個色彩，一張圖像的像素切割

的越細緻畫質就越好，其資料所需的儲存空間亦遠大於文字。 

三、 圖形(graphic) －為影像的一種形式，內容上為幾何圖形所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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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操作上大多使用向量(vector)方式所繪製。 

四、 音訊(audio) －由聲音構成的媒體，聲音在本質上由聲波所構

成，因此透過取樣的過程進行數位化，在以此形式儲存在電腦的

音訊資料稱為波形音訊。波形音訊可以透過音效卡與所連接的喇

叭將聲音播放出來。 

五、 動畫(animation) －利用眼睛視覺暫留的原理，將靜態的畫面

連續播放，產生平順的動態效果。動畫基本上是以影像為基礎，

經由特別設計的動畫製作環境製作出成品。 

六、 視訊(video) －視訊由動態的影像畫面所構成，從媒體的格式

來說，電視所看到的節目、電影院放映的影片皆為視訊。視訊是

經由攝影機的拍攝，在經過剪輯、後製作，在過程上和動畫有很

大的不同，而如今也會呈現於網頁之中，以坎入的方式播放影片。 

以上說明了多媒體所具備的元素，這些元素的結合使電腦與人類

產生互動的功能，然而本研究的重點乃針對存在網際網路的互動

效能，在資訊文字、動畫的呈現上更是為重點、對於以網路多媒

體產生方式最普遍的 Flash 軟體在下章節中亦有更完整之分析。 

2.2 網路媒體動態圖像發展之分析 

2.2.1 多媒體發展 

    電腦繪圖的發展在六Ο年代初期就已經逐漸展開，成為數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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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前身，然而當時的電腦繪圖僅是電腦科技在藝術創作上的媒

介，普遍的程度也僅現在少數具有電腦背景的藝術家身上。最常見的

電腦繪圖展現型態為商業上的廣告用途或是節目片頭的特效，另外一

部分的領域則是在電腦拼板上的應用，由於此時的數位科技技術正在

發展的初期，所以只能仰賴大型、工作站級的電腦來進行。 

    1990 年代後網際網路興起，網路熱持續風靡全球，也促成設計

資訊的快速流通，這不但促成設計專業的轉變，就連設計教育的方式

也都有一定的影響。這種新媒體的呈現，虛擬的資訊空間創造了前所

未有的視覺效果，同時也讓真實與虛擬的空間中的界線更加混淆，接

受人在實體空間中的真實感被挑戰。處在這個新媒體轉捩點上，許多

人圍繞著新的工具，開創另一個美學。網路多媒體的出現如同其他的

媒體發熱發燒，運用科技來解放人對互動的需求，打破時空的限制，

將人類的思想情感，滲透到數位創作與傳遞。[8] 

2.2.2 多媒體軟體 

    人們對於視覺圖像的需求打破了技術規格的限制，畢竟運用視覺

與聽覺溝通工具來傳播想法是達成網頁的重要方式。此時有關製作網

路上的多媒體網頁的編輯軟體也紛紛出籠，如 FrontPage、Flash、

Dreamweaver 等均已成為當今熱門且最普遍用來編輯網頁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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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眾多的網頁設計工具中，幾乎要能達成動態圖像的效果皆

須靠繁複的程式語言，這些煩雜且艱深的程式語言，對於一般的程式

設計師或許不是難事，但卻會抹煞了網頁在設計上的藝術性。因為程

式語言所寫出的動態效過並不足以改變一成不變且令人興致缺缺的

的網站影像，這可歸咎於建構網站設計師使用了功能有限的工具來進

行設計的原因，唯獨以設計網頁的美感為研發目地的網頁設計軟體

Flash 打破了以往的設計形式，為一片乏味的網頁設計增添了數位圖

像的美感與設計感，不僅如此，軟體本身所創作的動態特效大大的增

添視覺傳達上的流暢感及張力，這也是 Flash 電影動畫後來在網路上

流行的重要原因。[10] 

    現今，Macromedia Flash 的動畫圖像成為最普遍的網路圖像的創

作要角，強大的功能使網頁成為設計人創造動畫、網頁介面設計、網

頁動態圖像元素的工具。網路動態圖像發展至今，順應科技日益精

進，運用 Flash 創造的動態圖像在網路寬頻中解放，視覺互動的訊息

溝通、精緻的數位影像、爲網頁的設計帶入映一個具藝術性的設計。 

2.3 多媒體網站環境  

2.3.1 網站之定義 

    網站(Website)是指在網際網路上，根據一定的規則，使用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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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具製作的用於展示特定內容的相關網頁的集合。簡單地說，網站

是一種通訊工具，就像佈告欄一樣，人們可以通過網站來發布自己想

要公開的資訊，或者利用網站來提供相關的網路服務。人們可以通過

網頁瀏覽器來訪問網站，獲取自己需要的資訊或者享受網路服務。 

    網頁的定義相當簡單，就是在存取網路文件或是網站時所見到的

畫面。而一般建立網站的步驟為申請網址、購置伺服器等硬體設備或

租用虛擬主機，最後將設計製作之網頁上傳至虛擬主機空間。網站的

組成乃是透過超文件連接功能將一個個的網頁相互連接而成，所以網

頁可說是構成網站最主要元素。網站視為公司與客戶之間互動的工

具，網站的內容可以包含聲音、宣傳短片、文字、圖形與超連結

（hyperlink），其中的超連結是指參觀者利用滑鼠按下某些的文字或

片語之後，即可從目前的網頁跳至另一個網頁。[11] 

2.3.2 網路發展歷史 

    根據網路發展的歷史，ＷＷＷ剛開始之初並不那樣平易近人，除

了只有枯燥的文字，使用者還是得花些功夫學習，才能進入狀況。直

到 1993 年 2 月，由 The U.S.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tions(簡稱 NCSA，美國國家高速電腦中心)針對 Unix 系統研發

出一個可較簡單容易讀取圖文資料的瀏覽工具－「Mosaic(魔賽克)」

當時 Mosaic(魔賽克)是一個非商業用途的公用軟體，主要是爲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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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internet 的使用;同時它也是首套利用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簡稱

GUI，圖表示使用者介面)介面程式來把網站上的資訊，圖文並茂地

展現在螢幕上，將一般大眾帶入了 Web 世界，也開啟了數位圖像文

化。到了 1993 年下半，Mosaic 被沿用至 Macintosh(麥金塔電腦)和

Windows(微軟電腦系統)工作平台上。爾後，1994 年，Mosaic 開發

者成立另一公司，即為現今的 Netscape Communication(網景公司) 。

[12] 

    1995年，Netscape 網景公司生產的瀏覽器(稱為 Navigator) ，已

是網路上最普遍使用的瀏覽器;根據市調公司的調查統計，當時使用

Navigator 的網路上線者約 75－95﹪之間。當初 Netscape   Navigator

有許多功能，是 Mosaic 望塵莫及的;此時支援 JPEG 圖檔格式傳送功

能出現。後來的 Netscape Navigator4.03 支援更多種多媒體檔案格式，

包括:影片檔－Quick Time、聲效音樂檔－MIDI/MPEG3、3D 立體圖

文和虛擬實境－VRML。 

    1995至 1996期間，瀏覽器支援 Java Applets(由 Sun Microsystems

昇陽公司研發出來的一種跨平台 Java 程式語言) 。Java Applets 是一

種用 Java 程式語言寫成的小程式檔，你可以把它 embed(崁入)網頁

HTML 中，然後 Java Applets 會被呼叫出來，傳送到瀏覽者的電腦，

並在瀏覽者的螢幕上執行其原始程式結果，具有很大的潛能，過去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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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的網路發展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直發展到 HTML 4.0 時，

由於無法滿足多變化的動態網頁效果需求，因此 DHTML(Dynamic 

HTML) －動態網頁就根據「傳統的」HTML 而發展出來的，它不算

是一種全新的東西但卻由不同的技術所組成的，主要的使用重點在於

描述網頁中的元件如何和各種技術互動。這些技術包含了 HTML、

Script、物件模型、物件定位、動態樣式、濾鏡特效、資料整合⋯等，

其動態樣式功能分別有:動態排版樣式、動態內容、動態定位、濾鏡

與畫面效果⋯等。 

2.3.3 多媒體網站建置的流程 

一、 網路經營策略規劃:主要是在網路建置前分析企業本身經營

網站的優劣因素為何?及架設網站的目的為何?經過詳細的探討

後，便可歸納出一種適合企業的網路經營策略。 

 

二、 網站主題與介面規劃:一般企業架設網站的目的可歸納成:實

際銷售產品、提供客戶服務、提高企業形象、資訊蒐集與研究等，

所以架設的網站必須配合網站的架設目的進行主題與介面規劃。 

 

三、 網頁設計；這個步驟是網站建置中最重要的部份，所要做的

包括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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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網頁撰寫工具:如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內建的 WordPad

或是記事本等。另一類是圖形界面的軟體，如 FrontPage、

Dreamweaver 之類的軟體，圖形界面的軟體雖然使用起來方

便很多，但所製作的網頁比較缺乏變化性，無法隨心所欲的

編排網頁，而且網頁程式碼中更會增加一些額外的編碼而造

成系統的負擔。 

2. 使用多媒體:精彩美觀且具風格的網頁是吸引網路顧客的主

要部份，多媒體的應用是達成此一目標不可缺的工具。目前

在網頁設計上常見的多媒體包括；圖片、影像、音樂、動畫

等，然而過多的多媒體使用可能會使網頁檔案變得過大，影

響到連線的速度。另外太絢麗的多媒體應用也有可能使得網

站主題失焦，反而造成反效果。 

3. 系統設定:主要在決定網站要提供那些功能?像是電子型

錄、會員管理區、相關網站連結、客戶留言版等功能。 

4. 資料庫連結:將前端網頁與後端資料庫連結是建構動態網頁

最重要的部份。 

 

四、 發行網站:將編輯好的網頁放在伺服器，然後發行網站。網站

架設者可選擇向 ISP 租用空間或是自行架設 Server 等不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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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根據不同的選擇，計算不同的成本及效益。 

五、 網站品質管理:企業的網站無論是外包或是自行設計，若能以

消費者訴求為導向，並於網站推出前確保滿足:網站設計彈性

大、網站負荷能力強、以及網站執行效能佳等品質因素，必能吸

引消費者光臨消費，使企業獲取利潤。 

2.3.4 建置多媒體網站對公司的影響 

 多媒體網站快速成為電子化企業基礎建設的選擇，因為它提供一

個通用和易於使用的技術和所有組織可以採行的技術標準。網際網路

科技較專屬網路提供了更低的成本和更容易使用的替代方案來協調

活動。公司能夠使用網際網路科技來徹底降低其交易成本。資訊不再

侷限於傳統上實體傳送方法，客戶可以在網站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產品

且直接購自產品供應商處，因而取代諸如零售商的中間人。傳統價值

鏈通路裡資訊的鬆綁，將會對舊企業模式產生破壞性的影響，也創造

了新的企業模式。 

 網際網路縮短了資訊的不對稱，而且也轉變了資訊的豐富性與延

展性之間的關係。利用網際網路與網頁多媒體功能，公司可以快速及

低廉的提供詳細產品資訊給每一特定客戶，以及同時給大多數人資

訊。多媒體網站可幫助公司靠著增加既有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價值，或

是提供創新的產品和服務來創造以及獲致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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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多媒體軟體的選用 

市面上有許多的製作網頁的軟體，例：Dream weaver、Flash、

Front Pang⋯⋯等許多軟體，但是一個好的網頁須包括： 

一、  吸引人的文字 (要特別注意排版的部分，如果文字都擠成一

團，那麼就會減低瀏覽者的閱讀。） 

二、  圖片(圖文並茂能提高網站的完整性） 

三、  適當的音效(所謂的適當，即賦含：完整性、個人自治性；若

在每頁網頁中同樣撥放相同的音樂，即無法增加網站的豐富

性） 

 

FrontPage 這個軟體是屬於比較適合初學者製作網頁實用的軟

體，也許是 FrontPage 的軟體介面較平易近人，本身沒有太多太專業

的操作,所以通常都推薦初學者用此軟體學網頁。而其 HTML 缺點是

須要許多的程式語言才能製作網頁，故 HTML 似乎不為一般大眾所

受用。Dreamwarver 其軟體本身部分與 FrontPage 相似，不過通常

Dreamwarver 是屬於一些想做較專業一點的網頁者所使用，故其

Dreamwarver 是進階者所受用之軟體； Flash 是一般網路上於視覺上

之表現時最普遍而且效果最好的軟體之一，其實 Flash 是用來做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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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過也有許多人會用 Flash 軟體來做「動畫網頁」, 因為 Flash 軟

體所做出來的動畫效果很好。而用 Flash 軟體作網頁其最大的好處就

是可以做動畫。因為本研究是以餐廳為例，而需要的是帶給消費者強

烈的視覺與感官；所以採用 Flash 軟體來製作此網頁。 

 

以下是對於 Dreamwarver、 FrontPage 及 Flash 之比較： 

 

 

 
Dreamwarver FrontPage Flash 

難易度 中等 容易 難 

動畫顯示 中 少 多 

整體效果 還好 不順暢 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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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設計概述 

3.2.1網頁動態圖像與寬頻的關係 

網頁動態圖像的精緻程度有賴於寬頻空間的解放。從西元 2000 

年開始，由於台灣政府在積極提倡寬頻的推動之下，在短短數年間台

灣的ADSL 寬頻普及率躍昇於世界前十名之國家，這種急遽的改變使

得網際網路的發展風貌多元化，網頁版面的設計也增添了許多互動式

的介面。ADSL 的普及使上網的速度大幅提升，同時網頁的編排設計

變的更具價值，並有更多的設計空間與美感的發揮。打造「寬頻網路

城市」無非已成為今年台灣網路市場的希望工程，過去從各種解決方

案看來，窄頻撥接的用戶似乎仍然沒有找到出路，不過，自從和信及

東森以經營有線電視的優勢，跨足Cable網路的經營外，行政院國家

資訊基礎建設小組於2000 年7 月設定「三年三百萬寬頻上網」的目

標[19]，寬頻業務的開放，以及個人用戶對頻寬需求增加使得市場前

景又將大放光明。以台灣動態圖像的網路廣告市場而言，如果以

Internet 網際網路視為和傳統媒體（電視、報紙、廣播等）相互抗衡

的新興數位媒體的話，其實一直存在有「體質」的問題。首先台灣網

路人口的結構過於特質化，受限了商機的可能性，像是使用網路一定

要有電腦，有了電腦還要學會瀏覽器或是撥接軟體的操作，而且一台

電腦每次大概只能一人上網；過去也存在網友多半是在學學生，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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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偏低，或是男多於女的比例差異。再則，台灣的網路市場尚未真正

的自由化開放，使得網路環境架設並未趨向健全，局部網路用戶還是

撥接使用者，使得在想發揮動態圖像網路廣告的創意和執行上，有很

大的障礙。 

3.2.2  網頁動態圖像檔案形式分析 

針對網頁設計中最主要的網頁動態圖像檔案及形式做為分析的

對象，並補充其他存在於網路中多媒體的動態元素說明。而主要的分

析對象為寫DHTML 的Java 程式、HTML 用的GIF 格式以及Flash 

輸出的SWF 檔案，分別將此三種動態形式加以說明，最後並歸納出

全面的優劣勢以做比較，動態圖像視覺搜尋與記憶之影響根據動態圖

像應用於電腦操作介面上的傳達模式以探討動態視覺對於記憶的影

響，主要目的在於提升網頁瀏覽效益。說明網頁的動態效果能造成較

高的注目性，增加網頁視覺設計之作用力為其要點。 

3.3  作品創作之分析與研究 

經前面章節所探討研究之Flash 軟體動態圖像設計之主題後，以

下為實際創作部分。根據Flash 本身易於發揮動態圖像的功能與特性

創作出一名為主題的多媒體網站。網站製作內容將經由Flash 的互動

式功能將平面作品帶出瀏覽畫面，以展現Flash 軟體動態特性。由於

研究以Flash 動態圖像的為主，因此於特以選定網站製作過程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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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操作Flash 軟體動態片頭的操作做細部解說，並將完整的網站分鏡

呈現出。此外，收錄於Flash 動態網站內的平面創作作品部份說明創

作理念與製作方式。故本章歸納有四個主要重點： 

一、  Flash 網站製作前企劃與流程。 

二、  Flash 網站的動態片頭示範與過程解說。 

三、  動態網站整體之網頁分鏡與架構。 

四、  Flash 動態概念應用的平面設計作品之製作理念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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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4.1 COSTA 餐廳簡介 

    Costa 是古希臘文，而 Costa de la tree 則是大地生命源源不息的

意思。秉持著這樣的精神，餐廳中採用非常具有質感的素材，運用北

歐設計風格，呈現大而簡單、明亮溫馨、充滿歡樂 與熱情的用餐空

間，同時播放著融入環境的好音樂，自在的氣氛。 

Costa 希望讓每一位走進店裡的客人，都像是被邀請到家裡坐坐

的好朋友，也因此，一定要端出最好的態度及服務與大家分享講究且

精緻的歐式新食料理。不管是義大利麵類的泰式酸辣麵，燉飯類的 南

瓜燉飯，或是近期新推出的涼麵類，有味噌芝麻、義式油醋 飛魚卵 等

不同口味的選擇，都相當的推薦。 另外還有歐式火鍋，除了有西班

牙海鮮鍋、還有法式紅酒奶香鍋，搭配切片的沙朗牛肉，口味絕佳！

同樣是新上市的 Pizza 類，以啤酒直接發酵，香氣十足，特別的是使

用南投竹山地瓜及大甲芋頭製作出的新鮮口味，讓人充滿期待。 

另外在附餐類上也絕不馬虎喔，附上的是德國複方茶及手工自製

香草奶酪，口味完美絕佳且超值；或者是你想選用 costa 現沖的咖啡

也很棒，豆種是台灣產地的新鮮咖啡豆，現烘現炒、屬於重烘焙，所

以口感香、厚度夠！絕對讓您口齒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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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豐富的經驗，嚴格的訓練，讓所有的成員能夠不斷地切磋

成長並且能夠把握當下的經驗。把經營成果的獲利再投資回於 Costa

的事業，拒絕外部加盟投資, 以維持一定的品質。Costa 選擇一條屬

於自己的路， 為得就是以完美服務和回味無窮的餐點的理念來期許

自己，帶給客人最美好的 Costa 體驗。 

 

4.2  網頁介紹 

網頁的首頁(圖 4.1)是以 COSTA 餐廳的實際拍攝為背景。按下

ENTER 鍵正式進入服務介面(圖 4.2)。下方有七個服務選項，分別是：

關於 COSTA、最新消息、非嚐不可、問卷調查、實景拍攝、聯絡 COSTA

及留言版。在關於 COSTA 中有簡單的 COSTA 餐廳介紹(圖 4.2)。最

新消息(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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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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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而在選項「非嚐不可」中分別有：精緻商業套餐、歐式新式料理

套餐、無酒精飲料、酒精飲料等皆有詳細中英文的菜單介紹。 

1.精緻商業套餐(圖 4.4)，星期一至星期五各有三種套餐，而價格也

很平價一律為$198。 

2.歐式新式料理套餐(圖 4.5)，包括異國風情料理 Foreign Caisine 

、素食主義料理 Vegetarianism、歐式全套排餐 Grill、歐式焗烤料理 

Gratin、義式涼麵料理 Capellini、加州捲 Roll、主廚推薦單品 Chef  

meal、 加點單品、極品料理火鍋 Hot Pot、加點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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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酒精飲料(圖 4.6)，如礦泉水 Water 類及義式咖啡 Coffee 類。 

4.酒精飲料(圖 4.7)，紅酒 Red Wine 中也有多達六種的選擇。 

 

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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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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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在服務選項當中特別設計了「問卷調查」(圖 4.8)，藉由回收資

料可以了解顧客滿意程度為何，近而調整或改善以達到消費者需求。

「聯絡 COSTA」(圖 4.9)中也有詳細的地圖、地址、電話及服務時

間。最後設製了「留言版」(圖 4.10、圖 4.11)提供消費者上網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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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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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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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限制 

 

1. 由於此研究為 COSTA de la terre 餐廳實際需求而設計多媒體網站

之建置，故其網頁中服務之選項也由餐廳所規劃。 

 

2. 其中因 COSTA de la terre 餐廳座位之限制及現階段以主顧客消費

為主，僅採電話或現場訂位；故網頁中並無「線上訂位」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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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經過了前面的探討後，了解到了多媒體網站架置對 COSTA 餐廳

的影響，而 FLASH 在網際網路中所扮演的腳色，歷經不過短短的幾年

間，科技發展汰舊換新速度確實令人咋舌的，在這個過程當中，FLASH

從窄頻裡被批判的問世，乃至於現今寬頻網路中的解放，成為了網頁

設計、網頁廣告設計的要角。 

就如同視覺網頁設計師的認知，網頁瀏覽平台正從必須處處妥協

的媒體，逐漸轉變到目前可以輕易就傳遞創造理念，融入感情於創作

中的媒介，進而達成傳達訊息的功能。而吾人相信，甚至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觀念較傳統的網路業者依然對 FLASH 網頁設計的工具感到不

安全感，認為會破壞了網站的功能與機能性，但我們不可否認的是，

透過網站的瀏覽器，傳遞著生命的活力，好的動態圖像設計可有效的

提高上網者的情緒。最後本研究可以歸出以下幾點結論： 

 

5.1.1 對網路使用者而言 

本系統對網路使用者而言，所提供的是一種全新導覽體驗，不同

於一般網站單調的呈現方式，提供給使用者更多的互動功能以及選擇

的空間。一般網站以圖片或是文字的導覽解說方式，早已不能滿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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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部分使用者對於資訊收的需求，一個設計精緻，版面美觀以及內

容豐富的導覽網站才能符合未來的發展趨勢。而導覽網站的製作上，

在一般設計者的觀念總認為只要把導覽的功能設計的非常的完美其

實就可以了，可是本研究確認為一個能夠吸引使用者停留的首頁設

計，其實也是不可輕忽的，一般人都被美麗及新鮮的事物所吸引，所

以想要讓使用者體驗虛擬實境的好處之前，先得想辦法讓使用者停

留，吸引使用者的目光永遠是第一要務，之後才是導覽功能的展現。 

 

5.1.2  對業者而言 

對業者而言，網際網路其實是一個極佳的行銷及通路平台，由

eBay 成功的例子即可得知網際網路的影響力有多麼大，透過網際網

路，業者可以把自身的產品行銷到世界各地去，凡是有機會可以使用

到網際網路的人，都可以算是潛在的消費者，也就是說網際網路的使

用者是無遠弗屆的，一般業者如果想要把自身產品的訊息傳達給消費

者，無非是透過電視廣告、平面媒體以及目前比較熱門的網路行銷等

通路，不過其行銷方式還是停留在傳統的業者面的思考模式，也就是

消費者只能被動的去接受業者所安排設計好的制式化的產品內容，藉

由一片面的資訊而去猜測產品的原貌，這種行銷式其實是一種資訊的

不完全傳遞，而這也是目前業界所普遍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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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經由網頁的呈現，讓消費者可以真正的與產品面對面，更藉

由直接的互動與回饋，更加的拉近了產品與消費者之間的距離，如此

業者也才能把其想傳達的產品訊息真正的傳達至消費者，而另一點則

是因為消費者與產品間距離變的更加親近，因此也間接的影響到消費

者對產品的接受度，進而提高了其消費的意願，這對業者而言可以說

是一舉兩得之事。 

 

5.2.3  對餐飲產業而言 

其實一般人對於餐飲要求的無不是「物美價廉」，而對於第一次

前去用餐的消費者而言，消費者得知此餐廳的相關資訊無非是透過廣

告媒體、報章雜誌或親友推薦等方式，而此種傳播的方式都有其主觀

認定上的問題，例如報章雜誌的方式可能會有過度包裝以及渲染之

嫌，親友推薦的方式也會因個人感受之不同而有所差異，因此也才會

出現所謂的期望落差而大大的降低前去用餐的興致，這其實都是因為

資訊接受不完全所致。因此本系統所強調的重點，也就是以多媒體的

方式呈現餐廳，幫助消費者對於餐廳能有更深一層的認知與瞭解，透

過此種方式，消費者在到餐廳前能有最完整資訊內容呈現，例如詳細

的地理位址、菜單的介紹、消費的金額等，同時也降低了消費者在做

決策時的不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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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經營一個網路行銷網站，和經營傳統企業一樣，必須要有足夠的

技術性技援與長程性的縝密規劃，在前端顯現的設計上，除了要有獨

特風格的網頁內容，具備人性化瀏覽的介面，提供及時並能滿足消費

者需求的服務之外；在後端隱藏的工作上，則必須架構強力的後盾支

援系統，掌握資訊科技的優勢，提供便利快速的配銷流程，搭配行銷

廣告的運作，從多方面來配合，方能提升服務的附加價值，創造企業，

競爭優勢。 

以下謹經由研究結果的分析整理，提出對系統開發者、後續研究

者與業者方面四方面的建議： 

5.2.1  對業者的建議 

一、 充實網站內容的多元化資訊 

    比爾蓋茲說[35]：「Content is the king」，說明網頁內容是網

際網路的精髓所在，需要透過內容讓網際網路的功能更顯發揮，為了

吸引更多人潮的駐足瀏覽，許多的企業能夠體認到這點，因此將完整

的產品或服務資訊放在網頁上，融合娛樂與行銷手法以豐富網頁的內

涵，並經常更新以提高消費者的滿意程度。然而檢視目前國內的網路

西式餐廳業在資訊網的內容上，仍多以企業或產品本身的資訊提供為

主，實際上，單純性質的產品介紹或說明，並不能吸引使用者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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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逗留多頻繁。網站西式餐廳者應體認網路行銷是牽連式的活動，網

路使用者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他們採取主動登陸網站、啟動資料的

傳輸、擷取自己所需的內容，因此，網站要有充實並富變化性的內容，

提供消費者除企業或產品的訊息之外，還要有富含娛樂性、趣味性、

風格性等多元化的內容，才能誘引消費者駐足網而流連忘返。 

    此外，善用網路的特性，與其他網站相互技援，提供便利寬廣的

搜尋通道，讓消費者容易找尋到志趣相同的領域，而業者亦可藉此充

實自己網站的內容，增加消費者駐足網站的時間；不過，值得一提的

是，與其他網站連結亦會造成顧客流失的風險，所以為了避免此種狀

況擴大，後續內容定期的維護、更新，以及免費的服務或促銷活動提

供，才是必須不斷持續的重點工作所在。 

 

二、 重視行銷組合的整體運用 

檢視目前網路西式餐廳業的網站，多數仍偏重其中一或幾方面的

資訊，例如只提供單純的產品介紹與說明，但卻沒有任何價格、營業

據點或是促銷活動的舉行，未能充分展現完整的行銷組合策略。不少

的網路西式餐廳業者，仍是將網際網路視為傳播訊息的媒介而已，大

部分均未能充分善用網際網路在線上操作服務的功能。以目前網際網

路發展處於方興未艾的時期，如何多變化的交相運用折價、減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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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線上遊戲，或是利用節慶特色的服務銷售，以及企業自行創造的

促銷活動，將網路活動導入企業的行銷流程中，來吸引消費者注意，

活絡人潮與服務賣點則是十分重要，例如：因應母親節的來臨，提供

精美設計的心型蛋糕，配合令人心動的字語與優惠折古來進行促銷。

而網路除了提供實質的禮物外（折價券活動），應該也要提供附加價

值「資訊」的禮物或服務，例加：因應謝師宴或母親節，可以推出為

顧客量身訂作的卡片設計與傳送服務的電子謝卡或邀請卡等，創造附

加性的價值，而這點在本研究中並未發揮。 

 

三、 提供個人化的價值服務，提高顧客忠誠度 

隨著大眾媒體的出現，行銷的主流觀念已從早期的製造導向，到

八○年代的競爭導向，再到九○年代的消費者導向。企業界無不致力

於追求顧客的終身價值，企業的生存之道不再只是重於開發新消費

者，而在維持與舊有消費者的長期關係；網際網路的特性之一即是可

提供大量訂製的個別他服務，透過電腦的功能，追蹤記錄並分析消費

者資訊，網路西式餐廳業可以為大量的消費者提供個別化服務，並針

對顧客的需求做出及時反應或服務。例如：線上預約訂位系統，能夠

讓消費者依需要，自行選擇一般訂位方式、現場座位訂位方式或線上

預約訂位方式，而則針對消費者的基本資料作處理，在特定日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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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或結婚紀念日，寄發電子折價券，提醒消費者值得慶祝的日子，

可以來店享用一番的個別化服務，但是若要完全符合消費者的個別化

的需求，就目前網路的西式餐廳業而言，還有一大段需努力的空間。 

 

四、 善用網路「一對一互動行銷」的特性 

網際網路中互動式的傳播方式，造成了消費者權力的擴增，使

得消費者不再僅是單純的資訊消費都，同時也扮演了具有建設性的資

訊提供者角色。因此，善用網路一對一互動行銷傳播方式，重視與每

一位客戶建立個別的互動關係，不但有助於企業與客戶的直接接觸，

並可系統性的蒐集顧客的想法，做為開發新產品的依據。例如會員制

的建立，是經營一對一互動行銷很好的策略，企業藉由提供會員專屬

優惠服務，可以加深消費者對於品牌與網站的忠誠度，而且經由消費

者資料庫的建立，可深入分析消費者的需求轉變，適時調整以因應消

費者喜好與需求。[38] 

網路西式餐廳業者若要收集與調查顧客問題或意見，可以參考每

個月抽出一位幸運顧客的活動，來吸引消費者上網填寫問卷，免費贈

送禮券作為激勵消費者使用該問卷的獎勵，是很好的誘因；再者如，

每週針對上網留言提供意見之消費者，抽出一位給予消費優惠。如何

整合電子郵件、討論區、聊天室等網路資源，以建立一個虛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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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特定的資訊、吸引特定的族群，並使用互動式溝通，讓消費者進

而產生歸屬感，使消費者願意常常造訪網站並參與各項活動，應是餐

飲網路行銷業者，一個制訂新方向的重要參考。 

 

五、 具備網站行銷區隔概念 

每個網路西式餐廳業者在構思其網路服務經營策略時，必須考量

企業本身的條件，就本身的專長或資源來發展策略，建立整體風格與

樹立獨特性的品牌形象，凸顯自己的定位，開發並鎖定特定的消費市

場群，否則以目前的餐廳業來看，單是一項 Yahoo 奇摩搜尋引擎下的

西式餐廳業就約有 109300 家，如果換算成整體而言，如此龐大的競

爭對手正瓜分著網際網路的市場，因此本研究建議，即將投入或是已

經投入網路行系統的餐廳業者，必須明確鎖定目標消費群，攻佔有限

的資源，定位要保持彈性，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以顧客導向

配合行銷組合 4P 及 4C，確保提供的餐飲服務能與消費者個別需求結

合，以維持具有競爭利潤的網路行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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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對消費者的建議 

近年來，人民受生活型態的改變，外食人口不斷增加，外食的機

成也大幅提昇，因此選擇外食的場所就變成大部分人每日必須下的決

策，而如何選擇與決定到哪家餐廳用餐，透過網路資訊的搜尋，即是

一頊非便捷與省時的方法。在網際網路的行銷模式中，消費者由傳統

被動接收訊息，變成主動搜尋的角色，消費者享絕對的主控權，決定

是否接收資訊與作策。故此，建議消費者在瀏覽餐飲相關網站時，可

以參考下列五點來助決策的進行： 

一、 由餐廳提供的服務部分來看 

     餐廳業的網站必須提供該餐廳最基本的服務，包括聯絡方式、

（如：電話、店址，最好附上餐廳週邊地圖）；營業的時段、有無提

供停車位、付款方式⋯等，消費者透過網頁資訊就能作初步決策，剔

除不符合需求的餐廳對象。 

 

二、 由餐廳提供的產品部分來看 

外來形式的餐飲近來大量投入台灣市場，造成餐廳業者互間競

爭是日趨白熱化。餐廳業者無不絞盡腦汁在餐食上大作文章，除了提

供具有特色風味的菜式之外，對於餐點的命名更是極具巧思變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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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費者在瀏覽網站時如果業者沒有針對餐點作介紹說明或是附上

圖片，則消費者可能難以從餐點目錄上看出個端倪。故此，建議消費

者在瀏覽餐飲業的網站時，應該將餐點的圖文並列的閱讀，或是仔細

檢視其餐點的介紹說明，以免造成網頁上資訊與實際提供的餐點間有

太大落差的缺憾，影響了用餐的情緒。 

 

三、 由餐廳提供的價格與促銷部分來看 

    考量了餐廳的服務與產品之後，另一方面可考量餐廳所提供的價

格與促銷的活動，如果餐廳的服務與產品都能符合消費者需求，則進

一步可參考該餐廳在價格上是否有優惠提供。以一家四口為例，A、

B 兩家都符合上述兩點考量，但是 A 餐廳推出了「四人同行、一人免

費」的價格促銷優惠；而 B 餐廳則沒有提供任何促銷活動，基於心

理定價的因素，消費者應該會以選擇 A 餐廳為多數。是故，建議消

費者可以貨比三定，在價格或促銷優惠上仔細精打細算一番。 

 

四、 由餐廳提供的便利性來看 

    對於消費者而言線上預約的服務帶來相當大的便利性，透過線上

預約的消費者可以提列自身的需求條件，並可省去餐廳營業尖峰時段

的帶位時間，再者餐廳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服務。因此，建議消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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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瀏覽餐廳網站時，可多加利用線上預約的服務。 

 

五、 由餐廳業的整表現來看 

消費者考量了上述四點之後，接著便是進行決策，選取適意的餐

廳來用餐。在瀏覽整個網站後，消費者應該全面的檢視業者所提供的

資訊，消費者可以比較網頁資訊與實際餐廳提供的服務是否相符，哪

些地方值得再次消費？哪些地方需要業者改進？透過業者的討論留

言區或是 E-MAIL，將消費者反應傳達給業者暸解，斟酌業者整體的

表現以作為下一次決策時的參考依據。 

5.2.3  對政府的建議 

網際網路快速與無遠弗屆的便利特性，開啟了另一種資訊的傳輸

模式，逶過網路可以縮袒短時間與空間的成本，大量資訊在線上往來

流通，能夠為生活帶來許多新的刺激。雖然網際網路夾帶著如此多的

優勢成為近來新興媒體要角，但是不可否認的，網際網路尚存在著許

多安全認證上的問題，因此，如何讓整個資訊網路的連結能夠更緊密

結合，資訊傳輸上能夠更具安全性的保障，實為政府應努力達成的方

向，以下提列三點建議供給政府方面作為參考： 

一、 應加強資訊基本教育與免費網路學習課程，縮小城鄉網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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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落實全民都會使用網路，以提升國民基本水準。 

二、 應加強網路傳輸品質，監督網站內容，實施分級制度，以杜絕

不法網站猖獗。 

三、 加強網路相關法令的訂定，嚴格立法並施行網路的安全認證制

度，徹底預防網路犯罪活動。 

5.2.4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對於目前社會上對 Flash 軟體的迷思，以台灣的大環境來說，以

一般大眾而言仍是停留在「網路動畫」製作的觀念上，但其實 Flash

是一個網站設計元素非常好整合的軟體，在於設計者能否對該軟體的

充裕知識及正確的使用概念罷了。[43] 

    然而 Flash 軟體本身確實有一些缺點是尚未被改進的，對於網站

設計者而言，必須要了解各個軟體的優點與缺點才能夠相互的運用，

創造出最好的網站介面。若要設計一個大型的入口網站，就非常有檔

案大小的問題了，此時人們只是圖求找資料的方便性，那麼用單純的

HTML 格式的網頁製作也就綽綽有餘了。但如果是一個購物網站或旅

遊網站，當使用者點選進去看一不到漂亮的產品圖，裝飾的動態圖像

效果來吸引，反而是一些單調的文字，那麼，要他點選「我要消費」，

可能很難了。[43] 

由動態圖像應用於網路媒體設計的表現上來檢討，雖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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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media Flash 為主的動態圖像來分析實為侷限，但由於研究時

間的關係與現實之考量，不可否認的此為目前網路市場上的主流，僅

從此軟體主做出發，比較出出其他同存在於網路市場上的其他動態形

式，對從事動態設計的網頁設計師而言，或許會有所助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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