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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行動裝置與無線網路技術皆已成熟、普及，各式智慧型手

機與平板等隨身裝置藉由行動網路改變了使用族群的消費習慣，也進

一步創造出無限可能的行動商機。以行動裝置平台為主的行動商務具

有即時性、便利性等特色，讓消費行為不再局限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隨著智慧型手機與平板市佔率的提升，行動商務已然成為主流發展的

商務模式之一。有鑑於此，各行各業無不積極搶攻行動市場，但位於

逢甲商圈內的目標店家僅具有實體店面，不具有任何數位化行銷管道

因而導致競爭劣勢。 

  本專題研究旨在替目標餐飲店家研發一款結合會員機制的 APP

點餐系統。透過這款 APP，顧客能即時於線上訂購餐點且不必於店家

處排隊候餐，在尖峰時段能有效節省顧客的等候時間，進而增加消費

意願與便利性。為了提升店家自我行銷管道與能力，本研究因應店家

的需求建置形象網站與社群網站粉絲專頁並協助推廣，期望能藉由本

研究幫助傳統店家提升業績、擴大客源、創造競爭優勢、進入行動市

場。 

 

 

 

關鍵字：行動商務、APP 點餐系統、網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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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隨著硬體科技與行動網路技術的蓬勃發展，國人擁有智慧型手機

的比例年年攀升，根據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於 2014

年對台灣手機市場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智慧型手機於台灣的市占率已

達 94%以上，且維持 29%的年成長率[1]，而其中更有 57.1%的行動

裝置擁有者有使用行動平台消費的經驗[2]，這也意味著行動裝置日

益普及與行動商務的發展趨勢。 

  有鑑於此，各大企業、中小型店家無不積極發展數位化行銷管道

與能力，搶攻行動商務市場。但位於逢甲商圈內的目標店家僅具有實

體店面，仍在執行傳統行銷，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感到無所適從。

此外，店家因佔地狹小，沒有足夠的空間提供消費者內用，顧客僅能

排隊等候外帶餐點，每逢尖峰時段總有許多顧客因排隊等候感到不耐，

更有許多顧客不願意花時間駐足候餐，店家在忙於餐點製作之餘還需

騰出時間安撫顧客情緒，不僅如此，無形之中也流失了許多潛在的消

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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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專題研究有三大目的，為改善目標店家的劣勢將因應店家的需

求建置並推廣具有自我行銷能力的形象網站與社群粉絲專頁、增進顧

客點餐彈性並改善消費體驗的行動點餐 APP、最終藉由研究成果幫助

目標店家擺脫舊有的劣勢並創造競爭優勢。 

1.2.1 形象網站及社群粉絲專頁建置 

  有鑑於目標傳統店家不具有任何數位化行銷管道，缺乏自我行銷

能力，因此本研究因應對象使用需求建置一個具有最新消息、商品型

錄、社群分享、意見回饋、與會員機制等功能的形象網站，增進店家

數位化行銷管道。並協助建立與推廣社群粉絲專頁，因應不同節慶協

同店家執行打卡享折扣的活動，透過社群行銷增進店家曝光率與知名

度。 

1.2.2Android 平台行動點餐 APP 設計 

  研究對象位於競爭激烈的逢甲商圈內，如何創造自己的優勢顯得

格外重要，因此本研究為目標店家規劃了一套線上即時點餐 APP，使

有意願購買卻又不願意花時間排隊的顧客不必於人潮擁擠的尖峰時

段排隊候餐，只需於餐點完成後再行取餐即可，藉此不僅能有效改善

顧客的消費體驗、更能增加消費意願，把握潛在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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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藉由研究成果協助目標店家創造優勢 

  本研究期望能藉由建置並推廣形象網站與社群粉絲專頁增進店

家的數位化行銷管道與能力，透過行動點餐 APP 的消費模式改善顧

客消費體驗，最終提升目標店家的業績、客源；創造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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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隨著智慧型手機與平板的普及，行動市場的規模日益擴大，行動

商務儼然成為目前主流發展的商務模式之一，各種商業行為也逐漸以

手機 APP 的形式呈現，因此本研究針對行動商務及 APP 點餐系統二

部分進行研討，藉由對文獻資料的分析加深對研究大綱的認知與了解，

進而完善研究的內容與成果。 

2.1 行動商務 

  本節將針對行動商務的概念及行動商務的優勢與趨勢進行探討，

旨在加深對基礎定義的了解與優趨勢的分析。 

2.1.1 行動商務的定義與概念 

  以行動裝置藉由無線通訊技術所從事之任何有價商業行為，舉凡

資訊的交換、購物與交易等活動皆可稱作行動商務。[3] 

  行動裝置的普及與無線通訊環境的成熟是促成行動商務的主要

原因，而兩者的結合也造就了能夠於任意時間、任意地點進行交易行

為的特色，便於攜帶的行動裝置與即時連網的通訊技術為消費者提供

更便捷的消費模式即為行動商務[3]，圖 2.1 為行動商務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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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行動商務架構示意圖 

2.1.2 行動商務的趨勢與優勢 

  在現今競爭激烈的數位化時代，資訊流的即時性儼然成為各行各

業爭相追求的優勢之一，而行動商務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

行政院主計處於 2014 年 3 月所提出的統計報告中指出，國人使用 3G

行動網路的用戶多達 2,905 萬戶[4]。同年，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針對國人行動購物調查報告中表明有 57.1%的用戶有使用行動

裝置消費的經驗，較去年成長了 16.4 百分比[2]。由此可見，行動商

務已然成為次世代數位商務模式的發展重點。行動商務的優勢並不僅

限於平台使用者的數量，其便利性、整合性、個人化、彈性與加值型

服務等層面皆有顯著的優勢，詳細如表 2.1 所示。 

 

 

行動裝置用戶 3G/4G/Wi-Fi 商家 

無線網路 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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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行動商務的優勢[3] 

便利性 

藉由行動裝置與無線網路技術達到交易不受限

的機動性與即時性。 

整合性 

不僅僅是銷售，更能藉由整合社群網站與促銷

活動等方式進而達到多管道、多樣化行銷。 

個人化 

能透過資料蒐集亦或資料挖掘進而針對不同需

求的消費者提供合適的服務或產品。 

彈性與加值型服務 

因應自身的商業類型給予客戶不同的加值型服

務，資訊延展、店內瀏覽、優惠券都在此範疇。 

  隨著科技技術的成熟，行動商務市場有了質與量的提升，行動裝

置的彈性、便利性以及廣大的消費者市場是促成行動商務蓬勃發展的

主因，相較於傳統商業模式，行動商務具有更多可能性，期望能透過

本研究協助目標店家把握並創造行動競爭力。 

2.2 點餐系統 

  本節著重探討點餐系統所具有的優勢，以及以手機 APP 為平台

的點餐系統獨具的功能與特色。 

2.2.1 點餐系統的優勢 

  零售業者為了因應現今數位化時代對效率要求的提升，逐漸採用

由電腦輔助的 POS(Point of sales)銷售時點情報系統，其主要功能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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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及統計銷售的商品、金額、數量、交易明細等進銷存資訊，商家能

藉由這些資訊進一步分析出業績與銷售概況，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針對

產品的數量、金額、甚至營運的方針進行制定與改善，因此，藉由數

位化、資訊化的點餐系統能提升商家的服務與管理品質。[5] 

  相較於傳統以紙本、口頭點餐的模式，採用 POS 點餐系統的優

勢在於餐點正確性、較專業的用餐體驗、以及銷售概況的分析與了解。

傳統的點餐模式一旦客流量大時，出錯餐、送錯桌的機率往往直線上

升，此時若有採用合適的點餐系統便能將錯誤率大幅降低，同時也能

帶給客戶好的、專業的用餐體驗。此外，透過點餐系統準確的紀錄得

以分析出客戶的喜好與習性，有利於店家的進銷存控管與經營管理，

透過點餐系統的協助能進一步增加店家的服務與管理品質。 

2.2.2APP 即時點餐系統 

  以智慧型手機、平板為平台的 APP 點餐系統排除了電話預訂可

能有的問題(無人接聽、忙線中)，也具備了一般點餐系統所沒有的機

動性與即時性。舊有的點餐系統實際上在點餐效率的部分並沒有比傳

統模式快，因為顧客仍然需要排隊等候且櫃員使用點餐系統替顧客點

餐需要操作時間。但，若將點餐系統發展於行動裝置平台並以 APP

的方式呈現即可解決效率問題，透過行動平台，顧客不再有排隊候餐

的困擾亦可省下櫃員的人力需求，不僅如此，結合電子型錄更能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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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避免紙本菜單的浪費。 

  使用 APP 點餐系統具備舊有點餐系統的優勢更進一步解決了劣

勢達到真正的便利性，顧客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透過行動裝置能

隨時隨地的訂購餐點或訂位，店家亦能藉此擺脫效率不彰及人力不足

的問題，進而增加服務品質、業績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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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專題研究流程共分為 4 階段，首先確立欲達成的目標與主題，

接著依據研究主題蒐集並探討相關學術文件，隨後規劃出系統所需的

功能架構並予以實作，最終將針對研究成果做評估及改善，詳細研究

流程內容將羅列於下。 

3.1.1 訂定主題 

  隨著行動裝置與無線通訊技術的普及，行動商務儼然成為主流發

展的商務模式，各大企業相繼投入行動市場的研究與開發，但目標傳

統店家缺乏數位化行銷管道導致競爭劣勢。因此我們期望能透過研究

成果幫助店家提升業績、創造行動競爭力。 

3.1.2 文獻蒐集與探討 

  研究主題確立後，本專題有了明確的目的及方向。根據需求蒐集

並分析與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與手機點餐系統，針對行動商務的優趨

勢以及行動點餐系統進行深入了解，隨後訂定出本研究系統的大綱架

構。 

3.1.3 系統架構的確立與實做 

  根據對主題的分析及探討，本研究系統實做包含了 Facebook 粉

絲專頁架設推廣、形象網站的規劃與架設、行動點餐 APP 設計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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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等三個部分。 

(1.) Facebook 粉絲專頁架設與推廣 

本研究為目標店家架設並協助推廣與管理專屬的 Facebook 粉

絲專頁，因應不同節慶協同店家執行打卡享折扣的活動，透過

社群平台具有的普遍性、關聯性等特色進行社群行銷，增進店

家曝光率與知名度。 

(2.) Wordpress 形象網站規劃與架設 

使用 Wordpress 系統建置店家形象網站，規劃出會員系統、商

品型錄、最新消息、社群分享、意見回饋等功能，提升目標店

家自我行銷的管道與能力。 

(3.) 行動點餐 APP 設計與建置 

使用Android Developer Tools做為APP點餐系統開發程式，APP

具有會員機制、電子型錄、線上即時訂購、以及訂單查詢等功

能，藉由這款 APP 即時點餐系統能協助紓緩尖峰時段的人潮，

也能讓使用者免於忍受排隊候餐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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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成果的評估與改善 

  本研究將在成果初步完成後針對形象網站與行動點餐 APP 做分

析與評估，內容包含功能的正確性、可用性、操作的便利性與直覺性

等面向，評估完成後將依據評估結果對系統不足的部分予以改善。 

3.2 研究架構 

 

研究動機

確立主題

實作流程

使用者端系統規劃 管理者端系統規劃

點餐系統實作

功能測試

系統改善

選擇架站軟體

網站設計與建置

功能評估與改善

結論與未來展望

資料庫規劃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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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限制 

  目標店家坐落於逢甲商圈內，主要銷售商品為現烤鬆餅，沒有提

供外送與冷藏宅配等消費方式，因此在與目標店家討論後，確認出本

專題研究將面臨數種限制，分別為金流面、物流面、以及會員機制三

部分。 

(1.) 金流面 

由於店家期望能提供消費者最新鮮的現做商品因此僅提供到店

取餐付款，故本研究將著重於線上點餐系統方面，有關金流面

的部份將不多做探討。 

(2.) 物流面 

有鑑於目標店家的商品性質不適用外送與冷藏宅配等物流方式，

因此本研究中手機APP點餐系統也不具備除了到店自取外其他

任何取餐方式。消費者藉由 APP 線上下訂後親自到店取餐，無

需物流服務，因此物流面亦不多加探討。 

(3.) 會員機制 

本研究點餐系統將嚴格限制使用者必須先加入會員，才能使用

點餐的功能。主要是為了方便店家的管理以及確保不會有惡意

的使用者隨意亂下訂單造成店家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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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統使用工具 

本研究因應不同的功能訴求採用相對應的工具，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採用之軟體工具 

功能需求 工具軟體 

形象網站建製 Wordpress-4.0 

APP 程式開發 Android Developer Tools 

網頁伺服器 Apache-2.2.8 

資料庫 MySQL-5.0.51b 

資料庫管理工具 phpMyAdmin-2.10.3 

照片、圖檔編輯 Xn-View 

 

3.4.1 資料庫 MySQL 

  MySQL 為一款開放原始碼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具有成本

低、體積小、速度快等特性，為因應形象網站架設系統的需求本研究

將使用 MySQL 作為資料庫管理系統。 

3.4.2 資料庫管理工具 phpMyAdmin-2.10.3 

  本研究將採用 phpMyAdmin 作為 MySQL 資料庫管理工具，以

Web-Base 的形式架構於網站主機上令管理面能夠更加簡便、快速，

同時也具有於遠端管理資料庫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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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網頁伺服器 Apache-2.2.8 

  依據 Wordpress4.0 版本的系統需求，我們選用了 Apache-2.2.8 作

為我們的網頁伺服器，Apache 是一款開放原始碼的網頁伺服器，具

有跨平台與安全性等特色。 

3.4.4 形象網站建置 Wordpress4.0 

WordPress 是一個以 PHP 和 MySQL 為平台的 open source 架站軟

體和內容管理系統(CMS)，能對應行動裝置重新排版。本研究使用

Wordpress4.0 版本替目標店家建置形象網站，其中整合了會員機制、

最新消息、商品型錄、社群分享等多樣化功能，期望增進店家自我行

銷的管道與能力。 

3.4.5APP 程式開發工具 Android Developer Tools 

行動點餐APP的撰寫採用Android Developer Tools開發者工具，

藉由這套系統實做出具有線上訂購、點餐功能的 APP，充分利用行動

裝置的便利性與及時性進而改善顧客的消費體驗。 

3.4.6 照片、圖檔編輯 Xn-View 

  實做部分需要調整大量照片、圖檔的尺寸，相較於一般繪圖軟體

只能一張張處理 Xn-View 的優勢在於它具有批次調整的功能，不僅僅

是尺寸，也能夠批次加入文字、內容調整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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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 

4.1 形象網站建置與規劃 

  在現今資訊蓬勃發展的時代，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等數位化市場

已然成為各行業重點發展的目標，而其中擁有專屬的商家形象網站更

是將企業帶入數位化的第一步。但目標店家僅具有實體店面，缺乏自

我行銷管道與能力，故本專題研究使用 WordPress 系統為目標店家建

置專屬形象網站，進而增加店家數位化行銷管道。 

4.1.1 同類形象網站網站比較 

(1)、玻爾鬆餅 Pearlwaffle 

網站內容：店家起源介紹、商品圖文型錄、近期活動、店家地理位置、  

     Facebook 粉絲專頁連結、聯絡我們。 

 

圖 4.1 玻爾鬆餅網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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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菓將鬆餅 

網站內容：店家起源簡紹、商品圖文型錄、店家地理位置。 

 

圖 4.2 菓將鬆餅網站示意圖 

(3)、一期一會 

網站內容：店家起源簡紹、商品圖文型錄、店家地理位置、聯絡我們。 

 

圖 4.3 一期一會網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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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輕‧鬆餅 

網站內容：店家起源簡紹、商品圖文型錄、Facebook 粉絲專頁連結。 

 

圖 4.4 輕‧鬆餅網站示意圖 

  將上述四種同類型的形象網站與本研究為店家建置的形象網站

相互比較功能差異後整理出表 4.1。 

網站 

功能 玻爾鬆餅 菓將鬆餅 一期一會 輕‧鬆餅 本網站 

商家介紹 ⊚ ⊚ ⊚ ⊚ ⊚ 

電子型錄 ⊚ ⊚ ⊚ ⊚ ⊚ 

會員機制 

    
⊚ 

意見回饋 

    
⊚ 

FB 粉絲團 ⊚ ⊚ 
 

⊚ ⊚ 

表 4.1 鬆餅形象網站功能比較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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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形象網站架構 

  本研究因應店家的需求在首頁的框架下建置了多種功能不同的

頁面，網站的架構如圖 4.5 所示。 

首頁

關於我們 商品型錄最新消息 聯絡我們 會員機制

歡
迎
詞

店
家
介
紹

優
惠
內
容

營
業
概
況

圖
文
介
紹

FB
粉
絲
專
頁
連
結

意
見
回
覆

店
家
位
置

 

圖 4.5 網站架構圖 

4.1.3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主要為店家的始源與簡介，可以在此處述說店家的歷史

與由來，以及主要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使顧客能在閱讀後對店家的營

業模式與內容有所了解。 

4.1.4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的功能頁提供店家一個空間能隨時更新最新的營運資

訊或是優惠內容。不僅如此，還提供顧客回應與參與討論的功能，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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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顧客對於訊息的內容有疑問能隨時提出。另，每個訊息頁面都具有

50 種以上的社群分享功能，顧客若認為優惠內容很棒，也能透過分

享功能分享給各個社群平台的朋友，進而達到社群行銷的效果。 

4.1.5 商品型錄 

  由於店家提出未來不排除有提供顧客使用網站訂購商品的想法，

因此本形象網站暫時保留了簡易的線上訂購功能，若店家未來不需要

可為其做更動、調整。店家能透過電子型錄將商品透過圖文逐一展示

於網站內，使顧客得以於線上瀏覽菜單與菜色。相較於傳統純文字菜

單，圖文電子型錄不僅更環保也更具有吸引力。 

4.1.6 聯絡我們 

  聯絡我們提供了店家的電話、地理位置、營業時間、FB 粉絲專

頁連結、與意見回覆表單等功能。而其中地理位置的部分崁入了

Google map 功能，相較於一般繪製的地圖 Google map 在使用上顯得

更為靈活、好操作。此外也提供顧客一個意見回覆表單，可以將任何

意見或訊息輸入表單內送出，系通將會自動郵寄給管理者。 

4.1.7 會員機制 

  本研究形象網站建置有會員系統。使用者在加入並登入會員後即

可參與網站內容的回應與討論，也能對商品進行星等評分與留言評論，

不僅能增進店家與顧客的互動，更能改善顧客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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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動點餐 APP 

  目標店家位於人潮密集的逢甲商圈內，每到用餐時段人潮總是倍

數成長。此時，店家不僅沒有時間執行口頭宣傳或派發 DM 等傳統行

銷手段，還須妥善安撫顧客因久候導致的煩躁情緒。為此，本研究因

應目標店家的需求建置了一套行動點餐系統，透過此系統能協助目標

店家進入行動商務市場，享有行動商務所帶來的優勢，不僅如此，更

能舒緩顧客於尖峰時段排隊候餐的困擾，進而改善顧客的消費體驗。 

4.2.1 即時點餐 APP 比較 

(1)、 MOS Order 

APP 內容：摩斯漢堡專屬點餐外送 APP。 

APP 功能：線上訂購、商品圖文型錄、外送服務、線上 Q&A、分店 

     地圖。 

 

圖 4.6 MOS Order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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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吃飯喝茶外帶外送 

APP 內容：與複數商家合作整合而成的線上訂購、外送 APP。 

APP 功能：線上訂購、商品圖文型錄、外送服務。 

 

圖 4.7 吃飯喝茶外帶外送介面 

(3)、美食快可遞 

APP 內容：介紹全台各地美食節目介紹過的店家與美食。 

APP 功能：線上訂購、商品圖文型錄、外送服務、店家地圖。 

 

圖 4.8 美食快可遞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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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上述三種同類型的 APP 與本研究為店家設計的點餐 APP 相互

比較功能差異後整理出表 4.2。 

APP 

 

功能 

MOS 

Order 

吃飯 

喝茶 

美食 

快可遞 

本 APP 

線上訂餐 ⊚ ⊚ ⊚ ⊚ 

圖文型錄 ⊚ ⊚ ⊚ ⊚ 

外送服務 ⊚ ⊚ ⊚ 
 

商家地圖 ⊚ 
 

⊚ ⊚ 

FB 專頁連

結   
⊚ ⊚ 

表 4.2 即時點餐 APP 功能比較列表 

  由於 3.3 小節研究限制中物流面的部分有提到，目標店家的商品

性質並不適用外送與冷藏宅配等物流方式，本專題行動點餐 APP 也

不具備除了到店自取外的其他任何取餐方式。因此，本專題行動點餐

APP 將著重於點餐功能的研究，外送及物流層面將不多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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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行動點餐系統架構 

  本研究為目標店家規劃的行動點餐 APP 具備會員機制、電子型

錄、即時訂餐系統等功能。系統採用會員機制不僅能增進顧客關係管

理能力，更能進一步規避不當的使用者利用此系統隨意下訂單造成店

家困擾，圖 4.9 即為行動點餐系統架構圖。 

 

圖 4.9 行動點餐系統架構圖 

  有鑑於目標店家的鬆餅皆為現烤現做，因此訂單系統設計成會告

知消費者需於一段作業時間後再到店取餐。顧客無需於擁擠的店門口

駐足候餐，不僅能節省顧客的時間也能舒緩店家的壓力，期望能進一

步改善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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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行動點餐系統操作流程 

  使用者將 APP 裝妥於行動裝置後需先加入或登入會員，隨後即

可透過電子型錄進行餐點的瀏覽與訂購。系統將會提醒消費者於一段

作業時間後再到店取餐，點餐流程參照圖 4.10。 

 

圖 4.10 行動點餐系統操作流程圖 

4.3 資料庫架構 

  本節將針對系統資料庫的部分做詳細說明，包含了會員資料表、

訂單資料表、訂單明細資料表、鬆餅資料表以及系統 ER-Model 圖，

分別介紹各表單的內容與資料型別，再藉由 ER-Model 圖探討彼此間

的關聯性。 

 

  

餐點訂購 訂單處理 

DB 

會員登入 完成訂購 

告知取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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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資料表說明 

表 4.3 會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member_id 會員編號 Varchar 20 NO PK 

member_email 會員 e-mail Varchar 50 NO  

member_name 會員姓名 Varchar 10 NO  

member_telephone 會員電話 Varchar 20 NO  

member_password 會員密碼 Varchar 20 NO  

  表 4.3 即為會員資料表，藉此記錄下會員的編號、密碼以及姓名、

電話、e-mail 等資訊。其中，我們以會員的編號做為主鍵(PK)去關聯

至訂單資料表。 

表 4.4 訂單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order_id 訂單編號 Int 4 NO PK 

member_id 會員編號 Varchar 20 NO FK 

order_time 訂單時間 DateTime  NO 自動產生 

isGetOrder 取餐狀況 tinyint 1 NO 自動產生 



26 
 

  表 4.4 為訂單資料表，包含了訂單編號、訂單時間、會員編號、

與取餐狀況 4 個欄位。我們以訂單編號做為主鍵(PK)，而會員編號則

為會員資料表的主鍵，在此做為外來鍵(FK)。 

表 4.5 鬆餅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pancake_number 鬆餅 ID Int 2 NO PK 

pancake_name 鬆餅名稱 Varchar 50 NO  

pancake_price 鬆餅價格 Int 3 NO  

  表 4.5 為鬆餅資料表，表中紀錄了鬆餅的 ID、名稱、及價格，我

們以鬆餅 ID 作為本資料表的主鍵(PK)。 

表 4.6 訂單明細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order sub_id 訂單明細編號 Int 5 NO PK 

order_id 訂單編號 Int 4 NO FK 

pancake_number 鬆餅 ID Int 2 NO  

pancake_total 數量小計 Int 4 NO  

  表 4.6 為訂單明細資料表，這張表紀錄了顧客使用行動點餐 APP

所訂購的詳細餐點內容、數量、及數量小計，其中訂單編號作為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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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的主鍵(PK)，在此表作為外來鍵(FK)，並以訂單明細編號作為

本資料表的主鍵(PK)。 

4.3.2 系統 ER-Model 圖 

 

圖 4.11 系統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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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者介面說明 

5.1 形象網站介面 

  本專題研究為協助目標店家拓展知名度與曝光率為其建置了專

屬的形象網站，而網站的內容與功能也是因應了店家的需求進行規劃

與建置。 

  本形象網站除了具有關於我們、聯絡我們等讓消費者能初步了解

以及認識店家的基本內容外，也提供了店家能隨時更新最新消息的功

能，並進一步整合了網站的會員系統，使本網站的會員們能夠針對店

家發布的活動、消息進行提問及討論，店家能即時處理顧客的問題並

了解到顧客的需求，在增進店家與顧客互動頻率的同時，也進一步提

升了店家的顧客關係管理的能力。 

  此外，本網站也藉由商品型錄的功能讓店家能展示出商品的照片

或影片，並能藉由文字敘述出該項商品的成分與口感，大量的照片輔

以文字說明使消費者能更加安心和放心。而同樣的，商品型錄也整合

了網站的會員系統，會員能於每項商品的頁面為商品評分並留下感想，

此舉不僅能讓後續的消費者對於該項商品有更客觀、更多元的想法，

於店家的角度，也能了解到商品的優點與缺點，對商品進行改善，去

蕪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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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店家提出未來不排除有提供顧客使用網站訂購商品的想法，

因此本形象網站目前也整合電子型錄建置了簡單的線上訂購功能，未

來若是店家有此需求，只需要簡單的設定後即可使用。 

5.1.1 首頁 

  開啟形象網站首頁，使用者需於瀏覽器的網址列鍵入形象網站網

址 http://funmuffin.lionfree.net/後進行搜尋即可導入首頁頁面，如圖 5.1

所示。首頁預設頁面即為關於我們，其中包含了一張店家示意圖以及

簡短的文字介紹，讓第一次來訪的使用者能夠在第一時間內對目標店

家的性質與販售商品有初步的認識。 

 

圖 5.1 形象網站首頁(Top) 

http://funmuffin.lionfre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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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圖 5.2 中可以看到首頁底部提供了簡易的會員操作介面、特

價商品推薦、以及本頁 QR Code，值得一提的是頁面中的分享按鈕幾

乎遍布於網站中的各個頁面，使用者隨時能將自己想分享的商品、最

新消息、或是網站本身等內容透過超過 50 種社群分享途徑分享給好

友。 

 

圖 5.2 形象網站首頁(Bottom) 

5.1.2 最新消息 

  點選位於圖 5.3 上方紅框處選單列中的最新消息即可進入店家發

佈新訊息或活動的頁面。在此頁面內，店家能發佈營業資訊、最新商

品、節慶活動等多樣化資訊，而使用者也能如圖 5.3 下方紅框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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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該項訊息進行提問與討論。但為了方便店家的管理，必須具有網

站會員的身分才能參與回復與討論。而若是暫時不打算加入會員卻又

有所疑問的使用者也不必擔心，在聯絡我們的頁面中也提供了寄匿名

信給店家的功能。 

 

圖 5.3 最新消息 

5.1.3 商品型錄 

  點選位於圖 5.4 上方紅框處選單列中的商品型錄即可進入店家展

示各式商品的電子型錄頁面。在此頁面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商品的價格

以及是否處於特價中，此外，本瀏覽頁面也提供了排序功能，使用者

能依據自己的需求分別以熱銷度、商品評分、上架時間、以及價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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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作排序，在尋找或篩選商品時更加便利。因應店家未來需求，目前

暫時保留有線上訂購的功能，店家能依據自身需求做設定。 

 

圖 5.4 商品型錄(Outside) 

  使用者在點選了欲察看的商品後即會進入到該項商品的詳細資

訊頁面，如圖 5.5 所示。店家能於此放出商品的照片並加以說明成分

及口感，讓使用者對商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使用者也能透過

頁面底端的分享功能將喜歡的商品分享給社群平台內的好友。不僅如

此，每項商品都提供有評論功能，點選圖 5.5 上方紅框處隨即會導向

評論頁面，如圖 5.6 所示。在評論頁面中，能看見每一位使用者對於

商品的星等評分以及評語，讓其餘尚未品嘗過該項商品的使用者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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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更多元的了解。 

 

圖 5.5 商品型錄(Inside) 

 

圖 5.6 商品型錄(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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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聯絡我們 

  點選位於圖 5.7 上方紅框處選單列中的聯絡我們即可進入包含有

店家地理位置、連絡電話、服務時間、FB 粉絲專頁連結等店家資訊

的頁面。而店家地理位置除了用文字敘述之外，也嵌入了動態 google 

map。使用者能隨意拖放、放大縮小檢視，相較於傳統固定式地圖能

讓使用者更加容易辨識出店家位置。 

 

圖 5.7 聯絡我們(Top) 

  聯絡我們的頁面下方設置有讓使用者能發送匿名信給店家的功

能，如圖 5.8 紅框處所示。這項功能並不要求使用者的身分，即使使

用者並非本網站的會員也同樣能夠使用這項功能寄發匿名信，提供一

些尚未加入會員卻對網站內容有疑問的使用者、亦或是不願意於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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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提問討論的使用者一個提問的管道。 

 

圖 5.8 聯絡我們(Bottom) 

  而這項功能經測試後也十分正常，店家能夠確實的收到訂單如圖

5.9 所示。 

 

圖 5.9 聯絡我們(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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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會員系統 

  本網站會員登入頁面位於每個頁面的左下角處，如圖 5.10 所示。

若使用者本身已加入網站會員，則於欄位內輸入帳號密碼以及簡易的

驗證機制後點選 Log In 登入即可，但若使用者尚不具有會員身分欲

加入本站會員的話，請點選圖 5.10 下方紅框處的 Register 註冊按鈕。 

 

圖 5.10 會員系統 

  在點選了 Register 註冊按鈕後會導向圖 5.11 的會員註冊頁面。需

要依序填入使用者的帳號、性別、行動電話、電子郵件、密碼等五項

內容。值得一提的是，使用者必須填妥這五個欄位不得空白，否則系

統將會警示、提醒使用者輸入，如圖 5.12 上方紅框處所示。此外，

本網站會員註冊系統也具備了密碼強度測試功能，會依據使用者輸入

密碼的字數及複雜度去判斷密碼的強度，如圖 5.12 下方紅框處所示。

在資料都填妥無誤後按下送出鈕即可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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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會員系統(Register01) 

 

圖 5.12 會員系統(Register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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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者成功創立會員並登入網站後，於頁面上方選單列點選會

員資料即可進入編輯會員資料的頁面。在此，點選頁面右上角的鉛筆

符號即可對使用者的會員資料進行設定、編輯，如圖 5.13 所示。 

 

圖 5.13 會員系統(Registe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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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動點餐 APP 介面 

  位於逢甲夜市內的目標店家原先並不具有任何數位化行銷管道

與能力，以往只能使用叫賣、派發傳單等較為傳統的行銷手法，不僅

勞心勞力效果也不顯著。此外，店家占地較狹小無法提供顧客內用的

空間，顧客往往只能於店家前駐足排隊候餐，每到尖峰時段，店家不

僅在忙碌之餘需撥空安撫顧客因排隊久候的不滿情緒，更有可能損失

一些不願排隊而放棄購買的隱性消費者。 

  有鑑於此，本專題研究為增進店家競爭力與改善顧客消費體驗，

為其建置了便利的行動點餐 APP，其中除了包含有店家基本資訊、社

群粉絲專頁連結等能讓使用者了解店家位置與營業時間的功能外，更

具備了即時餐點訂購的功能。藉此，顧客無需被限制於店家處定點排

隊點餐、候餐，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彈性、多元化的點餐流程。顧客於

行動裝置上裝妥本研究的點餐 APP 後，即可透過 APP 內建的電子型

錄瀏覽商品，值得一提的是，欲藉由 APP 進行餐點訂購的顧客必須

具有會員的資格，此舉不僅能方便店家的管理，也得以規避不當使用

者隨意下訂單。此外，顧客只需於註冊會員時填寫一次個人資料，爾

後使用無需重複填寫訂單資料，只需登入會員即可，期望能帶給顧客

更人性化的操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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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行動點餐 APP 首頁 

  圖 5.14 即為本專題研究行動點餐 APP 的首頁示意圖，以下皆以

電腦執行模擬器程式模擬手機環境操作 APP，由圖 5.14 中可以看出

本行動點餐 APP 包含有店家資訊、社群粉絲專頁連結、行動點餐、

以及會員機制等 4 項主要功能。 

 

圖 5.14 行動點餐 APP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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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APP 店家資訊 

  使用者按下圖 5.14 中的店家資訊按鈕頁面會切換至如圖 5.15 的

畫面，在店家資訊的頁面中提供了店家的地址並輔以地理位置圖，方

便使用者的查找，此外也提供了店家的營業時段供顧客參考。按下

Back 鍵即可返回首頁。 

 

圖 5.15 APP 店家資訊 

5.2.3 APP 社群粉絲專頁連結 

  使用者可藉由圖 5.14 首頁中的社群粉絲專頁按鈕拜訪本研究為

店家於 Facebook 平台建置的粉絲專頁，按下按鈕後便會啟動行動裝

置的瀏覽器進入粉絲專頁，如圖 5.16 所示。藉此，店家可配合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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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折扣的活動來鼓勵使用者點讚、打卡與好友分享，增進店家的曝光

率。 

 

圖 5.16 APP 社群粉絲專頁連結 

5.2.4 APP 會員機制 

  使用者點選圖 5.14 首頁中的行動會員按鈕即可進入會員專區頁

面，如圖 5.17 所示。使用者欲註冊會員需依序填入帳號、密碼、姓

名、電話、E-mail 等個人資料，填妥後點選右下角的註冊按鈕會出現 

與伺服器連線的訊息如圖 5.18 中左側的訊息視窗，若順利完成註冊

則會出現如圖中間註冊成功的訊息視窗，而若註冊失敗，則會出現位

於右側的錯誤訊息視窗，按下確定後重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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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APP 會員機制(Form) 

 

圖 5.18 APP 會員機制(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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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在順利完成會員註冊後即可進行會員的登入，登入畫面如

圖 5.19 左側所示。使用者於對應欄位中輸入帳號與密碼後按下登入

鈕即會出現如圖右側的登入中訊息視窗。 

 

圖 5.19 APP 會員機制(Login) 

5.2.5 APP 行動點餐系統 

  使用者由圖 5.14 首頁中的點餐資訊按鈕進入可瀏覽與點餐的電

子型錄頁面，如圖 5.20 所示。於頁面下方設有點餐、會員登入、回

首頁、以及訂單查詢等四個功能按鈕，若是使用者尚未登入會員，則

點選我要點餐按鈕後會出現如圖 5.21 左側的提醒登入訊息視窗，若

已登入會員的使用者在點選後則會進入到右側的訂單填寫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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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APP 點餐系統 

 

圖 5.21 APP 點餐系統(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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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 5.21 右側的訂單填寫介面中，使用者須先於頁面頂端的下

拉式清單中選擇欲訂購的商品，選擇後下方會顯示出該項商品的單價，

接著輸入該項商品欲訂購的數量後按下訂餐按鈕，則頁面下方會顯示

出訂購商品的種類、數量、及金額小計，使用者若還要選購其他商品

則再重複以上的訂購動作即可，新選購的商品資料同樣會出現於頁面

下方以供確認。在使用者確認訂單無誤後，即可按下送出訂單按鈕完

成這筆訂單。 

 

圖 5.22 APP 點餐系統(Info) 

  在使用者成功送出訂單後，即可點選圖 5.20 中的訂單查詢按鈕，

點擊後畫面會跳轉至如圖 5.22 左側的所有訂單頁面。在這個頁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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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得以查看自己訂購的訂單明細，依據相對應的訂單編號點選後

方的明細按鈕，即會導向圖 5.22 右側的訂單明細頁面，於此，不僅

能確認自己所訂購商品的金額、類別、與數量，更能從預定時間中看

出使用者需於何時至店家處付款並領取餐點。 

 

 

圖 5.23 APP 點餐錯誤(From) 

如圖 5.23 所示，使用者如果在非營業時間點取餐點，將會有錯誤畫

面回報，系統也會同時貼心為使用者顯是店家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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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在本專題研究的流程中我們發現到，現今的商業行為大多都已往

資訊化、數位化的面向發展，而近幾年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

裝置的普及更把商業的通路與行為由舊有的電子商務推往以行動平

台為主的行動商務。大多數企業和商家無論規模與性質，大多俱備有

能拓展線上購物通路的電子商務網站或增進曝光率與知名度的形象

網站。面臨行動商務的興起，也紛紛投入到商用 APP 的開發期望能

增進自身的行銷市場與競爭力。 

  有鑑於於此，本專題研究為改善目標店家缺乏自我行銷管道與能

力的劣勢，為目標店家建置出能增進自我行銷能力的形象網站並輔以

Facebook 社群網站經營，藉此觸及更加廣泛的隱性消費者並進一步加

強顧客關係管理能力。為使目標店家得以有效拓展行銷通路並增進競

爭力，本研究為店家建置了以 Android 系統為平台的行動點餐 APP。

在擁擠的逢甲夜市裡，透過 APP，顧客無須駐足於店家處候餐，不僅

能改善顧客的消費體驗，也得以進一步增進顧客的消費意願。 

  本專題研究成果仰賴於指導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組員們的通力

配合，期望藉由形象網站的自我行銷管道以及行動點餐 APP 的便利

性與彈性，增進目標店家的自我行銷能力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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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來展望 

  本專題研究成果至此尚未十分完善，仍有需要加強及改善的部分。  

後續研究可以考慮將行動點餐 APP 的會員資料與形象網站的會員資

料做整合，使得已於形象網站創辦會員的使用者在使用行動點餐 APP

時無須再註冊新帳號，反之亦然。此外，無論是形象網站抑或是行動

點餐 APP，在創立帳號的方式上除了傳統的手動註冊外也能加入使用

Facebook、Google+等社群網站帳號登入的方式，透過整合會員資料

以及多元的登入方式理應能帶給使用者更人性化的操作體驗。 

  最後，本研究行動點餐 APP 尚有安全性考量有待解決。為此，

未來研究能嘗試實作出手機簡訊認證功能，確保使用者是真有其人，

降低惡意使用者隨意下訂單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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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店家後臺管理說明書 

(1.) 形象網站後臺管理說明 

  在此小節將說明如何針對 Fun 輕鬆鬆餅屋形象網站的內容及功

能做調整與管理。其中包含了頁面內容的更改、最新消息的更新、商

品的新增、以及會員資料的檢視與修改等內容。 

(1.1) 後臺管理者登入 

  想要對網站內容做管理及更動首先必須以管理者的身分登入網

站，請於頁面左下角的會員登入介面輸入管理者的帳號、密碼，如圖

B1.1 所示。輸入完成後點選紅框處中的 Log in 登入按鈕即可完成管

理者登入。 

 

圖 B1.1 管理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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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網站版面與外觀設定 

  在以管理者的身分登入網站後，頁面將會自行跳轉至後台管理介

面，此時點選圖 B1.2 中左側藍框處外觀選項下的佈景主題按鈕，頁

面將會轉至圖 B1.2 右側的畫面，而若要新增佈景主題只需要點選畫

面上方紅框處的新增鈕，隨即會開啟主題下載頁面，而編輯主題的話

請點選圖中紅框處的自訂按鈕。 

 

圖 B1.2 版面與外觀設定(01) 

  點選自訂鈕後畫面將跳轉至如圖 B1.3 的頁面，左側選單羅列出

所有可進行設定及修改的項目，從網站的標題標語、首頁圖片、背景

圖片等項目都能在此做設定及更動，而畫面右側則提供了即時預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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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所有管理者做的更動都會在畫面右側即時顯示出來。設定完後

按下紅色儲存鈕即可，若是要取消變更則按下左上角的 X 鈕。 

 

圖 B1.3 版面與外觀設定(02) 

(1.3) 頁面內容設定 

  若要管理頁面內容，請點選圖 B1.4 後台介面左側藍框處中，頁

面選項下的全部頁面按鈕，點選後將會轉至圖 B1.4 右側的畫面。 

 

圖 B1.4 頁面內容設定(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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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頁面關於我們來舉例，請管理者點選圖 B1.4 右側紅框處

中的編輯按鈕。頁面開啟後如圖 B1.5。在此頁面管理者能編輯頁面

的名稱及內容，圖中左上角紅框處新增媒體按鈕能將影音圖檔等媒體

插入頁面中，此外也具有文字編輯、設定超連結等功能，完成編輯後

請點選畫面右側紅框處中的更新按鈕即可完成更動。 

 

圖 B1.5 頁面內容設定(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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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新消息更新 

  本形象網站提供管理者一個能即時更新最新消息與活動的功能，

具體更新流程如圖 B1.6 所示。首先管理者需點選圖 B1.6 後台介面左

側藍框處中，文章選項下的新增文章按鈕，點選後將會導向圖中的編

輯文章介面。而就如同編輯一般頁面一樣，在輸入完文章標題與內容

後同樣的也能插入各種影音圖檔等媒體來豐富文章。撰寫完成後請先

勾選圖中右下角紅框處中的最新消息分類，再點選發表即可完成最新

消息的更新。 

 

圖 B1.6 最新消息更新 

(1.5) 商品型錄更新 

  本網站建置有展示商品的電子型錄，若管理者要管理現有的商品，

請點選圖 B1.7 後台介面左側藍框處中，商品選項下的商品按鈕，若

是要新增商品則選擇新增商品按鈕。由於新增商品較為複雜因此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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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解說，首先，點擊新增商品按鈕後畫面會跳轉至圖 B1.7 右側的頁

面，先在上方輸入商品的名稱，接著，在下方輸入商品頁面裡的內容，

可以包含照片影片、文字介紹、解說等內容。 

 

圖 B1.7 商品型錄更新(01) 

  隨後，在頁面下方有一個供管理者輸入商品金額的表單，如圖

B1.8 所示。左側選擇紅框處中的 General，右側 Regular Price 即為商

品的原價，Sale Price 則為售價，依管理者需求填入即可。 

 

圖 B1.8 商品型錄更新(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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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本設定都完成後，請注意到圖 B1.9 三個紅框處的部分，這

三個項目都在畫面的右側，由下而上解說分別是最下方的按鈕，其功

能為建立一個商品的畫廊，倘若該項商品有許多照片要分享能夠考慮

此功能。中間紅框處則是為商品選擇一個分類，在完成編輯前要記得

做勾選。最上方紅框中的更新按鈕，即為管理者完成編輯後點選。 

 

圖 B1.9 商品型錄更新(03) 



57 
 

  在以上步驟皆完成後，即可順利完成商品的編輯與新增。 

(1.6) 會員資料管理 

  管理者若需要檢視與管理會員的資料，請點選圖 B1.10 後台介面

左側藍框處中，帳號選項下的全部帳號，畫面會轉至圖 B1.10 右側的

頁面。在這個頁面中能清楚看到現階段網站擁有多少名會員以及會員

的基本資料。若是要查看或編輯詳細的會員資訊，請把滑鼠移至想要

查看的會員上，接著點選圖中紅框處的編輯選項。 

 

圖 B1.10 會員資料管理(01) 

  點選編輯選項後，會進入到記有詳細會員資料的頁面，如圖 B1.11

所示。在此不僅能檢視會員資料，更能協助會員做設定與編輯，此外，

若是會員遺忘了密碼，也能在確認其身分後於此為其修改新密碼。 



58 
 

 

圖 B1.11 會員資料管理(02) 

(2.) 行動點餐 APP 後臺訂單管理說明 

  在這個小節，將針對如何管理顧客藉由行動點餐 APP 下的定單

做說明。由於本專題研究面臨時間上的限制，因此尚未完成店家後台

訂單管理系統，因此，店家需要藉由檢視並操作資料庫的方式去管理

顧客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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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PP 商品更新 

  管理者在更新行動點餐 APP 的商品資料時，需先藉由 php My 

Admin 這款資料庫管理工具登入資料庫，帳號與密碼皆為：admin。

在登入完成後便能開始更新與管理商品。首先請點選圖 B1.12 左側紅

框處的 pancake 鬆餅資料表，接著畫面右側會羅列出所有的商品種類

與資料，能藉由編輯、複製、與刪除等按鈕對現有商品資料做更新，

也能藉由畫面上方的新增按鈕新增商品，在新增時注意到欄位

pancake_number 要填商品編號、pancake_name 填入商品名稱、

pancake_price 則要填的是商品的價格。 

 

圖 B1.12APP 商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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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PP 會員資料管理 

  管理者在檢視與管理會員資料時，請先點選圖 B1.13 中左側的

member 會員資料表。接著在頁面右側會看到許多現有的會員資料，

如圖 B1.13 所示。在此，同樣能藉由編輯、複製、與刪除等按鈕對現

有的會員資料做管理，也能藉由上方紅框處中的新增按鈕手動建立新

的使用者，而在會員資料表中，member_id 代表的是會員的帳號、

member_password 指的是會員的密碼、member_name 則是會員的名稱、

member_email 紀錄了會員的電子郵件信箱、member_telephone 代表會

員的聯絡電話。 

 

圖 B1.13 APP 會員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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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PP 訂單管理 

  管理者在檢視與管理訂單資料時，請先點選圖 B1.14 中左側的

order 訂單資料表。接著在頁面右側會看到許多現有的訂單資料，如

圖 B1.14 所示。同樣的，管理者能藉由編輯、複製、與刪除等按鈕對

現有的訂單資料做管理。在察看的時候注意到，order_id 指的是訂單

的編號、member_id 是訂購的會員、order_time 是訂購的時間，值得

一題的是，isGetOrder 這個欄位指的是該筆訂單已取餐與否，顯示 0

為尚未取餐、顯示 1 則為已取餐。 

 

圖 B1.14 APP 訂單管理(01) 

  而要知道該會員究竟訂購了哪些鬆餅、數量有多少，要使用圖

B1.14 中 order 訂單資料表的 order_id 去圖 B1.15 order details 訂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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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資料表中查找。舉例來說，我想知道圖 B1.14 中訂單編號 9 的詳細

訂單內容，那就將 order_id：9 帶到圖 B1.15 中查找，我們會發現第

一列同樣 order_id 也是 9 的訂單明細，接著能藉由這張表看出他訂了

商品編號 2 號的商品 5 個，而要知道編號 2 號的商品是什麼則必須到

圖 B1.12 中的鬆餅資料表去找，得出 2 號是巧克力鬆餅。在關聯式的

查找後我們知道了 9 號訂單於 3 月 31 日下午 5 點 04 分訂購了巧克力

鬆餅五份。 

 

圖 B1.15 APP 訂單管理(02) 

 

  



63 
 

 

  此圖為本專題研究由擬定階段起至第二次口試止，期間各項工作

的規劃進度以及目前進度時程甘特圖。 

 

專題時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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