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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燈光音響在早期都是透過口碑行銷來達到宣傳的效果，在台灣

燈光音響算是傳統行業，隨著時間流逝，競爭也越來越大，假設沒

有比較好的宣傳方式，一個月沒有接到幾場案子，而這行業的消費

者模式主要的都是 B2B（企業對企業），因此可以透過建立 B2B 電

子商務網站達到宣傳公司的效果。由於網際網路的盛行，網路已成

為大眾的習慣，鑑於現今許多公司均已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作為客戶

瀏覽整個公司運作模式的媒介，且透過網站上的 MYSQL 資料庫系

統，收錄客戶線上登記的聯絡方式與方式，再由專人去聯繫客戶，

這樣下來可減少客戶等待時間，提升公司的績效。 

目前星潮燈光音響有限公司是以 FACEBOOK 的方式來提供訊

息給客戶，鑒於前述因素，故接受公司委託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以增

加曝光率，在規畫時，我們設定了下列幾項常見功能，最新消息、

活動資訊、活動花絮、活動優惠、關於我們等。 

另外我們將做出套餐模式增加消費者的吸引以及比價系統讓消

費者有比較的空間。 

希望透過專題製作，藉由網際網路的便利來幫該公司完成網路

之建置並提高知名度。 

關鍵字：網站架設、星潮燈光音響、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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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隨著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的發展趨於成熟，網路已成為人

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根據資策會統計，在整體網際網路用戶

數方面，截至 2014年 3月底止，將各種商用網際網路連線方式用戶

數經過加權運算，並加上學術網路（TANet）用戶數，扣除低用度

用戶、一人多帳號與多人一帳號等重複值後，2014 年第 4 季我國經

常上網人口，為 1,100 萬人（如圖 1.1 所示）。而整體商用網際網路

帳號總數為 2,562萬（如圖 1.2所示）。 

 

圖 1.1歷年我國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20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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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歷年我國商用網際網路總數 

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2014/11）[2] 

資策會產業情報中心（MIC）表示，2014 年台灣電子商務產值

（包括 B2C 及 C2C），可望從 2012 年所預估的 6,605 億元，上修到

8,796 億元，年成長率可達 16%，2015 年時，電子商務產業產值可

望突破兆元，成為下個兆元產業。（圖 1.3） 

 

圖 1.3歷年我國電子商務產值成長情況 

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20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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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資料分析，可看出未來電子商務的發展只會逐年升高，

並且使用網路的普及率越來越高，所以目前建置電子商務網站是有

益無害的。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傳統行業漸漸被網路行銷所

取代，本研究將以「星潮燈光音響公司」為主題建置一電子商務網

站，主要是因為目前該公司是以傳統行銷方式與客戶做聯繫，然而

傳統行銷方式能傳達到的距離、對象、效能有限有鑑於此，本研究

就著重於將傳統行銷方式轉至網路行銷，以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作為

一個起點，主要是因為電子商務網站可聯結資料庫系統，不僅可以

清楚記載大量會員資料，並可以全天候與各地消費者接觸，如此可

以節省店面的開銷，同時也為燈光音響這傳統行業擴展一條無國界

的行銷管道，而架設電子商務網站絕對是傳統行業 E 化必經途徑。

目前各種行業也注重客製化，在人與人的互動，也能知道消費者對

於商品的偏好，在網路資訊快速傳播的時代中，利用網路已經成為

這種行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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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在音響公司四處林立的情況下，網路行銷也要隨著消費者偏好

去做改變，在以往做這一行的幾乎都是要到處是找客戶，很少是客

戶主動來找他們，隨者臉書的發展，音響公司也開始在社群裡面建

立起粉絲專頁，但效果還是有限的，因為客戶沒辦法去做到比價，

也只能從圖片中看到一些表面的東西卻無法更深入去了解公司之間

的差別，所以我們希望架設一個電子商務網頁，網頁內容可以提供

估價單功能也就是說客人給預算，我們可以立刻給客戶知道他可以

用到那些器材，而這些器材也都會列出它的呈現效果，同時開闢討

論版，讓公司可以跟消費者做到一個良性的溝通，讓客戶可以跟主

動的來聯繫公司達到雙方互利的目標。 

1. 建置一個電子商務網站讓公司跟顧客有更多的互動並提升公司形

象。 

2. 建置一個估價系統讓顧客馬上知道租用的器材、建置相簿讓顧客

了解公司施工品質，藉此提升公司形象。 

3. 建置一個套餐模式，利用套餐模式增加消費者消費動機，並且取

得高利潤。 

4. 建置一套網站會員系統，凡是加入會員才能夠進行估價的行為，

希望藉此能夠與客戶間有進一步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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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為八個階段 

1.確定專題主題: 透過組員與指導老師討論後確定主題名稱與專題製

作方向、目標。 

2.研究目的與動機:藉由跟公司的洽談，根據本專題主題及方向，以

擬定研究目的與動機。 

3.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根據研究目的與動機，蒐集相關資料，並加

以分析統整。 

4.系統規劃:根據資料蒐集，透過組員以及公司討論後，擬定出網站

基本架構及功能。 

5.網站建置:建置出符合業者與使用者使用的網站，能夠清楚的傳達

公司資訊，並使用MYSQL建立公司之資料庫。 

6.系統測試:經由指導老師及公司使用後，討論需增加的功能或需修

改的功能。 

7.成果報告:網站完成後，經由指導老師以及系上口試委員，給予意

見以及書面需修改之地方。 

8.專題完成:由指導老師及口試委員，確認網站功能，並確定書面資

料無誤之後，專題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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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電子商務定義 

凡是透過網際網路進行電子交易的活動都算是電子商務，是傳

統商業活動各環節的電子化、網路化。簡單來說，電子商務就是網

際網路加上商務[4]。透過電子商務的七流達到縮短交易時間及交易

成本進而滿足消費者與公司兩方的需求。根據 Chaffey et al 在西元

2000 年提出對於電子商務有狹義及廣義的解釋，在狹義的電子商務

為：利用 Internet從事商務或活動；而廣義的電子商務指的是：使用

各種電子工具從事商務或活動[5]。 

學者對電子商務之定義與觀點，可知電子商務之本質是商務，

對於傳統產業或新興產業都得接收電子商務帶來的衝擊，給予企業、

消費者、社會帶來更多效益，新市場上買方有更多的選擇、更好的

價格及流程簡單明瞭，也為賣方帶來豐富之客戶來源。 

 

2.1.1電子商務的特性 

  根據劉文良[6]提出電子商務有以下 8點特性： 

1.全年全天無休： 

透過網路伺服器的運作，可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全年性、全時性

服務，減少時間與空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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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市場： 

網路可跨過國界的限制，增加全球性行銷與交易。 

3.個人化需求： 

利用網路，企業可提供滿足客戶個人化需求的服務。 

4.成本低廉具競爭性： 

透過網路可縮短銷售通路、降低營運成本，提供較低廉的價格

給客戶。 

5.創新性的商業機會與價值： 

可開發傳統形式外的商品及服務，商品及服務內容不必固定，

可隨需求彈性變更。 

6.快速有效的互動： 

透過網路可即時處理及回應、過程及進度查詢、意見反映及問

題諮詢等功能，可縮短整體交易的流程及時間。 

7.多媒體資訊： 

透過多媒體技術、可使商品以及交易資訊等有更豐富的內容及

展現方式。 

8.使用方便且選擇性多： 

個人電腦及網路已成為共通的介面，上網容易方便，且網路市

場不斷擴大、消費者選擇的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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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電子商務七流 

透過電子化的角度，可將電子商務分為七個流，其中包括 4 個

主要流（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及 3 個次要流（人才流、服

務流、設計流）該公司主要運用到的分別為，商流、物流、金流跟

服務流[7]。 

電子商務七流在公司上息息相關，主要運用了商流、物流，以

及次要的人才流、設計流。 

1. 商流： 

資產所有權的轉移，亦即商品由製造商、物流中心、零售商到

消費者的所有權轉移過程。例如：星潮燈光音響網站平台主要提供

影音設備租借服務給顧客，因此當契約到期後，顧客就必須歸還。 

2. 物流： 

是一種物品的實體流通的作業活動，透過管理程序，進而創造

其附加價值，重視顧客服務，增加顧客價值，並以顧客為導向做決

策。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如由原料轉換成完成品，最終送到

消費者手中之實體物品流動的過程。例子：在該公司與客戶之間的

營運過程，會利用公務車運送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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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流： 

指電子商務中錢或帳的流通過程，亦即因為資產所有權的移動

而造成的金錢或帳務的移動。例如：該公司由於辦完活動後，主辦

單位通常都需要一至兩個月的流程才會有金錢下來，所以該公司都

會有一筆周轉金，來付公司人事物的費用。另外網站會提供租借價

格諮詢、套餐價格服務。 

4. 資訊流： 

指能夠讓顧客查詢到想要的產品，以及了解產品的注意事項、

各項資訊交換、經營決策與管理分析等。例子：該公司會發包給其

他相同燈光音響公司，藉此分享資訊。網站有建置最新消息與公司

簡介，方便客戶掌握公司近期的活動資訊。 

5. 人才流： 

人才流主要重點在培訓網際網路暨電子商務，以及在公司維修

技巧的作業員，以滿足現今電子商務熱潮的人力資源需求。例子：

由於本行業需要非常用心、耐心來學習，加上老一輩專業人士也漸

漸退休，而且燈光音響行業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一直都非

常缺人。網站未來預計建置經驗分享專區，以方便相關的公司交流、

分享工作經驗，以及如何培訓新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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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務流： 

服務流重點在將多種服務順暢地連接在一起，使分散的、斷斷

續續的網路服務變成連續的服務。例子：如果活動主辦單位有額外

提出需求，例如：舞台與 TRUSS結構，該公司會連絡其他在專門做

此工程公司來協助。網站預計建置留言板與 FB 粉絲專業，方便客

戶作業上的方便與意見交流。 

7. 設計流： 

設計流的重點有二。一是針對 B2B 的協同商務設計（強調企業

間設計資訊的分享與共用）；一是針對 B2C 的商務網站設計（強調

顧客介面的友善性與個人化）。星潮燈光音響公司主要以客戶需求跟

場地的地形來規劃器材架設，並製作出 3D 立體圖形，供客戶參考。 

 

2.2網路行銷定義 

Hanson 認為網路行銷就是利用資訊科技與資訊系統，配合經濟

模式、商業活動及企業管理，來達成行銷的活動。因此，網路行銷

強調的是資訊科技、商業模式及行銷方法的結合，發展出新的行銷

架構，進而拓展至各種不同的市場，達到行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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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網路行銷之 4C 

本研究分析了公司內部網路行銷之 4C，針對顧客族群的經驗、

關係、溝通以及社群，電子商務網站給予人與人之間信用與服務，

甚至能夠與供應商有兩好的往來，希望能透過此商務網站建立顧客

族群。網路行銷 4C分別為： 

1. 顧客需求（Customer Needs）： 

徹底瞭解顧客喜好與感受，進行經驗評估，稽核，設計及執行

等管理經驗工作，隨著顧客得需求與慾望的改變，不斷調整，修正

企業提供的體驗，該公司與顧客最開始接觸到結束，以及售後服務。 

2. 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 

是指透過流程及相關技術與不同來源顧客互動，溝通與管理，

加以整合，提供顧客量身訂做的服務，並增加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

度，提供顧客服務品質，來達成企業經營目的的效益。本網站將利

用套餐的方式提供給顧客選擇，進而針對不同顧客提供不同的服務

和產品。 

3. 溝通（Communication）： 

透過顧客喜歡的管道溝通，以公司服務所提供的各種服務與需

求，來諮詢與回應服務顧客，與公司的聯絡方式隨著日新月異，手

機通訊、網路…等，皆可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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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群（Community）： 

透過網路連結與溝通，並具有共同興趣或需求的一群人，隨著

社群發展，許多公司會在電子商務網站附加 FB連結，或是 LINE群

組。本網站將建立臉書的粉絲專頁，透過此專頁來分享公司資訊。 

 

2.4SWOT分析 

優勢 

1. 方便快捷，服務優勢增加: 客戶可直接使用網站了解公司之服務項

目。 

2. 設備器材資訊一目了然: 經網站架設後、客戶可直接使用電腦連至

網站了解公司設備器材資訊。 

3. 縮短作業流程、時間:因可直接在網路上觀看器材資訊不用在跑到

公司詢問，因而能所短作業流程以及時間。 

4.系統使用方便、快速上手:網站使以客戶以及公司需求開發出來的，

所以系統使用方便、快速上手。 

劣勢 

1. 初期知名度低: 因為初期還沒有完善的宣傳，所以知名度比起相對

經營久的網站相比相對會有弱勢，所以需要透過與每一位客戶建

立起的口碑慢慢經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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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誠信制度尚未完善: 因為初期還未能夠與客戶有完善的接觸，所

以在誠信方面客戶還不是很清楚，需利用活動的相關照片及公司

辦理的活動經驗來跟客戶們建立起信用。 

3. 初次經營會有不可預期狀況發生: 網站上的經營比起其他經營久的

來說，有可能會有很多的不熟悉，因此有可能會無法做到讓客戶

們滿意的服務。 

4.初期器材照片不夠完整、資料較少: 初期資金不足，出租器材較少。 

初期的器材因為還需要整理後才方便上傳照片，相對的對於客戶來

說資料上會比較有所不完整。 

機會 

1. 電子商務模式，銷售通路無國界: 原本的通路只有在實體，這是透過網站的

便利性，創造了不限地域性的可能性，北部的客戶、南部的客戶也都可以

透過網站看見公司。 

2. 與整合行銷公司合作，創造出雙贏模式: 讓一些整合行銷的公司透

過網站彼此了解後能有互相合作的機會。 

3.一般時下年輕人追求時尚、流行風格: 現階段的年輕人使用網路較

為普及，所以也透過網站能夠有多的商機，讓學生、年青群組的客

源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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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 

1. 其他大型公司競爭: 因為公司初期網站沒有其他大型公司經營久的

網站來的更為人知，所以應避免與其他公司的競爭，慢慢建立起

公司網站的口碑。 

2. 同行設備器材威脅: 音響公司在臺灣有很多間，相對的器材的削價

競爭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則應該在網站上多利用留言板與客戶

互動，增加客戶對公司的形象。 

3. 無法實際測試設備品質，導致客戶租借意願降低: 因為器材客戶

無法直接透過網站觀看，所以會在最新活動上面放上公司器材的

使用狀況及影片，增加客戶租借意願。 

4. 網路技術帶來資安問題: 資安是網站最容易碰到的威脅，所以在

定期的時間我們需要一點一點的增加後臺的管理以免碰到此相關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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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 SWOT分析，本研究將音響網站 SWOT分析情況詳細說

明如表 2.1所示。 

表 2.1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方便快捷，服務優勢增加。 

2.設備器材資訊一目了然。 

3.縮短作業流程、時間。 

4.系統使用方便、快速上手。 

1.初期知名度低。 

2.誠信制度尚未完善。 

3.初次經營會有不可預期狀況發

生。 

4.初期器才照片不夠完善，資料

較少。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電子商務模式，銷售通路無國

界。 

2.與整合行銷公司合作，創造出

雙贏模式。 

3.一般時下年輕人追求時尚、流

行風格。 

1.其他大型公司競爭。 

2.同行設備器材威脅。 

3.無法實際測試設備品質，導致

客戶租借意願降低。 

4.網路技術帶來資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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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本章節將介紹 4個小節：研究對象、可行性分析、研究工具，

系統需求，透過四項的分析與研究，來建置一個屬於星潮燈光音響

有限公司的電子商務網站。 

 

3.1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星潮燈光音響有限公司，由於該公司燈光音響屬

於傳統行業，經本小組與公司負責任討論過後，了解該公司目前狀

況與未來願景，建置一個符合該公司需求的電子商務網站。 

 

3.2可行性分析 

3.2.1法律可行性 

 

本研究所使用之相關物品圖片及公司資料皆為星潮燈光音響有

限公司提供，網站內容則由本小組設計及製作，書面內容所使用到

各種書籍、網路資料皆有標明參考文獻出處，所以並不會牽涉相關

法律問題。 

3.2.2經濟可行性 

本研究協助星潮燈光音響有限公司建置一個電子商務網站，本

研究中所用到的軟體是由學校所提供，所以可將研究費用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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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操作可行性 

 

本研究協助星潮燈光音響有限公司建置電子商務網站，經小組

收集相關資料、比較功能分析之後，結合所學並使用相關專業軟體，

並透過以星潮燈光音響有限公司的合作，了解相關燈光音響的相關

事宜，以進行網站功能開發與建置。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 Dreamweaver CS6結合MySQL、Flsash、PhotsShop等

軟體，以 ASP.NET程式作系統建置，並將蒐集來的相關網頁功能分

析後，來設計公司所需要的網頁功能。 

3.3.1 Adobe Flash CS6 

 

適用於製作動畫、網頁、遊戲等等，是效能十分強大的多媒體

開發工具。Flash 內建 ActionScript 程式語言，也擁有能製作電子賀

卡及電子相簿的功能 ActionScript也提供程式碼片段來幫助製作者編

輯動畫的程式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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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Adobe PhotsShop CS6 

 

設計者可針對平面設計、版面編排、網頁設計等，進行豐富的

內容設計，是一套擁有多功能的影像編輯軟體。讓使用者可以針對

個人工作重點，選擇設計、繪畫、動態等等工作環境[9]。 

 

3.3.3 Adobe Dreamweaver CS6 

 

Dreamweaver 網頁設計軟體提供了一套直覺式的視覺化介面，

供使用者超文件標示語言（HTML）編輯軟體，內建各種強化功能，

可支援 ASP、PHP、Java Script 等程式語言[10]。 

 

3.3.4 ASP.NET4.0 

 

ASP.NET是由微軟在 NET.Framework所提供，開發 Web應用程

式的類別庫，封裝在 System.Web.dll 檔案中，顯露出 System.Web 命

名空間，並提供 ASP.NET 網頁處理、擴充以及 HTTP 通道的應用程

式與通訊處理等工作，以及 Web Server的基礎架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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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資料庫系統 MYSQL 

 

MySQL 是一個 SQL 關聯式資料庫，由於執行效能與穩定性高，

操作簡易所以使用者眾多。SQL 是一種標準化的語言，使儲存、更

新和存取資訊更容易。也提供網頁式的操作管理畫面，讓使用者簡

單易學，方便管理[12]。 

3.4系統需求 

本專題在建置網站使用的系統配備，伺服器端資訊及使用者端

資訊，詳細配備如下表 

1.伺服器端需求 

表 3.1 為本專題伺服器端需求資訊，包含 Dreamweaver 版本、

PHP版本、MYSQL版本、作業系統、處理器以及記憶體需求。 

表 3.1伺服器端需求 

項目 伺服器端需求 

Dreamweaver版本 CS6 

PHP版本 5.2.6 

MYSQL版本 5.0.51b 

作業系統 Windows 7 64位元 

處理器 AMD A6-5400K APU 

記憶體 4GB 

硬碟 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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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者端需求 

表 3.2 為此用者端需求資訊，包含作業系統、處理器、記憶體、

硬碟容量需求。 

表 3.2使用者端需求 

項目 使用者端需求 

作業系統 Windows 7 

處理器 Intel Croe 2 T7500 

記憶體（RAM） 4GB 

硬碟容量 16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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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研究音響公司網頁優缺比較 

1.炬光音響有限公司 

炬光音響有限公司(如圖 4.1)提供器材租賃及專業音控師現場操

作指導，創造極佳效果，並且有高評價。 

 

圖 4.1炬光音響有限公司[13] 

優點：此網頁讓消費者在一開始不知道如何消費時可以比照廠商所

提供的器材方便去做選擇。 

缺點：因為沒有把器材的清單放進去，會使的消費者不明確內容物

反而減少消費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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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佳企業有限公司 

具佳企業有限公司(如圖 4.2)集結了眾多人才，使公司擁有豐富

知識與經驗，在業界中擁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圖 4.2俱佳企業有限公司[14] 

優點：告訴客戶作業流程，較容易在一開始有共識 

缺點：雖有作業上的流程，但實際互動性不是很高，如果可以再多 

接合一些動畫去與消費者互動會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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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限演出音響工程 

無限演出音響工(如圖 4.3)程注重員工工作態度，器材皆使用專

業演唱會級音響設備，以專業、創新、服務的態度來為大家呈現最

悅耳的音響效果。 

 

圖 4.3無限演出工程[15] 

優點：有器材的規格可以讓客戶感覺到公司專業度，如果有比較了 

解硬體的消費者也方便去找到想要的器材。 

缺點：因為消費者多半有些是不了解器材的優與劣，如果可以多一 

些影片去介紹器材會使的消費者更加有消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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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穩立舞台音響有限公司 

穩立舞台音響有限公司(如圖 4.4)貼心的為客戶設計一個具彩排、

錄音等多功能的場地－馬可練團室，讓大家真實感受到音樂的震撼

力。 

 

圖 4.4穩力舞台音響有限公司[16] 

優點：附圖式的流程，可以讓客戶更加了解工作流程，也會比較能

使消費者對作業流程感到安心。 

缺點：如有相關的影片可以加入網頁裡面，讓消費者可以透過視覺 

去理解以便增加消費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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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舞動娛樂音響有限公司 

舞動娛樂音響有限公司(如圖 4.5)專辦各類校園活動市場，及重

量級藝人個人演唱會，前身又擁有舞台燈光音響硬體工程技術等專

業，使舞動打造專業核心優勢。 

 

圖 4.5舞動娛樂音響有限公司[17] 

優點：首頁以播放公司舉辦活動相片並使用 GIF 來顯示，具吸引力。 

缺點：活動照片透過 GIF 確實吸引到消費者，但其他的資訊如:作業

的流程、消費的方式不夠的詳細，會使消費者只看到表面但卻跟實

際會有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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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百歌音響有限公司 

百歌音響有限公司(如圖 4.6)一步一腳印的經營三十餘年，從小

型表演節目到大型活動企劃累積無數豐富的現場經驗，百歌也是南

部歷史最悠久的燈光音響公司。 

 

圖 4.6百歌音響有限公司[18] 

優點：有 GOOGLE地圖讓客戶明確知道公司位置。 

缺點：硬體設備的內容沒很完整、活動照片也不完善，會讓消費者

不清楚公司承辦活動的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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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各公司網站功能比較 

綜合以上介紹的六個網站，製作出下列功能比較表。 

表 4.1各相關公司網站功能比較表 

公司 

功能 
炬光 俱佳 無限 穩力 舞動 百歌 

最新消息       

公司簡介       

器材清單       

套餐系統       

估價系統       

活動資訊       

活動花絮       

會員系統       

公司地址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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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網站系統架構 

如表 4.1 所示，因此我們常見到的不外乎有最新消息、公司簡

介、公司地址與聯絡我們，另外網站跟其他網站不同的是有增加額

外的四個功能分別為，會員系統、估價系統、以及套餐系統，如下

圖所示： 

 

圖 4.7網站系統架構圖 

 

根據與星潮的訪談及接觸，我們瞭解公司主要的需求在於提高

公司知名度並增加新的客戶群。為了協助公司達成需求，我們依照

公司的需求，規劃之網站架構如上圖 4.7 所示，其中「公司簡介」、

「活動消息」、「器材資訊」的目標在於讓客戶更了解公司相關的資

訊，「線上諮詢」、「會員系統」、「討論區」、「服務項目」之功能，目

的在於方便客戶及潛在客戶群更了解公司之服務內容，以增加商機。 

首頁 

公司 

簡介 

活動 

消息 

器材 

資訊 

服務 

項目 

活動 

花絮 

線上 

諮詢 

會員 

登入 

估價 

系統 

套餐 

系統 

討論區 

FB粉

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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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網站流程 

4.4.1會員註冊 

進入會員登入畫面時，會員可以直接註冊申請帳號密碼。 

會員註冊步驟：依照圖 4.8的流程，一開始進入到會員登入畫面，

點選下方的馬上申請會員即可直接進入。接下來輸入你/妳想要的帳

號、密碼，如有相同帳號，系統便會直接驗證是否有此帳號，如有

此帳號，則會直接顯示錯誤，請從新輸入帳號密碼。輸入後，系統

會判斷格式是否正確，錯誤則無法繼續下一個步驟。註冊成功後，

則會跳回登入畫面，即可直接登入。 

 

 

 

 

 

 

 

 

 

 

 

圖 4.8會員登入流程圖 

申請會員 

輸入會員

資料 

判斷

格式 

是否

正確 點選送出按鈕 

成功加入會員 

結束 資料

庫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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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會員登入 

如有會員，可直接登入。 

會員登入步驟:如圖 4.9所示:一開始進入到會員登入畫面，輸入帳號

密碼，正確直接進到下一個步驟，不正確請重新輸入帳號密碼。之

後登入會員畫面。 

 

 

 

 

 

 

 

 

 

 

 

 

 

 

 

圖 4.9會員登入流程圖 

 

登入會員 

輸入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 

是否正確 

成功登入 

結束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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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估價系統 

估價系統步驟:如圖 4.10所示，首先進入估價系統頁面，而後登入會

員，開始點選所需的器材，點選完之後確認器材數量是否正確，如

數量點選錯誤則重新點選。確認數量無誤後點擊送出，資料會藉由

系統存入資料庫。 

 

 

 

 

 

 

 

 

 

 

 

 

 

 

圖 4.10估價系統流程圖 

是 

否 

是 

開始 

帳號密碼 

是否正確 

點選器材 

會員登入 

確認數量 

是否正確 

新增資料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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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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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留言板 

進入頁面後，可直接觀看留言版內容，使用者可利用留言版，

與公司互動。 

留言版使用步驟：如圖 4.11所示，可直接在留言版上留言，如不留

言可直接觀看。傳送留言內容，則會直接在留言版上顯示。結束。 

 

 

 

 

 

 

 

 

 

 

 

 

 

圖 4.11言板流程圖 

是 

否 

開始 

是否留言 

填寫內容 

觀看內容 

新增留言 

結束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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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後台登入管理流程圖 

進入頁面後，管理者可利用後台系統，可直接修改網站內容。 

後台登入使用步驟：如圖 4.12所示，進入管理者頁面，輸入帳號密

碼正確則續執行，否則重新輸入，選擇所需要修改之系統，完成修

改的動作。 

 

 

 

 

 

 

 

 

 

 

 

 

 

 

 

 

 

圖 4.12後台登入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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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資料庫 

4.5.1會員資料明細表 

表 4.2為會員資料表，主要為公司記錄客戶的相關資料，其中

包含會員編號、帳號、密碼、姓名、地址、電話、信箱。 

表 4.2會員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a_id int(11) 否 
 

會員編號 

a_account varchar(15) 否 NULL 會員帳號 

a_pass varchar(15) 否 NULL 會員密碼 

a_name varchar(20) 否 NULL 會員姓名 

a_address varchar(60) 是 NULL 會員地址 

a_phone varchar(15) 是 NULL 會員電話 

a_mail varchar(20) 是 NULL 會員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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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留言板資料明細表 

表 4.3為留言板資料表，主要為使用者與公司進行溝通，以提

升互動性。討論區資料表包含，留言版編號、留言者姓名、內容、

日期、以及管理者回覆。 

表 4.3留言板資料明細表 

 

4.5.3活動消息資料明細表 

表 4.4為活動消息資料表，主要為公司發佈活動訊息，讓客戶

知道公司的相關活動，活動消息資料表包含，活動編號、標題、內

容以及發表日期。 

表 4.4活動消息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n_id int(5) 否  活動編號 

n_title varchar(50) 否 NULL 活動標題 

n_test text 否 NULL 活動內容 

n_date date 否 NULL 發表日期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t_id int(11) 否 
 

留言編號 

t_name varchar(20) 否 NULL 留言者姓名 

t_rext varchar(34) 否 NULL 留言內容 

t_date date 否 NULL 留言日期 

t_re varchar(34) 是 NULL 管理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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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器材類別資料明細表 

表 4.5為器材類別資料表，其中包含類別編號以及類別名稱。 

表 4.5器材類別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s_product_ps_id int(11) 否  類別編號 

s_product_ps varchar(15) 是 NULL 類別名稱 

 

4.5.5器材資料明細表 

表 4.6為器材類別資料表，其中包含器材名稱、類別、單價、

說明、以及器材圖片。 

表 4.6器材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pro_id int(11) 否  器材編號 

s_product vrchar(25) 否 NULL 器材名稱 

s_ps vrchar(30) 否 NULL 器材類別 

s_money vrchar(5) 否 NULL 器材單價 

s-text vrchar(250) 是 NULL 器材說明 

s_file vrchar(15) 否 NULL 器材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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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估價系統資料明細表 

表 4.7為估價系統資料明細表，主要用於讓客戶點選自己所需

的器材，並自動顯示出小計價錢、總計。估價系統明細表包含，估

架編號、估價者帳號、產品名稱、單價、數量。 

表 4.7估價系統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s_id int(11) 否  估價編號 

a_account vrchar(10) 否 NULL 估價者帳號 

s_product vrchar(25) 否 NULL 產品名稱 

s_money vrchar(5) 否 NULL 單價 

sale_num vrchar(20) 是 NULL 數量 

 

4.5.6相簿新增資料明細表 

表 4.8為相簿資料明細表，包含相簿編號、名稱、備註。 

表 4.8 相簿新增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pro_id int(11) 否  相簿編號 

photos_name vchar(50) 否 NULL 相簿名稱 

s_text vchar(50) 是 NULL 相簿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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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照片新增資料明細表 

表 4.9為照片新增資料明細表，主要用於讓使用者觀看公司辦

過活動的照片，資料表包含照片編號、相簿編號、圖片、建立日期、

以及照片名稱。 

表 4.9照片新增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ph_id int(11) 否  照片編號 

ph_accid int(11) 否 NULL 相簿編號 

ph_file varchar(50) 否 NULL 圖片 

ph_date date 是 NULL 建立日期 

ph_name varchar(100) 是 NULL 照片名稱 

 

4.5.8管理者資料明細表 

表 4.10為管理者資料明細表，主要用於管理網站資料，資料表

包含，管理者帳號、密碼。 

表 4.10管理者資料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sys_account varchar(10) 否 NULL 管理者帳號 

sys_pass varchar(10) 否 NULL 管理者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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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R-MODEL圖 

藉由此圖 4.12所示，說明管理者、使用者與系統之間的關聯。 

 

圖 4.12ER-MODEL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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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網站功能介紹 

5.1前台功能介紹 

5.1.1首頁 

圖 5.1為星潮燈光音響首頁，使用者可在此可看到公司簡介，

以及公司地址，負責人連絡電話。 

 

圖 5.1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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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活動消息 

圖 5.2為星潮燈光音響活動消息畫面，使用者可以透過此頁面

看到星潮所有近期的活動。 

圖 5.2活動消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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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器材資訊 

圖 5.3為星潮燈光音響器材資訊畫面，使用者在此頁面可以看

到所有分類項目底下的器材清單。 

 
圖 5.3器材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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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服務項目 

圖 5.4為星潮燈光音響服務項目畫面，服務項目包含套餐系統

跟估價系統兩部分。 

 

圖 5.4服務項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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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估價系統頁面 

圖 5.5為星潮燈光音響估價系統之畫面，使用之前必須先登入

會員，登入完成之後，點選所需之器材數量，送出之後，會傳送到

後台，以方便管理者聯絡客戶。 

 

圖 5.5估價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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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活動花絮 

圖 5.6為星潮燈光音響活動花絮畫面，使用者可依日期點選想

看之相簿，該照片下面會有照片說明。 

 

圖 5.6活動花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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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線上諮詢 

圖 5.7為星潮燈光音響線上諮詢畫面，留言板主要提供管理者

與使用者做為訊息交流之場所，使用者也可提出相關疑問與分享心

得。粉絲專業則會直接連到星潮的 FB粉絲專業 

 

圖 5.7線上諮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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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會員註冊 

圖 5.8為會員註冊頁面，使用者可從首頁選取會員登入，進入

後點選會員註冊進入資料填寫畫面，使用者需填入個人資料並輸入

正確的驗證碼，系統會自行判定帳號是否已人註冊，並確認驗證碼，

如皆無誤即可成為本站會員。 

 

圖 5.8會員註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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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後台管理系統 

5.2.1管理者登入 

圖 5.9為管理者登入畫面，必須輸入正確帳號密碼，否則則須

重新輸入，直到正確為止。 

 

圖 5.9管理者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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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管理者使用畫面 

管理者登入成功後，即看見後台畫面(如圖 5.10所示)，可依管

理者需求，進行修改、刪除、查詢之管理。 

 
圖 5.10管理者使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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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管理者修改畫面 

管理者點選需管理的功能進入管理區後(如圖 5.11所示)，可依

需求進行新增或相關編輯動作，如器材編輯或刪除。 

 
圖 5.11管理者修改畫面 



52 

第六章、結論 

近年來網路的普及化，使得消費型態改變，實體商品從一般店

面進到網路世界裡面，促使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許多的公司企業

紛紛開始轉入電子商務模式，以發掘更多的潛在顧客，提升公司績

效。本研究將建置「星潮燈光音響網站」之電子商務網站，主要是

因為目前該公司只有 FB粉絲專業，因此相關的器材介紹跟活動資

訊明顯的不足，且該公司大部分都是透過客戶口耳相傳的方式，以

進行擴展客源。 

然而，我們在比較同業的網站後發現許多的同業已透過網站推

廣商業。故本研究設計規劃商業服務平台以及後台管理系統，能提

供公司相關資訊以及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為目標，綜合上述，本研究

期望可以達到協助公司達到以下: 

1.方便客戶得到公司的相關資訊 

2.透過網站行銷方式，使業者更具有經濟效益。 

3.透過網站建置會員系統、估價系統，以減少內部作業流程，  更方

便業者管理。 

4.透過網站的即時性、豐富性、互動性，可隨時得知公司資訊，以

及服務內容，進而提升公司新客戶族群、形象、曝光率以及增加新

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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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網站提供 FB粉絲專業連結，本研究希望結合電子商務跟

社群網頁，讓更多人知道星潮燈光音響，最後我們期望透過一個完

整的網站架構，作為相關業者與管理者在行銷與經營上之參考 

本研究因為建置網站花上許多的時間，若再上學期就先讓網站

雛形先出來並且在實習的時候開始做器材的清點，會使的網站上的

內容更加的完善，若可以希望未來要做相關網頁的學者可以多花更

多的時間在前置的時間，免得網頁建置上遇上困難時，資料來不及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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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星潮燈光音響訪談表 

訪談主旨：網站的建置 訪談人：陳峻偉 

會議時間：103/9/10  訪談地點：星潮燈光音響公司 

訪談紀錄人:黃政銘  

訪談內容: 

問題一: 

因為貴公司目前的網頁只有 FB的粉絲專頁，不知道學長對於網

站上有甚麼特別的建議嗎？ 

回答一: 

希望能有一個專門介紹公司的網頁，有公司的簡介及活動的一

些消息還有器材的介紹等… 

問題二: 

因為現在普遍的網頁都有剛上訴的那些功能，我們有一些的想

法讓提出:我們希望可以建置套餐的系統及估價的系統以增加消

費者的消費動機，不知道您覺得如何 ? 

回答二: 

如果網頁做的出來當然是 OK的，如果要再談內容的話可以再詳

談。 

問題三: 

我們會將貴公司的粉絲專頁連結放到網頁上，也會建置「會員

系統」、「討論區」希望能與消費者更加有互動: 

回答三: 

沒太多的問題，就照你們的想法去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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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訂定題目 黃政銘、王中盈、陳昱翔、朱世煜 

書面製作 黃政銘、王中盈、陳昱翔、朱世煜 

資料收集與文獻整理 王中盈、黃政銘 

系統規劃 黃政銘 

系統建置 陳昱翔、朱世煜 

PPT製作 王中盈 

系統測試 黃政銘、王中盈、陳昱翔、朱世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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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甘特圖 

 

年月份 

 

 

 

 

工作項目 

103

年 

3 

月 

103

年 

4 

月 

103

年 

5 

月 

103

年 

6 

月 

103

年 

7 

月 

103

年 

8 

月 

103

年 

9 

月 

103

年 

10 

月 

103

年 

11 

月 

103

年 

12 

月 

103

年 

1 

月 

103

年 

2 

月 

103

年 

3 

月 

104

年 

4 

月 

104

年 

5 

月 

訂定題目                

資料收集                

系統規劃                

系統建置                

系統測試                

書面製作                

預期進度 

實際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