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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網成了現在人的生活習慣。可見網際網路對現代人的影響力之

大，所以有不少業主，在網路上架設企業網站，宣傳自家企業。 

本研究的是以大鳥摩哆機車行為例，建立一個企業網站。 

大鳥摩哆車行創立於2010年，至今已累積許多機車修護跟改裝的

經驗也與宏佳騰機車簽約為總經銷，也有經營進口重車的維修，所以

我們小組的目的，建立一個大鳥摩哆的商務網站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公

司的各項機車修護服務，藉此能為更多的客戶服務。架設網站的用意

不是單方面增加客戶對公司的認知，同時也能讓有需求的客戶主動瀏

覽詢問，達到雙方互動交流。所以在企業網站的架設上，不只提供公

司的最新改裝資訊，還提供了留言版、工作項目和新產品功能，讓客

戶可以輕鬆瀏覽到公司相關訊息。 

希望透過此專題製作，為公司建立合適的企業網站，讓客戶能夠

更了解公司各種服務跟,最新資訊，來幫助擴張客源，提升能見度並為

企業與客戶雙方提供良好的資訊平台，也為業者創造出更高的利益。 

關鍵字：商務網站、大鳥摩哆、機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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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現今電腦手機，網際網路的普及，取得各方面資訊的便利性也隨

長，發傳單上電視打廣告等手法，在現今不論能見度，還是便利性都

比上網路。而大多數人取得資訊的方式也都是使用網際網路。 

資訊傳播的速度快，跟網際網路的便利性，來進行宣傳，來達到

降低宣傳成本的支出與提高能見度創造公司的網路品牌形象。而我們

小組決定協助大鳥摩哆企業社製作出一個宣傳網站，其中深探機車修

護機車改裝的工作性質與服務的項目，並透過版留言版，針對每一個

顧客的問題進行回答，有助於大鳥摩哆企業社顧客互動。 

透過網站能夠使顧客群了解關於大鳥摩哆車行的相關資訊，也能

讓顧客更了解大鳥摩哆企業社裡面服務的項目有哪些。 

整個網站的形象主要偏向簡單明瞭的企業網站，好操作讓顧客一

次上手，網際網路無所不在，而透過網際網路的網站，來大量的替企

業網站宣傳、曝光，進而建立起該企業的網路品牌形象，為我們專題

小組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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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網際網路快速的發展，使得大多數的人都擁有電腦手機，而使用

網際網路的人口也是逐年增加，2004 年臉書(facebook)，當年網路使用

人口數為 8 億。到了 2013 年 10 月，7 年內臉書會員超過 8 億。 

Yahoo 購物中心 2004 年成立，至今每年營業額超過 100 億。自 2004

年至 2013 年，9 年間的寬頻上網人數成長率達到 60.4%，行動上網人

數達成率則達到 197.5%。[1] 

我們選擇網際網路作為行銷的平台，讓更多的人認識大鳥摩多企

業社的工作內容，創造出公司的品牌與形象，將客源從地區擴展到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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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網路人口成長分析圖[1]      

 

1.2 研究動機 

網路的普及化，傳統宣傳不再只是宣傳的唯一管道，網際網路形

成現代最主流的宣傳手法，由圖 1.1 的經常上網人口成長圖可證明，

使用網路的人口每年都有在上升，因此架設企業網站可讓更多人透過

網路瀏覽公司服務內容，也降低許多宣傳成本。大鳥摩哆機車行設立

於民國九十九年，在機車修護與車輛買賣，到一百零三年已經累積許

多經驗也跟宏佳騰機車簽署總經銷，也跟 kawasaki，suzuki，honda，

ducati 重車，等等合作成為經銷，以有長時間經驗累積。 

所以想藉由建立企業網站，接近一般的客戶大眾，使一般客戶也

能了解到公司服務的項目，進而開發新客戶，使客群不僅於地區族群，

能為全台更多的客戶服務，達到提升公司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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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專題是以建置企業網站為主題，經過討論過後，本小組協助大

鳥摩哆機車行架設網站，在網站裡建置vip會員登入系統、以及留言版，

提供企業與顧客間的互動資訊的交流，提升公司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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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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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 [2] 

電子商務將傳統的商業活動搬到網際網路上來進行。利用網際網

路進行購買、銷售與服務等等行為，其功能主要在於降低成本、減低

產品的生命週期，及增加服務品質。 

電子商務的特性：  

1. 全年全天無休：  

2. 全球化市場  

3. 個人化需求  

4. 成本低廉具競爭性  

5. 創新性的商業機會與價值  

6. 快速有效的互動  

7. 多媒體資訊  

8. 使用方便且選擇性多 

2.2 電子商務類型 

電子商務類型模式是指電子化企業如何運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

來經營企業的方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87%E8%A8%8A%E7%A7%91%E6%8A%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9A%9B%E7%B6%B2%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8%90%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8%9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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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B2B 企業對企業 

B2B 主要是針對企業內部以及企業（B）與上下游協力廠商（B）

之間的資訊整合，並在網際網路上進行的企業與企業間交易。藉由企

業內部網（Intranet）建構資訊流通的基礎，及外部網路（Extranet）結

合產業的上中下游廠商，達到供應鏈（SCM）的整合。因此透過 B2B

的商業模式，不僅可以簡化企業內部資訊流通的成本，更可使企業與

企業之間的交易流程更快速、更減少成本的耗損。 

 

2.2.2 B2C 企業對客戶 

B2C 就是企業透過網路銷售產品或服務給個人消費者。企業廠商

直接將產品或服務推上網路，並提供充足資訊與便利的介面吸引消費

者選購，這也是目前一般最常見的作業方式，例如網路購物、證券公

司網路下單作業、一般網站的資料查詢作業等等，都是屬於企業直接

接觸顧客的作業方式。目前可成以下四種經營的模式： 

(1) 入口網站（Portal）: ex. Yahoo! 

(2) 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ies）:虛擬社群的著眼點都在顧客

的需求上，有三個特質－專注於買方消費者而非賣方、良好的

信任關係、創新與風險承擔。 

(3) 交易聚合（Transaction Aggregators）:電子商務即是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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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廣告網路（Advertising Network） 

2.2.3 C2B 消費者對企業 

C2B 模式更具革命性，它將商品的主導權和先發權，由廠商身上

交給了消費者。傳統的經濟學概念認為針對一個產品的需求越高，價

格就會越高，但由消費者因議題或需要形成的社群，透過社群的集體

議價或開發社群需求，只要越多消費者購買同一個商品，購買的效率

就越高，價格就越低，這就是 C2B 的主要特徵。C2B 的模式，強調用

「匯聚需求（demand aggregator）」，取代傳統「匯聚供應商」的購物中

心型態，被視為是一種接近完美的交易型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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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子商務五流 

2.3.1 金流 

消費者付款給網路商店的收款機制；目前以採用信用卡、預付卡、

劃撥、轉帳或貨到付款為主 

2.3.2 物流 

商品由網路商店運送、轉移到消費者的方式； 除了使用資訊流傳

遞的虛擬數位商品外，目前多由郵局、快遞送貨到府，或到超商、郵

局自行取貨。 

 

2.3.3 資訊流  

電子商務的前端介面，也就是網 路商店的網站及其購物、瀏灠等

訊息服務；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ASP 協助架設網站及開店軟體，並連通

金、物流等，網路開店者只需鍵入商品資訊、價格即可。 

 

2.3.4 商流  

電子商務的後端，網路商店實體商品的管理及品牌、商標的建立；

與傳統的商務模式類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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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傳統行銷與網路行銷 

2.4.1 傳統行銷與網路行銷的差異 

網際網路行銷是一種互動性行銷，其透過網際網路之應用，提供

顧客相關產品與服務的資訊， 以維持顧客並促進與顧客間的關係，我

們選了一間同業的車行來做比較，大都會車業，目前還是使用傳統的

行銷手法，  以下是大都會車行的傳統行銷，與大鳥摩哆網路行銷之

間的比較表。  

 

 

  



11 

表 2.1 行傳統行銷與行網路行銷之比較表[3] 

   比較車行 

 

 比較項目 

  傳統行銷 

 大都會車業 

       網路行銷 

     大鳥摩哆車業 

Segmentation 

市場區隔 
區隔複雜。 網路族區隔明確。 

Targeting 

選擇目標市場 
目標複雜。 

1. 對利基市場強化其互動性

及社群性。 

2. 有助於一對一行銷的理

念。 

Positioning 

市場定位 
定位複雜。 

1. 產品定位更清楚，回饋也

更明確。 

2. 有助發展大量顧客化產

品。 

3. 適合個人化服務性產品。 

Products 

產品 

修費性產品為市

場主流。 

1. 增加軟體才如資料性、軟

體性、服務性、媒體性、非實

體性產品的銷售機會。 

 

Price 價格受到中間商 1. 無關稅、降低中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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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車行 

 

 比較項目 

  傳統行銷 

 大都會車業 

       網路行銷 

     大鳥摩哆車業 

定價 及關稅相當影響。 降低行銷成本、價格彈性化。 

Place 

配銷 

空間成本高，包括

租金、通路空間費

用。 

虛擬化、無空間、無租金、低

成本、全球化、虛擬通路、無

倉儲、無庫存。 

Promotion 

推廣 

偏重單向行銷，傳

播成本極高。 

1. 雙向互動。 

2. 可提高充分的銷售資訊、

兼顧迅速及資訊完整性、24 

小時多向互動行銷，成本低。 

3. 全球化及跨國活動成本

低。 

Branding 

品牌 

品牌價值已普遍

受到重視，但仍因

產品種類而有差

別。 

1. 虛擬世界非實體特性，強

化了品牌價值的重要性。 

2. 網站介面設計水準與品牌

形象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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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企業網站的種類 

企業在評估過網路經營的優劣勢後，接著便是分析網路行銷的目

的，因為擁有明確的目的才能設計出合適的網站，以達到預期的行銷

目標。 

(1) 實際銷售產品  

透過網路行銷所具有的特性，將實體產品與虛擬產品放置於網站

中，提供良好的線上產品的資訊檢索與搜尋、方便的付款機制、良好

的物流系統，使顧客能夠方便的得到產品。  

(2) 提供客戶服務  

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來提高顧客的滿意度，以維持舊有顧客的忠

誠度，以過去的作法是設立客服部，透過電話接線員或業務來提供服

務的支援，而利用這種作法通常需要花費巨額的成本，效果也不一定

很好。藉由建置網站，來提供留言版、電子郵件等等的服務，讓顧客

能夠隨時隨地查詢服務，使客服的效率提高，又能夠節省人力成本。  

(3) 提高企業形象  

這類的網站內容會包含企業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產品型錄、

最新動態等等資訊，以提高瀏覽者對企業的認識，再透過網際網路散

播到全台各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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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3.1 可行性分析 

有許多傳統企業，走進時下都是透過網路曝光，而大鳥摩多企業

網站的架設，經過架設網站前的評估，還有許多同行的經驗分享，網

站架設是可以做到宣傳大鳥摩多企業社的效果，技術跟成本開銷也都

是一般企業可以負擔的。 

 

 

3.2 應用軟體 

由於網站架設越來越普及，剛開始用較輕易上手 ECSHOP 網路物

車軟體，ECSHOP 網店系統是一套免費開源的網路商店軟體，無論在

穩定性、代碼優化、運行效率、負載能力、安全等級、功能可操控性

和權限嚴密性等方面都居國內外同類產品領先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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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軟體介紹表 

開發軟體 

ECSHOP網商店路購物車軟體 

ECSHOP 是一套免費的購物車軟體，透過各種新技術，讓您不論在商

品管理上還是商品促銷上，都有著其他購物車軟體比不上的彈性及效率

ECSHOP 網路商店系統可免費下載、免費使用、免費升級，無使用時間與

功能限制。 

 

 

 

表 3.2 網路雲端虛擬主機介紹表 

                         獅子的虛擬主機 

 

獅子的虛擬主機是設立在台灣，提供免費的虛擬空間給使用者架設

網站，還提供網伺服器給使用者架設網路，不僅空間穩定，無廣告，不

隨便亂砍帳號，也沒有隱藏的付費項目，讓使用者可以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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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網站架構規劃 

 

 

4.1 網站架構 

與大鳥摩多企業社的訪談及接觸，我們瞭解大鳥摩多企業社的需

求在提高公司知名度並加強與潛在客戶的宣傳管道。 

為了協助大鳥摩多企業社需求，規劃之網站架構如圖 4.1 所示其中

「關於我們」、「聯絡方式」及「會員登入」、「留言版」、之功能，在於

幫助並提供潛在客戶與公司聯絡的管道。  

圖 4.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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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流程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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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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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想要的用戶名、E-mail密碼，

確認密碼,手機….如有相同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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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跳回用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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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註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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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留言板 

進入首頁後，點選留言板按鈕可直接觀看留言版內容，使用者可利

用留言版，與公司互動。 

圖4.3 留言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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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ER-model  

圖 4.4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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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資料庫 

會員資料表包含:會員編號，信箱、名稱、密碼、性別、生日、手機、

等資料如圖。 

表 4.1 會員資料表 

欄位 類型 說明 
Null 

備註 

user_id mediumint(8)  
會員編號 是 (主鍵) 

email varchar(60) 
會員信箱 否 

 

user_name varchar(60) 
會員名稱 否 

 

password varchar(32) 
會員密碼 否 

 

sex tinyint(1)  
性別 否 

 

birthday date 
生日 否 

 

mobile_phone varchar(20) 
會員手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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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資料表:商品貨號、商品編號、商品名稱、商品簡要、商品價格

等。 

 

表 4.2 商品資料表 

 欄位  類型 說明 
Null 

備註 

goods_id Mediumint(8) 
商品貨號 是 (主鍵) 

goods_sn varchar(60) 
商品編號 否 

 

goods_name varchar(120) 
商品名稱 否 

 

goods_brief varchar(255) 
商品簡要 否 

 

market_price decimal(10,2)  
市售價格 否 

 

shop_price decimal(10,2)  
店內價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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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板資料表:留言編號、會員名稱、會員信箱、主旨、內容。 

 

表 4.3 留言板資料表 

欄位 類型 說明 
Null 

備註 

msg_id Mediumine(8) 
留言編號 是 (主鍵) 

user_name varchar(60) 
會員名稱 否 

 

user_email varchar(60) 
會員信箱 否 

 

msg_title varchar(200) 
主旨 否 

 

msg_content text 
內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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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訂單列表:包含訂單序號、姓名、地址、電話、信箱、付款方式 

、金額總計、購買數量、訂單日期、商品名稱、商品單價。 

 

表 4.4 訂單列表 

 欄位  類型 說明 
Null 

備註 

order_sn varchar(20) 
訂單序號 是 (主鍵) 

user_in mediumint(8) 
姓名 否 

 

adress varchar(60) 
地址 否 

 

tel varchar(60) 
電話 否 

 

email varchar (60)  
信箱 否 

 

Pay_name varchar (120)  
付款方式 否 

 

Prder_amount Decimal(10.2) 
金額總計 否 

 

Pay_id varchar (10) 
購買數量 否 

 

add_time Int(10) 
訂單日期 否 

 

goods_name varchar (120) 
商品名稱 否 

 

goods_price varchar (10) 
商品單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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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網站介紹 

輸入帳號，密碼登入網路商店的後台管理。 

ECSEOP 後台商品管理登入 

圖 4.5 ECSEOP 登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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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可以看到上方有，商品列表，訂單列表，商店設置從商品列

表進去，可以新增商品，查看商品的銷售量。 

圖 4.6 ECSEOP 商品列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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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網站首頁後可看到、留言板、關於我們、商品的介紹，右上角

可以註冊會員及會員登入。 

圖 4.7 網站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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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首頁後，點選右上角的會員註冊，進入會員註冊後須輸入用戶

名、信箱、密碼、手機，輸入完畢後按下註冊，再經由後台管理員審核

確認後即可登入會員。 

圖 4.8 會員註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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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註冊完畢後，到首頁右上方登入會員，輸入用戶名，密碼，登

入成功之後就可以到商品區購商品。 

圖 4.9 會員登入圖 

 

  



30 

登入會員後，就可以到商品區選購商品，左邊商品分類可以幫助顧

客快速的了解商品的項目。 

圖 4.10 商品列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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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顧客對商品有任何疑問，都可透過網站的留言板區，留下問題

當管理員收到留言通知時就會在下方回復顧客的問題。 

圖 4.11 留言板圖 

 
 

  



32 

除了網路商店，如果顧客想要直接由實體店面選購商品，也可以透

過網站首頁上方的關於我們，了解店面的位置跟店家的簡介。 

圖 4.12 關於我們聯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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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專題研究針對大鳥摩多企業社的需求，規劃並實際建置網站讓大

鳥摩多依照實際需求進行宣傳，並以潛在的客戶進行交流達到提升客

源率，增加曝光度的效果。 

建議大鳥摩多企業社，可以新增其他外縣市地區配合商品安裝的車

行店家，讓不是在中部的顧客也可以在，大鳥摩多配合的車行店家進

行安裝，以利掌握產品保固的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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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103年 5月 20日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黃維廉 黃昱 江鎮君 

傅惠琳 李承吉 周傳偉 

   

討  論  記  錄 

    專題題目討論，由隊員黃維廉提出，大鳥摩多企業社網站

架設，得題目，經小組成員討論，分析過後，還有跟張士勳導

師討論可行性後，決定製作一個企業網站。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

並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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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103年 9月 12日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黃維廉 黃昱 江鎮君 

傅惠琳 李承吉 周傳偉 

   

討  論  記  錄 

    撰寫書面報告，由隊員李承吉，跟周傳偉提供書面的資料

收集，再由傅惠琳進行編輯跟排版，排版完成後再由張士勳導

師檢視格式是否錯誤，如有錯誤，再進行修改。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

並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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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103年 9月 21日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黃維廉 黃昱 江鎮君 

傅惠琳 李承吉 周傳偉 

   

討  論  記  錄 

    網站架設，選好題目後，由黃維廉提供這次網站架設所需

要的資料再由黃昱，江鎮君，選擇好資料庫，執行 ECSEOP 進

行安裝，安裝完畢後開始上傳資料，新增商品，網站架構到一

段落，有請張士勳導師幫忙指導 ECSEOP裡面的設定方式。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

並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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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104年 3月 28日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黃維廉 黃昱 江鎮君 

傅惠琳 李承吉 周傳偉 

   

討  論  記  錄 

    網站架設完畢，書面報告也撰寫完後，我們小組開始練習

口試，把一些缺點改善，再新增一些資料，張士勳導師也在我

們練習口試的時候，把我們需要補強的地方說出來，讓我們進

行改善，才能讓專題順利完成!!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

並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