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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路發達的社會幾乎每個人都有在網路訂購商品的經驗，尤其網

路訂購食物並到現場取貨，能夠當天吃到最新鮮剛做出來的是每個消

費者最期望，提供讓顧客能夠在家中就能訂購新鮮和不會到現場發現

白跑一趟，在網路上事先訂購及也能夠知道剛做出來的時間。 

本專題主要的合作廠商原本是以手工製作、口碑行銷方式販售的，

為了讓客人有更加了解其產品並提升購物方便度，將透過本小組架設

電子商務網站，使得客戶能夠透過預訂方式，已接單訂製生產的方式，

讓客戶吃到最新鮮的花生糖，同時透過附贈的試吃樣本，定期研發新

產品供客戶試吃。 

為了讓客戶能夠有更多的選擇，同時也在網站上加入留言板，希

望客戶提出意見或指教，本站也提供花生糖教學流程，希望客戶吃得

安心健康讓這傳統的好味道不會流失。 

在電子商務網站上加入許多功能，加入購物車方便消費者購物。 

 

關鍵字:電子商務、網路行銷、花生糖、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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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 

本組委託廠商的花生糖是以北港新鮮的花生下去製作，因為是純

手工且不添加防腐劑，所以保存期限只能維持到一個半月，其次，客

人下訂單後才開始進料製作，因此，產品的供貨不能夠達到立即取貨，

也不可能囤貨而影響品質，對於有急迫收件需求的客戶，可能無法訂

購，因此，本組將透過網購與會員電子報的方式，發送銷售訊息，吸

引客戶提早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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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2014 年，目前是個『網路消費力』非常強大的時代，大型企業如

阿里巴巴、淘寶網、天貓等，小型產業例如鄰家工廠或是街頭巷尾的

街邊美食，都可以透過網路來增加曝光度以及消費力，甚至能夠造成

風潮。 

有鑑於網路消費的市場越來越大，在現今與可見的未來已成為重

要的經濟區塊，抓住網路上的消費者也日趨重要，但是對於剛創業的

小型產業來說，能夠增加曝光率以及提供消費者一個完整的產品內容，

才是我們理想中的型態，因此，本專題希望能夠透過電子商務網站的

架設，讓大家能夠知道所推廣的產品，透過網站能夠搜尋並訂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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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目的 

對於一個草創的產業來說，我們秉持的就是品質與用心，不怕顧

客的挑戰，只擔心顧客的需求我們無法在時間內達成，要是能夠有一

個網站奠定基礎對於顧客的疑問，我們能夠加以討論；相關的促銷活

動，我們能夠做到比傳統行銷更具便利性的傳播；顧客也能夠掌握自

己產品的行蹤，最後不外乎增加消費力也是個重點。 

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  

1.透過架設電子商務網站，讓消費者能夠更有效率的搜尋相關資

料。 

2.有別於傳統行銷，網站行銷更具有經濟效益。  

3.設立會員系統，透過線上預訂系統讓顧客能夠清楚掌握自己產品

的行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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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流程 

首先組長定義專題主題與分配工作，組員開始收集資料，開會討

論資料整理與分析，討論網站架構，開始設計網站經過反覆的測試與

修改，辛苦的組員完成了網站。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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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電子商務定義 

電子商務是指利用電腦技術、網路技術實現整個商務(買賣)過程中

的電子化和網路化。 

人們不再是面對面的、看著實實在在的貨物、靠紙介質單據(包括

現金)進行買賣交易。 

上述概念包含如下含義： 

電子商務是一種採用先進信息技術的買賣方式。 

電子商務造就了一個虛擬的市場交換場所 [1] 。 

2-2電子商務的效益 

電子商務的應用，可以產生許多效益，不論是對企業、對消費者、 

或對社會。 

電子商務對企業的效益： 

1. 能建立對企業與企業間的資訊與商務交換平台。 

2. 能建立企業與消費者間的互動平台。 

3. 能全年無修的展示、銷售推廣商品。 

5. 能應用廣告開發更多的潛在客戶。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D%91%E7%BB%9C%E6%8A%80%E6%9C%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E%B0%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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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對消費者的效益： 

1. 可以貨比多家，然後再擇喜歡者購買。 

2. 可以得到更好的服務品質，並隨時可以反應意見。 

3. 與企業互動，並取得更多的商品資訊或優惠措施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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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電子商務類型 

  資訊科技的發展，讓企業享受到資訊系統所帶來的便利，同時，

企業內有許多的功能，也都被資訊系統所取代，這就是所謂的資訊系

統革命。隨著網路時代來臨，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

都因為網路科技，使得彼此的關係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電子商務也

在這波革命的潮流下，因應而起，所以我們必須對電子商務有一些基

本的了解。以下針對電子商務的概念作介紹。 

B to C(企業對個人) 

企業透過 Internet銷售產品/服務給個人消費者。 

C to B(個人對企業) 

消費者透過社群的聚集，尋找 EC的商機。 

C to C(個人對個人) 

買賣雙方透過網站，自行商量交貨及付款。 

B to B(企業對企業) 

〝供應鏈〞及〝配銷鏈〞的自動化，以提昇企業之速度及效率。 

本組採用的 B2C的電子商務類型，使消費者只要上網即可選購[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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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電子商務五流 

電子商務分為五個流來探討，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服務

流。 

商流 

商流是指所有權轉移，指的是存在於企業與消費者間的商業交易

活動，包括銷售、產品促銷、商情蒐集、消費者行為分析……等。[7] 

物流 

物流是指廠商將產品送至消費者手中的過程。[7] 

資訊流 

資訊流是指企業、消費者彼此之間資訊的流動。 [7] 

金流 

金流泛指消費者付費的過程。[7] 

服務流 

服務流主要是對顧客方面，要達到主動提供個性化的網際服務、

整合資源以滿足其個別的需求與提高服務的效率。透過服務流來整合

訊息間的完整性、正確度，進而提高尋獲的機率，為本專題的最終目

標。[7] 

商流：消費者可以利用我們的網站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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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我們看到訂單利用宅配運送到消費者手裡。 

資訊流：消費者可以利用我們網站確認資料。 

金流：消費者可以利用超商付款。 

服務流：消費者立即下訂單我們可以馬上看到出貨。 

 

圖 2-1 電子商務主要流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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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網站行銷 

網路行銷其實就是透過網路系統，進行行銷活動。廣義而言，為

企業的整網路策略或整體產業的網路化。狹義的網路行銷，則指透過

網路進行的各種行銷、促銷活動、廣告及企業形象等的行銷行為，將

傳統的行銷行為，改以網路代替。 

網路行銷手法： 

電子報： 

電子報是經由使用者訂閱後經由信件或網頁的方式呈現資訊的方

式，讓使用者能定期收到相關產品及服務訊息。 

網路廣告信件： 

廣告信件流動速度極快，可在短時間內傳送給許多人，然而傳送

的人不一定是目標客戶，且垃圾郵件猖獗，許多網路行銷信件很可能

被歸類為垃圾信件而丟棄。 

網路彈跳視窗： 

網路彈跳視窗是一種強迫式網路行銷策略，使用者在未被告知的

情況下接受此訊息，大多數的網路使用者會感到反感，對網路行銷往

往會造成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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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最佳化介紹： 

搜尋引擎最佳化就是使用者在入口網站搜尋列輸入關鍵字，經搜

尋引擎判讀之後，讓網頁在搜尋引擎能夠容易被找到，且使用者可以

更容易瀏覽該網頁，進而帶來更大的商機。搜尋引擎最佳化是以適當

地修改、調整網頁的方式，讓網頁內容更有可看性且更清楚傳遞給使

用者產品服務訊息。 

網路社群: 

在 Facebook創造粉絲專頁，更新消息即時發訊息在 Facebook 粉絲

專頁上請朋友按“讚”增加曝光率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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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競爭市場分析(網站的比較) 

為了瞭解現有相關產業的網站風格與特色，以做為本組架設網站 

之參考與借鏡，本組鎖定了志明花生糖、龍情花生糖，作為比較。 

 

就版面而言，「志明花生糖」的版面看起來更簡單討喜，而「龍情

花生糖」是傳統老店，因此，他的版面是走傳統復古的風格，讓人乍

看之下有點眼花瞭亂，不知該從何處著手。但就網站完善度而言，「龍

情花生糖」更便於顧客的使用。如圖 2-2 

 

 

圖 2-2志明、龍情花生糖版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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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歸類出「龍情花生糖」及「志明花生糖」的優點及缺點： 

「龍情花生糖」在網站上設置了會員專區，此舉可以有效發展長

期的顧客關係，也可以透過會員制度，不定期舉辦優惠活動。如圖 2-3 

龍情花生糖 

 

圖 2-3龍情花生糖－會員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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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情花生糖」在網站首頁上設置了購物需知、訂購單下載及訂

單查詢等等功能，有助於顧客在訂購產品時，能夠一目了然，在訂購

產品後，也可快速查詢訂單。如圖 2-4 

 

圖 2-4龍情花生糖－訂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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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情花生糖」由於商品種類較多元化，因此在商品介紹的分類

上也較完善，讓顧客可以快速地找到想購買的商品資訊。如圖 2-5 

 

圖 2-5龍情花生糖-商品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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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介紹中，點選任一系列，即出現該系列所屬商品，上圖以

花生軟糖系列為例，點選後可以發現在各項商品下方皆設置了我要購

買的選項，讓顧客可以在了解該項商品資訊後，立即將商品加入購物

車，不需另外點選，可節省時間。如圖 2-6、圖 2-7 

 

圖 2-6龍情花生糖-購物車 

 

 

圖 2-7龍情花生糖-商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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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點入該項商品後，此網站還設置了商品詢問的選項，讓

顧客可以針對該商品，直接對商家提出疑問，也方便商家了解顧客的

疑問，並做出正確的回覆。如圖 2-8 

 

圖 2-8 網站比較-商品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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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花生糖 

「志明花生糖」在網站上設置了媒體推薦，透過外部媒體行銷，

提升志明花生糖的能見度，另外，台灣特有的「一窩蜂」現象，亦可

讓顧客深信，大篇幅報章雜誌報導過後的志明花生糖是好吃的，此舉

可提升顧客的購買率。如圖 2-9 

 

圖 2-9志明花生糖-媒體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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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花生糖」在網站上設置了留言板，讓顧客有任何問題可以

直接反應在留言板上，商家也可即時回覆。但在上圖，我們可以發現

商家並未有效的回覆顧客，而此留言板形同虛設。如圖 2-10 

 

圖 2-10志明花生糖-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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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圖，我們可以發現「志明花生糖」網站除了在商品資訊中，

設置了加入購物車，還設置了一項，一般購物網少見的加入商品比較

的選項，點選後，可見下圖，他可以將顧客想要比較的商品放在一起，

便於顧客做選擇。如圖 2-11、圖 2-12 

 

圖 2-11志明花生糖-商品比較 

 

圖 2-12志明花生糖-商品比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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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資料收集與文獻探討，整理出以下 12 點做為網站比較的重 

點： 

一、內容與形式相統一：通過網頁向瀏覽者傳達的有效資訊及文字。 

二、主題鮮明：突顯重點和特色。 

三、風格統一：不要有散亂的感覺，使網站看起來更專業。 

四、導航清晰：以便於瀏覽者能夠清楚目前所處的位置。 

五、欄目設置合理：一個欄目設置合理的網站，用戶會很容易 

地找到需要的東西，這樣的網站才能讓用戶喜歡。 

六、良好的相容性：使它適用於大多數主流的瀏覽器或目標用 

戶所用的瀏覽器。 

七、經常更新：想保持網站的訪問量，吸引更多的“回頭客” 

必須要定期更新網站內容，給用戶提供最新的資訊。 

八、作法教學:透過這個讓我們的客戶也能夠自己動手做花生糖。 

九、購物車：增加銷售方式，提供使用者線上購物的功能。 

十、討論區：使店家和瀏覽者，能夠做線上的討論及分享，增 

加與瀏覽者間的互動。 

十二、會員系統：提供瀏覽者加入會員，進一步使用網站功能。 

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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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網站比較 

 
志明花生糖 龍情花生糖 奮力花生糖網站 

內容與形式相統一  ★ ★ 

主題鮮明 ★  ★ 

風格統一 ★ ★ ★ 

導航清晰 ★ ★ ★ 

欄目設置合理 ★ ★ ★ 

良好的相容性 ★ ★ ★ 

產品多樣 ★ ★  

價格透明 ★ ★ ★ 

討論區定期回復  ★ ★ 

 

以上為同業的比較，產品特色、服務態度，都是改進的重點；另

外網站的部分，會以最完整的龍情花生糖設計架構做為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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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WOT分析 

SWOT 分析即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是一種企業競爭態勢分析方

法，是市場營銷的基礎分析方法之一，通過評價企業的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競爭市場上的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

用以在制定企業的發展戰略前對企業進行深入全面的分析以及競爭優

勢的定位。而此方法是由Albert Humphrey所提出來的。[6]如表2-2  

表 2-2 花生糖網站 SWOT分析圖 

 
對達成目標有幫助的 對達成目標有害的 

內部 

(組織)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 

1.商品大小符合顧客需求。 

2.新鮮製造。 

3.價格便宜。 

4.強調純手工。 

1.成本價格變化大：油、電、

瓦斯、花生每一年都在漲。 

2.行銷手法少。 

3.沒有網路店面。 

外部 

(環境)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 

1.靠附近老鄰居口耳相傳。 

2.利用社群網站增加曝光率。 

3.建立電子商務。 

1間接競爭者不斷崛起。 

2.地方太過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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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3-1系統硬體環境 

表 3-1 伺服器硬體設備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瀏覽器 IE 9.0 

CPU 中央處理器 Intel(R)Core(TM)i5-3350P 64位元 

RAM 記憶體 8.00GB DDR3 

HDD 硬碟空間 1TB 

Internet 網路設備 2Mbps/256Kbps 

 

表 3-2 使用者硬體設備 

作業系統 WindowsXP/WindowsVista/Windows7 

網路設備 ADSL 

CPU 中央處理器 Intel Pentuim 4 或 AMD Athlon64 以上 

RAM 記憶體 512 MB以上 

HDD 硬碟空間 120 GB以上 

Internet 網路設備 2Mbps/256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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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網站建置工具 

3-2-1 影像處理 Adobe Photoshop CS6 

利用 Adobe Photoshop CS6 軟體做海報還有照片編輯等功能。 

3-2-2 資料庫管理系統 MySQL 

利用MYSQL做資料庫新增、刪除、查詢、更新。 

3-2-3 ECSHOP 

利用 ECSHOP套裝軟體，進行網站的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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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網站架構 

關於我們：裡面有我們的粉絲專業 

我們的故事：品牌的起源 

商品專區：商品內容 

會員專區：登入後才能選取商品 

購物車：選取商品，結帳 

留言版：可以留下推薦或意見 

我也要學做花生糖：有設計能夠輕鬆上手的做法給顧客嘗試 

 

圖 3-1網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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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統功能 

 

圖 3-2系統功能分類(一般使用者) 

 

圖 3-3系統功能分類(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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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系統功能分類(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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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功能流程圖 

4-1會員登入及申請流程 

消費者由網站首頁點選會員登入，若已申請會員則依註冊帳號與

密碼進行登入，還沒申請會員則進行會員註冊在點選加入會員，並填

入所需會員資料，系統判斷資料是否正確，確認無誤則註冊成功。 

 

圖 4-1 會員登入/加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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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會員資料修改流程圖 

會員如需更改資料，請先登入會員，修改會員資料，確認後無誤

後，即可更新會員資料。 

 

 

圖 4-2會員資料修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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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管理者登入流程 

管理者經由管理頁面做登入，登入帳號密碼後，確認帳號密碼無

誤後即可進入後台，進行網站資料管理。 

 

 

圖 4-3管理者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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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資料庫明細 

4-2-1會員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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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 

表 4-1會員資料 ecs_users 

欄位 類型 說明 Null 備註 

user_id mediumint(8)  會員編號 否 PK 

email varchar(60) 會員信箱 是  

user_name varchar(60) 會員名稱 是  

password varchar(32) 會員密碼 是  

mobile_phone varchar(20) 會員手機 是  

 

4-2-2留言板資料表 

留言板資料表:留言編號、會員名稱、會員信箱、主旨、內容。如

表 4-2 

表 4-2留言板 ecs_feedback 

欄位 類型 說明 Null 備註 

msg_id Mediumine(8) 留言編號 否 PK 

user_name varchar(60) 會員名稱 是  

user_email varchar(60) 會員信箱 是  

msg_title varchar(200) 主旨 是  

msg_content text 內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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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商品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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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3 

表 4-3商品資料 esc_goods 

 欄位  類型 說明 Null 備註 

goods_id Mediumint(8) 商品貨號 否 PK 

goods_sn varchar(60) 商品編號 是 FK 

goods_name varchar(120) 商品名稱 是  

goods_brief varchar(255) 商品簡要 是  

shop_price decimal(10,2)  店內價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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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訂單資料表 

訂單列表:包含訂單編號、會員帳號、訂單序號、收件者、地址、

電話、手機、運費、總金額。如表 4-4 

表 4-4訂單資料 ecs_order.info 

欄位 類型 說明 Null 備註 

order_id mediumint(8) 訂單編號 否 PK 

user_id mediumint(8) 會員帳號 是  

order_sn varchar(20) 訂單序號 是  

consignee varchar(60) 收件者 是  

city smallint(5) 縣市 是  

address varchar(255) 地址 是  

tel varchar(60) 電話 是  

mobile varchar(60) 手機 是  

shipping fee decimal(10,2) 運費 是  

order_amount decimal(10,2) 總金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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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R model 

 

圖 4-4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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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介紹 

5-1 網站首頁 

首頁有我們的商品推薦。 

 

圖 5-1 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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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粉絲專頁 

首頁上點擊關於我們會關聯到我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粉絲專

頁上會有我們最新的動態消息。

 

圖 5-2關於我們



 

38 
 

5-3 商品專區 

在商品專區內有我們的主打商品。

 

圖 5-3商品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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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會員專區 

會員必須先登入，才能使用相關服務。

 

圖 5-4 會員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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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我也要做花生糖 

我們可以讓客戶自己製作花生糖。

 

圖 5-5我也要做花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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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我們的故事 

讓客戶了解我們創業的背景。

 

圖 5-6我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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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留言板 

用戶可以在留言板上留下對我們的指教。

 

圖 5-7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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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購物車 

會員可以查看自己的購物車內的商品數目是否正確。 

 

圖 5-8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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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6-1 結論 

透過本次專題，本組以自製花生糖為主題，原本以小本經營的模

式，從架設網站後，顯得本品牌更有模有樣，對內的資料管理變得更

有效率，對外的產品資訊也變得更容易曝光，定義上也更能夠增加消

費能力。 

現在的販賣產品的方式並不侷限於傳統行銷，現在社會的多元化，

透過網際網路，我們希望應用所學，建置電子商務網站，給顧客更豐

富的資訊。 

 

6-2 未來展望 

本次專題由於店家商品不夠豐富，使得本組的網站架設能力沒有

完全展露出來，希望未來能夠增加更多的產品，也讓網站更加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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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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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林學賓  制定專題題目、資料蒐集、網站架設、書面匯整 

張博智  制定專題題目、資料蒐集、網站架設 

黃忠瑩  制定專題題目、資料蒐集、網站架設、 

書面匯整、美工設計 

陳弈儒  制定專題題目、資料蒐集、簡報製作、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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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 

專題討論記錄表一 

討論日期 2014-3-30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黃忠瑩 林學賓 陳弈儒 

張博智   

   

討  論  記  錄 

討論專題訂定主題。主題訂定後討論要收集的資料與實際操作

會遇到的問題，人員分配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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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記錄表二 

討論日期 2014-8-27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林學賓 黃忠瑩 陳弈儒 

   

   

討  論  記  錄 

討論版型，排版方式，海報                 

與指導老師詳問網站的架設與應用軟體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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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記錄表三 

討論日期 2014-12-30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林學賓 黃忠瑩 陳弈儒 

   

   

討  論  記  錄 

彙整收集的資料，看是否有需要額外的資訊。查看每個人收集

工作進度是否有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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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記錄表四 

討論日期 2015-3-23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黃忠瑩 林學賓  

   

   

討  論  記  錄 

更新書面報告的進度，圖片裁切，流程圖進度報告。                            

討論網頁頁面提供的資訊。                 

與老師討論網站引導的錯誤請老師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