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 

專題研究報告 
 

 
 

 

維城汽車保修廠商務網站建置 

 

 

指導老師：張士勳 老師 

組    員：劉家豪、王辰書 

          王辰瑋、蘇峻平 

          莊家銘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委員會審定書 

本  系      四 年制  A 班     劉家豪     君（組長） 

      四 年制  A 班     王辰書     君 

      四 年制  A 班      王辰瑋     君 

      四 年制  A 班     蘇峻平     君 

      四 年制  A 班      莊家銘     君 

 所提專題報告：           維城汽車保修廠商務網站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委員會 

 專題口試委員：                        

                                

指導老師：  

系 主 任：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5 月   2 5 日 



I 
 

 
致謝 

 

 

   本次專題能夠順利完成我們要感謝指導老師張士勳老師以及商

務專題課程的陳志樺老師，細心地替我們審核題目，指導專題的研

究方向以及方法，並適時地給予詳盡的建議，使我們能立即調整細

節。 

 

此外，在這次的專題製作過程，組員們更學習到分工合作及團隊

精神的重要性，只要每位成員盡心盡力完成自己負責的部份，就能在

任務執行上建立一定的基礎。 

 

在完成專題之前，理論基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要

再次感謝張士勳老師以及陳志樺老師。 

 

最後，感謝本組的組員們，能團結合作、努力投入以完成專題。 

 

劉家豪、王辰書、王辰瑋、蘇峻平、莊家銘 

謹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於六月嶺東科大 



II 
 

 

摘要 

 

    本組以電子商務為主，主題以維城汽車保修廠為例，位於中科道

路上交通易達性高，但由於是今年剛開幕的保修廠，而且地點較不易

被察覺，以致知名度不高，因此，本組設立了維城汽車保修廠的網站。 

 

    近年來二手車的交易量已慢慢超越了新車，而且二手車的店家已

經比新車的代理商多出許多，這顯示二手車的市場正逐漸擴大，再

者，目前台灣並無任何客觀公正之單位，在二手車交易時執行相關的

車輛品保認證程序確保二手車交易品質，而這間維城保修廠以「誠信」

為主，客戶群通常是熟客，或是經由客人介紹，這又再再顯示了其回

頭率極高，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若能多些資訊來打高知名度，對其組

織想必有益無害，想當然爾，資訊網路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這個

資訊爆炸的世代，已經有許多同業業者將實體店面與網路相互結合，

讓消費者們得到更多相關訊息，甚至成了家喻戶曉的網路名店，相信

經由網路架設必能達到此目的。 

 

關鍵字:電子商務、二手車、網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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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 

    汽車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現今的社會中二手車的市場以

大於新車，市場的競爭力越來越大，業者的行銷手法越來越多，然而

近年來，網路已越來越來越發達，網路行銷就是其中的方法，所以我

們想讓維城保修廠藉由網站，呈現多樣化，以資訊化方式，來行銷二

手車。 

本次研究主題「維城汽車保修廠」是位於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機

車專用道 1266-6號，成立於 102年 11月開幕將近一年多已累積了不

少顧客，維城不僅提供汽車基本保養項目，同時也提供中古車介紹與

買賣，以提供更多元的服務。此外，他們也希望有意學習相關技能的

學生來這邊當學徒，除了有工作的機會，也能獲得生活津貼，而且習

得ㄧ技之長，亦可由其中培養新血。 

1-2研究目的 

    為何現在的消費者會比較傾向購買二手車？在現今的社會上， 

二手車已佔不少的市佔率，而網路已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利用網路行

銷的方式提高顧客購買的意願，得以順利販售。 

本專題的研究目的如下: 

1.二手車車訊交流  

2.販賣汽車周邊零件及周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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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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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電子商務，也並不只是利用電腦和網路，取代紙張、送貨員、

卡車、飛機、以及其它運送產品和資訊的各種工具。所謂電子商務，

乃是一整個系統,其焦點除了在能直接產生利潤的業務之外，還包括

支援利潤產生的各項業務，像是市場需求調查、提供經銷商和顧客服

務，或是使商業伙伴之間的通訊更加便利。就廣義方面來說，電子商

務泛指企業與特定企業間(B2B,如同一產業之上、下游企業)、企業與

個別消費者間(B2C)或消費者與消費者間(C2C)，透過既定的業務合作

關係及專屬網路或 INTERNET 進行商業活動所形成之虛擬交易社群，

它是以認證的方式進行身分辨識、交易的確認等工作﹝1﹞。 

2-2電子商務類型 

電子商務可分為：企業內部、企業間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三種類型。 

1.企業內部電子商務 

  通過防火牆，公司將自己的內部網與 Internet 隔離，企業內部

網（Intranet）是一種有效的商務工具，它可以用來自動處理商務操

作及工作流，增加對重要系統和關鍵數據的存取，共用經驗，共同解

決客戶問題，並保持組織間的聯繫。一個行之有效的企業內部網可以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5%86%85%E9%83%A8%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8%B2%E7%81%AB%E5%A2%99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6%85%E9%83%A8%E7%BD%91
http://wiki.mbalib.com/zh-tw/Internet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5%E4%BD%9C%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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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如下好處：增加商務活動處理的敏捷性，對市場狀況能更快地做

出反應，能更好地為客戶提供服務﹝2﹞。 

2.企業間電子商務（B2B) 

  在電子商務中，公司可以用電子形式將關鍵的商務處理過程連接

起來，以形成虛擬企業。在這種環境中，很難區分哪家公司正在進行

商務活動。一家公司在一臺台式 PC機，網路 PC機或移動式電腦上按

下一個鍵就有可能影響一家處於地球另一端的供貨公司的業務活動。 

  按照 IDC 公司 1997 年 9 月的統計，1997 年全球在 Internet 網

上進行的電子商務金額為 100億美元，而時至 2001年，則將高達 2200

億美元，其中企業間的商務活動將占其中的 79%。無疑，電子商務，

尤其是企業間的電子商務將成為 Internet 上的重頭戲。 

  儘管眼下網上企業直接面向客戶的銷售方式發展勢頭強勁，但為

數眾多的分析家認為企業間的商務活動更具潛力。Forrester 研究公

司預計企業間的商務活動將以三倍於企業-個人商務速度發展。這在

某種意義上反映了現實世界中存在的情形：企業間的商務貿易金額商

達消費者直接購買的 10倍﹝2﹞。 

3.企業與消費者間電子商務 (B2C) 

  這是人們最熟悉的一種商務類型，以至許多人錯誤地認為電子商

務就只有這樣一種模式。事實上，這縮小了電子商務的範圍，錯誤地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9%97%B4%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B2B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9%9A%E6%8B%9F%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IDC%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9F%E8%AE%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85%83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Forrester_%E7%A0%94%E7%A9%B6%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Forrester_%E7%A0%94%E7%A9%B6%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4%B8%8E%E6%B6%88%E8%B4%B9%E8%80%85%E9%97%B4%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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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子商務與網上購物等同起來。近年來，隨著萬維網技術的興起，

出現了大量的網上商店，由於 Internet 提供了雙向的交互通信，網

上購物不僅成為了可能，而且成為了熱門。由於這種模式節省了客戶

和企業雙方的時間、空間。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節省了各類不必要

的開支。因而，這類模式得到了人們的認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例如 Mushkin公司，這是一家電腦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出售存儲

器件。Mushkin 公司僅僅是一家虛擬企業，它沒有實際的零售店。

Mushkin 最初僅在 Internet 網上創建了主頁和產品目錄，而訂貨則

通過電話和傳真，此後，經過精挑細選，該公司決定選擇 Intershop 

來創建虛擬店面。現在通過電子商務，該公司全天 24 小時在網上接

收訂單，它們的主頁包括了產品的細節信息及重要信息。這使得它每

天都要接受 1000餘次光顧。在實現了電子商務後，1996年度該公司

利潤增長高達 500%之多﹝2﹞。 

4.消費者之間電子商務 （C2C) 

  C2C的電子商務模式為買賣雙方提供一個線上的交易平臺，讓賣

方在這個平臺上發佈商品信息或者提供網上商品拍賣，讓買方自行選

擇和購買商品或參加競價拍賣。 

  C2C電子商務的優異者和典型典型有 eBay、淘寶網等。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D%91%E4%B8%8A%E8%B4%AD%E7%89%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87%E7%BB%B4%E7%BD%91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D%91%E4%B8%8A%E5%95%86%E5%BA%9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D%91%E4%B8%8A%E8%B4%AD%E7%89%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D%91%E4%B8%8A%E8%B4%AD%E7%89%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95%88%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9%9A%E6%8B%9F%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4%B9%8B%E9%97%B4%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C2C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4%B5%E5%AD%90%E5%95%86%E5%8A%A1%E6%A8%A1%E5%BC%8F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B%9E%E4%BB%B7%E6%8B%8D%E5%8D%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Bay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7%98%E5%AE%9D%E7%B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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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電子商務模式發展的比較早也相對成熟的，不過我們也應

註意到一些已經形成並正在快速發展中的新的電子商務模式。如： 

 B2G (企業與政府機構間的電子商務） 

 C2G (消費者與政府機構間的電子商務） 

 B2M (企業與相應產品的銷售者或經理人之間的電子商務）B2M

實質是是一種代理模式﹝2﹞。 

2-3電子商務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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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物流  

 是指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如由原料轉換成完成品，最終

送到顧客手中之實體物品流動的過程。  

3.金流  

 是指電子商務中金錢或帳務的流通過程，亦即因為資產所有權

的移動而造成的金錢或帳務的移動。 

4.資訊流  

是指資訊的交換，即上述三項流動而造成的資訊交換﹝3﹞。  

 

http://wiki.mbalib.com/zh-tw/B2G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4%B8%8E%E6%94%BF%E5%BA%9C%E6%9C%BA%E6%9E%84%E9%97%B4%E7%9A%84%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C2G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4%B8%8E%E6%94%BF%E5%BA%9C%E6%9C%BA%E6%9E%84%E9%97%B4%E7%9A%84%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B2M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4%B8%8E%E7%9B%B8%E5%BA%94%E4%BA%A7%E5%93%81%E7%9A%84%E9%94%80%E5%94%AE%E8%80%85%E6%88%96%E7%BB%8F%E7%90%86%E4%BA%BA%E4%B9%8B%E9%97%B4%E7%9A%84%E7%94%B5%E5%AD%90%E5%95%86%E5%8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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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計流  

 設計流的重點偏向 B to B設計協同商務的規劃設計以及 B to C

的網站規劃。 

6.服務流  

未來電子商務的服務應提供以下幾項特點：  

(1)提供主動提供個性化的網路服務。 

(2)根據需求把資加以整合，提供完整的服務。 

(3)提供高效率且快速的服務﹝3﹞ 

2-4網路行銷 

    「網路行銷」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的雙向溝通方式，屬於直接行

銷的一種，企業可將其產品、服務及廣告……等訊息，存放在企業所

建置的網站(Web Sites)上，並透過網際網路，讓消費者使用。消費

者可以由企業所建置的網站獲得所需的資訊，並且也能直接在企業的

網站上訂購商品或是留置訊息。同時，透過所建置的網站，提供消費

者服務，以達到關係行銷的目的﹝4﹞。 

    一般來說，網路行銷可以提供消費者與廠商下列好處。對消費者

來說，網路行銷提供：(1)沒有時間、地點限制的便利消費方式；(2)

資訊充足；(3)不受銷售人員影響……等許多好處。同時，它也提供

廠商許多的利益，包括：較低的成本、關係的建立、快速的調整以及



8 
 

沒有規模大小的限制……等。綜合以上所述，網路行銷可以幫助企業

增加銷售、減少成本與增加溝通﹝4﹞。 

2-5 SWOT分析 

表 2-1 SOWT 分析表 

 

 

 

 

 

 

 

 

 

 

 

 

 

 

 

 

 

 

 

 

 

 

S 

組織精簡 

配備齊全 

人員經驗豐富 

交通易達性高 

 

W 

無廣告宣傳(客戶群較固定) 

地點隱蔽 

人力不足 

 

O 

現代人重視生活品質 

科技使資訊及設備日益進步 

 

T 

同業競爭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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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3-1廠商網站需求分析 

    現今的行業大多需要用到網路的宣傳銷售，本專題藉由網站的架

設，讓顧客明白二手車的資訊，以及商品的販售. 

3-2系統環境分析 

表 3-1 伺服器軟硬體需求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處理器 Intel Xeon W3565 

記憶體 16GB 

硬碟空間 500GB 

表 3-2 使用者軟硬體需求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32位元 

處理器 Intel Pentium G3250T 2.8GHz 

記憶體 2GB 

硬碟空間 20GB 

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7,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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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軟體介紹 

表 3-3 軟體介紹表 

網頁設計軟體 Adobe Dreamweaver CS6 

資料庫系統 MySQL 5.6.19 

影像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 

網頁伺服器軟體 Apache HTTP Server Version 2.4.9 

Adobe Dreamweaver CS6 

    網頁版的排版軟體，可對所有網頁的圖文下指令並製作成網頁可

瀏覽的 HTML格式，我們可以將平面設計好的印刷稿件中的各式元素

轉換到 Dreamweaver中重新編排，並加入連結、對圖片進行切割、控

制運輸速度是進行網頁與網站設計的重要軟體﹝5﹞。 

MySQL 5.6.19 

    MySQL是最受歡迎的開源 SQL數據庫管理系統，它由 MySQL AB

開發、發佈和支持。MySQL AB是一家基於 MySQL開發人員的商業公

司，它是一家使用了一種成功的商業模式來結合開源價值和方法論的

第二代開源公司。MySQL是 MySQL AB的註冊商標。 

    MySQL是一個快速的、多線程、多用戶和健壯的 SQL數據庫服務

器。MySQL服務器支持關鍵任務、重負載生產系統的使用，也可以將

它嵌入到一個大配置(mass-deployed)的軟件中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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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CS6 

 從 Photo就知道它是處理關於圖像處理的軟體，它是 ADOBE公

司的軟體，主要功能為： 

1. 「電腦繪圖」等同於將一般平面的繪畫轉成電腦來作畫 

2. 次要功能是編修照片，例如：增加飽和度、解析度、對比度、使

用特效 

最後還有 GIF動畫與轉檔，例如：可以讀取 JPG檔，再將檔案另存成

GIF檔﹝7﹞。 

Apache HTTP Server Version 2.4.9 

     Apache HTTP Server（簡稱 Apache）是 Apache軟體基金會的

一個開放原始碼的網頁伺服器，可以在大多數電腦作業系統中運行，

由於其跨平台和安全性。被廣泛使用，是最流行的 Web伺服器端軟體

之一。它快速、可靠並且可通過簡單的 API擴充，將 Perl／Python

等直譯器編譯到伺服器中﹝8﹞。 



12 
 

 

3-4網站架構 

    經過與維汽車保修場討論後，我們了解他們的需求，進而架設此

網站方便客人聯絡我們，了解我們的服務內容，以及我們的商品，以

及提供給給顧客我們最新的資訊，呈現給顧客最好的服務品質。 

 

 

 圖 3-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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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架構流程規劃 
 

4-1會員專區 

 顧客由首頁的會員專區登入後，如已註冊會員方可立即登入，反

之則會出現錯誤警告，忘記密碼可由當時填寫會員資料 E-mail填寫

信件，如未註冊則進入註冊畫面。 
 

圖 4-1 會員登入及註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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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購物流程 

 管理者進入畫面後進行登入，進入後分為商品管理和會員管

理，管理者可以透過後台執行新增、刪除、修改商品內容和調整訂單

狀態，還可以刪除會員。 

 

 

 

 

 

 

 

 

 

 

 

 

 

 

 

 

 

 

 

 

 

 

圖 4-2 購物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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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後台管理 

管理者進入畫面後進行登入，進入後分為商品管理和會員管理，

管理者可以透過後台執行新增、刪除、修改商品內容和調整訂單狀

態，還可以刪除會員。 

 

圖 4-3 後台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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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會員資料 

 會員資料：這個資料表存著會員的個人資料，註冊時填寫的資

料都存在這裡，包含用戶名、密碼、電子郵件、性別、出生日期和手

機號碼。 

表 4-1 會員資料表 

欄位 屬性 Null 預設值 KEY 欄位描述 

user_id mediumint(8) 否  PK 編號 

user_name varchar(60) 否 Null  用戶名 

password varchar(255) 否 Null  密碼 

email varchar(60) 否 Null  電子郵件 

sex tinyint(1) 否 Null  性別 

birthday date 否 Null  出生日期 

mobile_phone varchar(20) 否 Null  手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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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商品資料 

    購物商城裡所有商品的資料都存在這裡，包含商品名稱、貨號、

庫存、本店售價、市場售價和關鍵字。 

表 4-2 商品資料表 

欄位 屬性 Null 預設值 KEY 欄位描述 

goods_id mediumint(8) 否  PK 編號 

goods_name varchar(120) 否 Null  商品名稱 

goods_sn varchar(60) 否 Null  貨號 

goods_number smallint(5) 否 Null  庫存 

shop_price decimal(10,2) 否 0  本店售價 

market_price decimal(10,2) 否 0  市場售價 

keywords varchar(255) 否 Null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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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訂單資料 

買家的訂單存在這裡，資料內容裡有每一筆訂單的資料和買家的會員

資料，還有訂單目前的處理狀況，包含買家的會員資料和訂購的商品

資料。 

表 4-3 訂單資料表 

欄位 屬性 Null 預設值 KEY 欄位描述 

order_id mediumint(8) 否  PK 訂單編號 

user_id mediumint(8) 否  PK 會員編號 

shipping_id tinyint(3) 否  PK 配送方式編號 

pay_id tinyint(3) 否  PK 付款方式編號 

order_sn varchar(20) 否 Null  訂單編號 

order_status tinyint(1) 否 Null  訂單狀態 

shipping_ 

status 
tinyint(1) 否 Null  配送狀況 

pay_status tinyint(1) 否 Null  是否已付款 

consignee varchar(60) 否 Null  收貨人姓名 

country smallint(5) 否 Null  國家編號 

province smallint(5) 否 Null  省份編號 

city smallint(5) 否 Null  都市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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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屬性 Null 預設值 KEY 欄位描述 

district smallint(5) 否 Null  都市區編號 

address varchar(255) 否 Null  通訊地址 

tel varchar(60) 否 Null  聯絡電話 

mobile varchar(60) 否 Null  行動電話 

email varchar(60) 否 Null  電子郵件 

zipcode varchar(60) 否 Null  郵遞區號 

shipping_ 

name 
varchar(120) 否 Null  配送方式 

pay_name varchar(120) 否 Null  付款方式 

how_oss varchar(120) 否 Null  缺貨處理方式 

goods_amount decimal(10,2) 否 Null  總金額 

order_amount decimal(10,2) 否 Null  應付金額 

pay_fee decimal(10,2) 否 Null  運費 



20 
 

4-7 ER-Model 

下圖為維城汽車保修廠提供的線上購物車系統的 ER-Model圖，

包含會員資料庫、商品資料庫和訂單資料庫三種。 

 

 

圖 4-4 會員網路訂購實體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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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介紹 

 

5-1 首頁 

 網頁中間的相片是「維城汽車保修廠」大門的正面照，上方有

文字超連結，點擊文字後會連到目標網頁，有關於我們、購物車和留

言板 

 

圖 5-1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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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關於我們 

維城汽車保修廠 2012年底設立，已開廠 2年半，由於保修廠知

名度不高，且處於非鬧區的位置，四周的店面數量較少，所以較少人

知道這間保修廠。 

維城汽車保修廠不只提供汽車保養與維修的服務，還提供二手車買

賣！ 

 

圖 5-2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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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購物商城 

 在這裡可以網路訂購汽車周邊商品或耗材，只要有會員就可以

網路訂購商品，會員只須將欲購買商品放入購之後按下結帳，然後選

擇付款與配送方式，再確認會員資料無誤，送出後便可完成訂購程序。 

 

圖 5-3 購物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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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留言板 

 訪客可在此留言，提供意見或反應關於商品或服務的問題，但

只有管理員有權編輯留言版，訪客無法修改或刪除自己和其他人的留

言，此留言板還可以選擇一個圖標來代表自己，雖然圖標數量有些，

但添增一些留言之外的樂趣。 

 

圖 5-4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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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組透過與維城汽車保修場合作，為維城汽車保修場設計的專

屬網站，因為維城保修場剛成立不久，已過 2 年半，且知名度不高，

所以顧客較不容易得知「維城汽車保修場」的相關訊息，例如二手車

的資料還有其他服務項目…等。 

本組決定以電子商務網站的方式，來增加維城汽車保修場的知名

度，根據廠商提供的資料，整理之後，找出適合提高維城汽車保修場

知名度的網站功能，讓顧客透過網路可以更了解維城汽車保修場，在

線上與維城汽車保修場的互動，使維城汽車保修場與顧客之間距離縮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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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時程進度表 
 

專 題 名 稱： 維城 汽 車 保修 廠商 務 網 站建 置  

工 作 預 定 進 度 表 ：  預 定 進 度      實 際 進 度  

      

      時間 

 

工作項目 

103 

年 

9 

月 

103 

年 

10 

月 

103 

年 

11 

月 

103 

年 

12 

月 

104 

年 

1 

月 

104 

年 

2 

月 

104 

年 

   3 

月 

104 

年 

4 

月 

104 

年 

5 

月 

架設網站 
         

資料蒐集 
         

撰寫書面報告 
         

協助整理 

書面資料 

         

向廠商索取資料 
         

網站測試 
         

 

 



 

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王辰書   架設網站和網站測試 

王辰瑋   資料蒐集 

劉家豪   撰寫書面報告 

蘇峻平   協助整理書面報告 

莊家銘   向廠商索取資料 



 

附錄三 專題討論紀錄表 
 

討論日期 104/5/17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王辰書 王辰瑋 蘇峻平 

劉家豪 莊家銘  

   

討  論  記  錄 

為第二次口試時，老師們提出要修改的地方做修改，做的內

容是資料庫.甘特圖.工作分配表.專題討論紀錄表，做最後網

站、簡報、報告的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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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日期 104/3/1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王辰書 王辰瑋 蘇峻平 

劉家豪 莊家銘  

   

討  論  記  錄 

大家一起到學校圖書館討論分工，確認大家都有分配到工作

內容                         

                                                          

                               

                               

                               

                               

                               

                               

                               

                               

                               



 

 

討論日期 104/5/10     指導老師 張士勳 

列  席 

王辰書 王辰瑋 蘇峻平 

劉家豪 莊家銘  

   

討  論  記  錄 

大家一起到學校圖書館把蒐集完的資料交給負責統整的同

學，並在那邊一起討論完成簡報與書面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