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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專題的目的是要讓已完成訂單的客戶能使用智慧型手機進

行牛皮訂單的工作進度查詢，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查詢的動作，工廠

也可以透過網頁進行的工作進度的更新，並且隨時可以更新出貨的狀

況，讓消費者們可以節省更多的人力及時間，達到最好的效果。 

在時代進步的社會裡，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趨勢已逐漸普遍，我們

程式使用 SQLite 的資料庫，儲存客戶的資料及客戶所訂的訂單，並

使用 Opencart 建置一個網頁平台，並可將 SQLite 資料庫裡的資料與

網頁資料庫交互傳送，智慧型手機程式的功能包含最新消息、訂單查

詢系統、會員登入、出貨進度及工廠聯絡資訊，網頁更有牛皮生產流

程圖，利用網路的傳播使客戶善加利用智慧型手機進行訂單工作進度

查詢的動作，並打開智慧型網路行銷的市場。 

 

關鍵字:工作進度查詢、網頁平台、訂單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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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在科技日新月異，智慧型手機更是人手一支，在以往

的訂單系統皆是以電腦進行，但現在的科技進步，使用智慧

型手機進行訂單作業的程式也越來越多，不但節省了許多的

時間還讓人們更加的方便，我們專題所使用 Android 的系統

來撰寫牛皮訂單查詢系統程式，搭配著 SQLite 資料庫存取客

戶資料及訂貨數量，並且使用 Opencart 所製作的網頁相互配

合，不但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查詢到牛皮的訂單狀況，也可

以使用電腦網頁查詢客戶的配貨狀況及牛皮的製作進度。  

傳統產業在進出貨的方式通常是人力進行，我們這次所

研究的程式必定為傳統產業帶來更大更多的市場，客戶皆可

在世界各地進行訂單查詢動作，不但為客戶帶來一大方便，

在工廠的確認性也相當的高，進行的速度也會加快許多。  

 

三本久實業網址 : 

http://sbj.why3s.tw/index.php?route=common%2F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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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現代使用手機線上購物的趨勢逐漸增加，由以往的使用

電腦進行線上購物已逐漸改變為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藉由

智慧型手機讓方便性更大大的提升，不管到哪裡可以進行查

詢訂單的功能在以往必須使用桌上型電腦才可以進行查詢

訂單動作，因為桌上型電腦的方便性是有限的。  

因應實習對象是牛皮加工工廠，在下訂單過程皆是以人

力進行，剛好在學校習得手機程式的撰寫，在小組討論下決

定利用所學為工廠撰寫智慧型手機程式訂單系統進行研究

目標，為工廠的訂單流程多了一種新的管道，拓展新的客

源，也為工廠及客戶端減少了許多時間，更提升許多方便性。 

 

本專題主要研究目的： 

一、能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查詢訂單的動作，大大提升方便

性。 

二、隨時查詢貨物的訂單狀況及工作進度。 

三、與網站同步進行訂單狀況及加工進度的查詢功能。  

四、減少工廠與消費者進行訂單資訊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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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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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是利用電腦技術、網路技術和遠

程通信技術，實現商務買賣過程中的電子化、數字化和網路化，人們

不再是看著實實在在的貨物、靠著單據進行買賣交易，而是通過網

路，透過網路上琳琅滿目的商品、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統和方便安全的

資金結算系統進行交易，進而拓展出新的商業營運模式。 

 

2.1.1電子商務經營模式 

商務經營模式，也就是指企業上網交易的方式。交易的方式可以

是成本的降低、服務品質的提升、利潤的獲得等，至少也要達到企業

形象與溝通行銷的目的。 

在網際網路開放的網路環境下，買賣雙方不用實際面對地進行各

種商貿活動消費者的網上購物、商戶之間的網上交易和使用電子付費

以及各種商務活動、交易活動、金融活動和相關的服務活動，商業經

營模式其中與企業相關的電子商務範圍包括有 B2B、B2C 及 C2B 等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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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對消費者 (Business to Customer，B2C)：企業直接

將產品或服務在網路商販售，並提供充足的資訊與便利

的介面吸引網路消費者選購。 

二、  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B2B)：是在電子商

務交易中，組成份子位企業與其相關夥伴。如，企業直

接在網路上與另一企業進行交易活動。本專題主要是以

B2B 的商業模式進行。 

三、  消費者對企業 (Customer to Business，C2B)：消費者個

別利用網路與廠商溝通，提出產品議價來交易。 [1] 

 

   企業(B) 消費者(C) 

      企業(B) 
 

B2B 

 

B2C 

     消費者(C) 
 

C2B 

 

C2C 

圖 2-1 以交易對象分類電子商務 

 

 

 

 



 6 

2.1.2 電子商務的七流 

在網路各種的交易當中，即產生了電子商務的交易模式，當中可

細分為七個流(flow)，其中四個主要流包括商流、物流、金流、資訊

流及 3個次要流包括人才流、服務流、設計流，也就是在交易過程中

所使用的資訊交換，金錢交易過程，商品運送轉換的過程皆是可以使

用電子商務的七流來區分。 

 

1. 商流：指資產所有權的轉移，也就是商品由製造商、物流中心、

零售商到消費者手中的所有轉移過程。 

2. 物流：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如由原料轉換成完成品，最終

送到消費者手中的實體物品流動的過程。 

3. 金流：指電子商務中金錢的流通過程，也就是因為資產所有權的

移動而造成的金錢或帳務的移動。 

4. 資訊流：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上述三項流動而產生的資訊交換

過程。 

5. 人才流：主要重點在培訓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的人才，以滿足現

今電子商務熱潮的人力資源需求。 

6. 服務流：服務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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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8072502521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807250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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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設計流：設計流的重點有二種。一種是針對 B2B 的協同商務設

計，一種是針對 B2C 的商務網站設計。[1] 

 

圖 2-2 電子商務的七流 (flow) 

 

2.2  Android SDK 

本專題所使用的軟體 Eclipse 搭配著擴充元件 SDK 以及

JDK 來開發撰寫 Android 的程式，其中包含了 Java、XML 語

言程式的撰寫，並使用 Android 系統內建的 SQLite 資料庫做

為資料的儲存，並在 Android 系列手機上進行實際的操作。  

如同學習其他程式語言一般，我們需要一些工程程式將

撰寫的程式碼編譯成執行檔，Android 應用程式開發同樣需

要 一 些 輔 助 工 具 ， 最 重 要 的 是 Google 提 供 的 Android 

SDK(Android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一套免費和跨平台

的 Android 應用程式開發套件。它其中包含了偵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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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模擬器 (Android Virtual Device)、函數庫、文件、範

例，它甚至內建了免費的資料庫 SQLite，可以直接將資料存

入並與網站的 MySQL 進行資料的傳輸進行整合，並可整合

至 Eclipse IDE 幫助我們建立 Android 應用程式。[2] 

 

2.3 MySQL 

MySQL 是一個快速、以及多執行緒、多使用者且功能強大的關

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可以與 C、C++、Java、PHP 等語言連結，可

以運行於多種平台上，例如：Linux、Windows ...等等。   

MySQL 並不是一個開放式的資料庫，因為其版權在某些情況下

是需要付費的，例如將它與其他產品包裝販售。不過大致上來說，個

人及非營利單位使用它是無需收費的。 

 

MySQL 特點 : 

1. 速度較快。 

2. 可支援 C、C++、Java、PHP 等等語言寫成的應用程式 

3. 完全的多執行緒，可以很輕易的使用於多 CPU 系統。 

4. 可設定使用系統密碼及個人使用權限設定。 

5. 所有的欄位都可以使用預設值。 



 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研究目的 

本專題為三本久公司製作個全新的智慧型手機程式查詢訂單的

功能，只要在網頁下訂單後，即可使用私人帳號進入訂單系統，查詢

目前訂單的訂單狀況與工作進度，可讓消費者更方便的查詢到自己的

訂單狀況。 

 

3.2可行性分析 

3.2.1 經濟可行性 

本專題利用智慧型手機線上下單以及網站查詢建置電子商務網

站，使用的是 SQLite、Opencart、Eclipse 等免費的程式。使用上很方

便也可以免費的分享軟體，費用上不用承擔任何的費用。 

 

3.2.2法律可行性 

本專題使用的圖片以及資料皆為公司提供，網站以及手機程式由

本小組成員設計，絕無干涉到任何公司內部權力，書面部分使用的是

圖書館所出輯的書，以及網路上的資料，皆有標明參考來源出處，所

以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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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操作可行性 

現今社會電腦資訊已經普及化了，本專題使用智慧型手機線上

APP 平台進行購物及瞭解貨品資訊，本小組經由山本久公司同意在網 

路上架設電子商務網站，設計簡單輕鬆就可以操作讓消費者可以不用

經由麻煩的程序就可以看到所有資訊的平台。簡單卻明瞭的 APP 網

站排版及設計能夠清楚看到公司最新消息及物品出貨狀況，也有網站

可以讓消費者輕鬆的就可以找到清楚的公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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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對象 

三本久牛皮公司 

●1969年，三本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 

●公司人員：110人(台灣人佔 75人；外勞佔 35人) 

 

圖 3-1 三本久公司圖 

我們為什麼會有所這次專題的啟發，就是因為暑假時候因為實

習，我們配合公司兩個月都這裡接觸這裡的工作以及運作，我們一開

始還不瞭解這裡的運作方式以及公司產品，經過我們長期進入深入瞭

解及探討以後，大概討論出公司的一個操作方向。 

本小組利用現在社會上大家都普遍都擁有的東西來做發展方

向，是想使用線上 APP 讓客戶可以輕鬆的在手機上就可以使用，讓

顧客可以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能用手機快速的看到牛皮資料，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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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們替公司建置的網站進行線上下單的動作，並且使網頁及手機進

行同步，進而即時使用手機查詢到客戶的訂單。 

 

圖 3-2 三本久公司暑期實習圖  

3.4研究工具 

3.4.1 Opencart 

opencart 和其它的購物車程式不同，市面上的購物車程式大都使

用現成的模版引擎來開發，而 opencart 的架構是個全新開發的一套系

統，所以程式碼相當輕巧，執行效率更是超越其它購物程式，這樣的

架構和程式碼讓後續的程式開發人員在編寫時更容易且清楚，程式和

視覺設計分離，有利於日後的維護，而有別於其它的 MVC 模式，

opencart 更加入了 語言層，能夠更輕鬆完成多語言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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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Eclipse IDE 

Android 的整合開發環境(IDE)，原為 IBM 公司發起的專案， 

其目的開發一套免費且開放原始碼的整合開發環境，支援多種程式語

言的應用程式開發，如：Java、JavaScript 和 C/C++語言的應用程式

開發，他也是 Android 官方指定採用的整合開發環境，現在智慧型手

機的普遍，近半數皆是使用 Android 系統，他的支援度也是相當強大，

因為這款開發程式本身也是 Java 所開發的，所以也是可以跨平台使

用的開發程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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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SQLite 

SQLite 是目前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免費資料庫引擎，一套實作標

準的函數庫，他不需要管理、不需要伺服器、也不需要安裝設定，而

且還是一套支援交易的 SQL 資料庫引擎。SQLite 是 Android 作業系

統內建的資料庫系統，事實上，SQLite 再執行效率上超過目前一些常

用的資料庫系統，其主要特點如下： 

1. SQLite 資料庫只是一個檔案，可以直接使用檔案權限來管理資料

庫，而不用自行處理資料庫的使用者權限管理，所以沒有提供 SQL

語言的 DCL 存取控制。 

2. 單一檔案的 SQLite 資料庫，可以讓 Android 應用程式很容易進行

安裝，而且不用特別進行資料庫系統的設定與管理。 

3. SQLite 不需要啟動，換句話說，不會浪費行動裝置的記憶體資源。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為「ANSI」(American Nation 

Standards Institute)標準的資料庫語言，可以存取和更新資料庫的

記錄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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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網站比較 

我們將以兩間與專題相似的牛皮工廠之網站，弘勝製革廠股份有

限公司與弘明製革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比較。 

 

3.5.1 弘勝製革股份有限公司 網站介紹 

弘勝製革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南市新市區，營運歷史 30年，一

脈相承而來的製革專業經驗，積累得來深厚技術基礎，遂能為來自世

界各地的客戶，提供品質優良之產品。 

 

圖 3-3弘勝網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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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弘明製革股份有限公司 網站介紹 

弘明製革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彰化縣員林鎮。歷經近 40年的誠信，

高效，高品質的經營，造就了今天弘明制革年產值逾 700萬呎的營業

產量，在臺灣乃至全世界的名牌企業形象。 

 

圖 3-4弘明網站圖 

 

 



 17 

3.5.3 牛皮相關網站比較 

本組專題三本久實業網頁與其他二間之比較，如表 3-1所示。 

 

 三本久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弘勝製革股份

有限公司 

弘明製革股份

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 V V V 

最新消息 V V V 

連絡我們 V V V 

產品目錄 V V V 

訂單查詢 V   

表 3-1 牛皮相關網站比較 

本專題網站優點： 

可以經由網站及 APP 程式讓用戶可以即時查詢目前商品的工作

進度及出貨進度，取代以往需要電話或 E-MAIL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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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手機應用程式比較 

我們在撰寫 APP 程式及網頁前參考了許多電子商務 APP 並進行

比較，以下是相似的程式與網頁的比較。 

3.6.1三冠王芋冰城 

這是間位於甲仙的一家冰品店，它使用手機程式可以於線上進行

購物，關於本店家資訊、店面的地理位置和聯絡方式。如圖 3-5所示。 

 

 

圖 3-5 三冠王芋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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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APP 程式比較 

本專題三本久 APP 將與三冠王芋冰城 APP 進行比較。如表 3-2

所示。 

 

 關於公司 最新消息 訂單查詢 聯絡我們 官方網站 線上購物 

三 本 久

公司 
ｖ ｖ ｖ ｖ ｖ 

 

三 冠 王

芋冰城 
ｖ ｖ 

 
ｖ 

 
ｖ 

表 3-2 APP 程式比較 

 

三本久公司主要是以 B2B 交易模式為主，針對的大多都是長期客

戶，單一訂單數量較為龐大，所以較不適合線上訂購服務，我們還多

了連結官方網站的功能，能讓客戶能快速的連結網站，能方便取得第

一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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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網站架構與流程 

4.1.1網站架構 

三本久實業的網站架構，其內容主要為關與我們、連絡我們、產

品目錄、會員中心，透過最新消息能讓顧客第一時間得知最新商品與

牛皮相關資訊，於關於我們分頁當中得知我們的經營理念、公司規

模、地理位置，會員中心可讓客戶登入查詢訂單資訊及訂單處理進

度，如圖 4-1所示。 

 

圖 4-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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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首頁 

三本久的首頁，主要介紹了公司環境、牛皮型號及相關合作品牌

在頁中橫幅展現，例如 Nike、New Balance、Adidas、Jordan、Asics

等。如圖 4-2所示。 

 

 

圖 4-2網站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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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關於我們 

頁面中提到公司簡介、經營理念、公司規模、成立時間等相關資

訊，讓顧客認識三本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如圖 4-3所示。 

 

 

圖 4-3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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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商品目錄 

商品目錄提供三本久公司商品型號、紋路及每種紋路牛皮的相關

顏色，讓客戶簡單了解公司商品。如圖 4-4所示。 

 

圖 4-4商品目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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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商品細圖 

商品細部圖片，可提供客戶查看牛皮細部圖片，清楚了解牛皮紋

路。如圖 4-5所示。 

 

圖 4-5商品細部圖 

4.1.6 會員登入介面 

顧客可在此區登入會員，若無會員資格，亦可在本區加入會員，

資料送出成功後，待公司審核收到註冊成功確認信函即可。如圖 4-6

所示。 

 

圖 4-6會員登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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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會員訂單查詢 

會員登入以後，客戶及可查詢目前訂購商品的處理進度，以及訂

單資訊，讓客戶即時了解商品狀況，已便客戶安排處理後續加工。如

圖 4-7、4-8所示。 

 

圖 4-7會員訂單查詢圖 

 

圖 4-8訂單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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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後台架構 

4.2.1 後台管理首頁 

後台管理首頁，主要為資料統計、銷售分析和最近 10 筆訂單。

資料統計包刮銷售金額、訂單數、會員數等，讓管理者能在複雜的資

料中一目瞭然。銷售分析則利用簡單清楚的圖形讓管理者看出訂單和

會員的數量，並快速處理最近的訂單。如圖 4-9所示。 

 

 

圖 4-9 後台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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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商品管理 

管理者從商品管理中可以上傳最新的牛皮產品及資訊，可以更新

新進牛皮的編號和價格，並且上傳牛皮的細部圖片可以提供線上觀

看，如圖 4-10所示。 

 

 

圖 4-10 商品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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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手機程式架構 

4.3.1主畫面 

本專題設計的 APP 主要功能： 

1. 關於公司：介紹公司的相關資訊。 

2. 最新消息：介紹有最新的產品以及公司的最新動態。 

3. 訂單流程查詢：可以讓客戶快速的查詢訂單的作業進度，以及

產品的出貨狀況。 

4. 連絡我們：目前放入公司的聯絡方式，預計設計成讓客戶可以

快速的發出 E-MAIL，快速的跟公司聯絡。 

5. 官方網站：連結官方網站。如圖 4-11所示。 

 

圖 4-11 手機程式主畫面 



 29 

4.3.2 關於公司 

在按下關於公司按鍵，將跳轉至三本久公司簡介與相關位置、各

種介紹。如圖 4-12所示。 

4.3.3 會員登入 

客戶已有訂單時，將可使用客戶本身的電話號碼做帳號使用，登

入後將可進行程式的各項功能。如圖 4-13所示。 

 

         

圖 4-12 關於公司     圖 4-13 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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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訂單流程查詢 

使用訂單流程查詢功能，可讓客戶選擇下訂後的訂單編號進行牛

皮的訂單資訊及流程狀況。如圖 4-14、4-15所示。 

       

 圖 4-14 選取訂單編號   圖 4-15訂單編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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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聯絡方式 

聯絡方式將有三本久公司的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如圖 6.5所

示。如圖 4-16所示。 

 

圖 4-16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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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未來規劃與目標 

  我們專題製作網站連結 APP 是為了讓公司可以節省管理客戶資

料和訂單資料的成本與時間，同時我們希望客戶能使用網站與 APP能

快速而且方便的清楚的了解到訂單資料與訂單製作進度狀況，在未來

我們希望能將我們網站和 APP 的功能做得更加完善，我們也希望能

為三本久公司想出更實用而且更加容易操作的功能。 

 

網站未來規劃與目標 

一、減少資源浪費。  

二、增加智慧型手機實用度。  

三、增加客戶便利性。  

四、提高客戶對於訂單的掌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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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甘特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