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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進步，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帶動行動商務市場快

速蓬勃發展，各廠牌紛紛推出各自機型，依消費者需求提供多樣性的

選擇。而市面上的隨身設備已包含在智慧型手機的科技功能，如相

機、隨身聽、GPS 定位導航、網際網路等功能，多種功能聚集於一機

所產生價值，更是大於分別使用所帶來的價值。3C 產品競爭激烈的

環境下，廠商們不斷研發新產品、手機功能，使消費者增加更多的購

買意願，也讓現代人對於智慧型手機的需求影響日漸顯著，但目前智

慧型手機銷售通路過多不明確，基於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下，如果

能出現一個簡顯易懂的網頁，將會有無限的發展，此區域的未來

性還有很多的未知數與發展空間。 

 

關鍵字:電子商務、智慧型手機、購物網站 

 

 



 

II 

 

目    錄 

頁次 

摘要………………………………………………………………..I 

目錄………………………………………………………………..II 

表目錄……………………………………………………………..V 

圖目錄……………………………………………………………..VI 

第一章  緒論  ........................................................................ 1 

   1.1 研究動機  .................................................................... 1 

   1.2 研究目的  .................................................................... 1 

   1.3 研究步驟  .................................................................... 1 

第二章   相關研究  ................................................................ 3 

   2.1電子商務定義  .............................................................. 3 

   2.2相關網站介紹  .............................................................. 4 

   2.3研究工具  ..................................................................... 9 

第三章   系統架構與設計  ..................................................... 11 

3.1 系統架構  ...................................................................... 11 

3.1.1 網頁架構圖  .......................................................... 11 

3.1.2 管理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 12 

3.1.3 使用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 13 

3.2 功能模組設計  ............................................................... 13 

3.2.1 管理者功能模組流程圖  ......................................... 13 

3.2.2 使用者功能模組流程圖  ......................................... 18 

3.3資料庫設計  .................................................................... 24 

3.3.1 資料表設計  .......................................................... 24 

3.3.2 ER Model ............................................................. 26 

第四章   網站實作  ............................................................... 28 

4.1 開發環境  ...................................................................... 28 



 

III 

 

4.2 網站展示  ...................................................................... 28 

4.2.1 會員註冊及登入畫面  ............................................. 29 

4.2.2 購物功能畫面  ....................................................... 32 

第五章   結論及未來展望  ..................................................... 35 

 

參考文獻  ............................................................................ 36 



 

IV 

 

表目錄 

表2-1 電子商務特性與效益  .................................................. 4 

表2-2 網站比較表  ................................................................ 9  

表4-1 網站Server設備 ........................................................... 28  

表4-2 開發軟體表 ................................................................ 28  



 

V 

 

圖目錄 

圖1-1 研究流程圖  ................................................................ 2 

圖2-1 電子商務  ................................................................... 3 

圖2-2網路快8門市-1 ............................................................ 5 

圖2-3網路快8門市-2 ............................................................ 5 

圖2-4 PChome線上購物  ....................................................... 6 

圖2-5奇摩購物商城  .............................................................. 7 

圖2-6愛順發購物網  .............................................................. 7 

圖2-7比價王ePrice ............................................................... 8 

圖3-1 網頁架構圖  ............................................................... 12 

圖3-2 管理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 12 

圖3-3 使用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 13 

圖3-4管理者功能模組-會員管理流程圖  ................................ 14 

圖3-5管理者功能模組-商品管理流程圖  ................................ 15 

圖3-6管理者功能模組-訂單管理流程圖  ................................ 16 

圖3-7管理者功能模組-意見回饋流程圖  ................................ 17 

圖3-8使用者功能模組-會員註冊流程圖  ................................ 18 

圖3-9使用者功能模組-會員登入流程圖  ................................ 19 

圖3-10使用者功能模組-會員修改流程圖  .............................. 20 

圖3-11使用者功能模組-訂單查詢流程圖  .............................. 21 

圖3-12使用者功能模組-購物車流程圖  .................................. 22 

圖3-13使用者功能模組-意見回饋流程圖  .............................. 23 

圖3-14會員資料表(user) ..................................................... 24 

圖3-15商品資料表(goods)  .................................................. 25 

圖3-16訂單明細資料表(order-goods) ................................... 25 

圖3-17訂單資料表(order-info) ............................................. 26 

圖3-18廠商資料表(brand) ................................................... 26 



 

VI 

 

圖3-19 ER Model ............................................................... 27 

圖4-1 網站演示圖1 ............................................................. 29 

圖4-2 網站演示圖2 ............................................................. 29 

圖4-3 網站演示圖3 ............................................................. 30 

圖4-4 網站演示圖4 ............................................................. 30 

圖4-5 網站演示圖5 ............................................................. 31 

圖4-6 網站演示圖6 ............................................................. 31 

圖4-7 網站演示圖7 ............................................................. 32 

圖4-8 網站演示圖8 ............................................................. 32 

圖4-9 網站演示圖9 ............................................................. 33 

圖4-10 網站演示圖10 .......................................................... 33 

圖4-11 網站演示圖11 .......................................................... 34 

圖4-12 網站演示圖12 .......................................................... 34



 

1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由於科技製程的進步、硬體體積縮小化以及行動網路的普

及，智慧型手機逐漸在通訊市場中成為了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商

務人士使用智慧型手機收發Mail、觀看股票行情、透過影像電話

進行視訊會議，讓自己能夠掌握最新的商務資訊；年輕人用智慧

型手機玩遊戲、聽音樂，看YouTube，智慧型手機內建的GPS系

統搭配地圖功能就可以規劃旅遊路線、上網查看各個景點的評

價，讓旅遊可以豐富又有趣；從前要透過電腦才能做到的，現在

用智慧型手機都可以做到！   

 

1.2 研究目的 

當下智慧型手機銷售通路非常多元，想要找到一個專精銷售

智慧型手機的網上通路幾乎沒有，時常我們身旁的朋友想了解最

新最專業的手機資訊與價格，往往我們只能挨家挨戶的詢價，處

在先進的Ｅ世代，基於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下，如果能出現一個

簡顯易懂的網頁，將會有無限的發展，此區域的未來性還有很多

的未知數與發展空間。  

 

1.3 研究流程 

首先我們先尋找組員，確認組員後推派組長，由大家討論專

題製作主題為何，討論完畢後陸陸續續完成收集相關資料、網站

規劃、系統建構，以上部分結束時開始進行系統測試，如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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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不滿意必須回去修改，如果合格就建置完成並且成果發表如

圖1-1所示。  

 

圖1-1研究流程圖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定義 

 

 

圖2-1電子商務[1]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就是網際網路(Internet)，加上商務

(Commerce)，如圖2-1所示。也就是說，電子商務就是把傳統的商業

活動(Commerce)搬到新興的網際網路(Internet)上來進行，也因此經濟

部商業司將電子商務定義為：「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e-

Commerce)[2]是指任何經由電子化形式所進行的商業交易活動」。

Kalakota和Whinston認為，所謂的電子商務，係指利用網際網路進行

購買、銷售或交換產品與服務。功能在降低成本、減低產品的生命週

期、加速得到顧客的反應，及增加服務的品質。電子商務乃個人與企

業管理線上金融交易的流程，其中包括了企業對消費者(B2C)及企業

與企業(B2B)之間的交易。同時，Kalakota和Whinston，也認為由不同

的角度來看，企業對電子商務的定義會有所不同。以下為電子商務

特性與效益請參考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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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電子商務特性與效益[3] 

觀察角度 對於電子商務之定義 

以通訊的角度 
電子商務是利用電話線、電腦網路來傳遞 

資訊、產品及服務。 

以電子技術的角度 
電子商務是透過一組中間媒介，將數位的輸入轉換

成加值輸出的處理過程。 

以企業流程的角度 
電子商務是商務交易及工作流程自動化的技術應

用，即所謂 e-corporation。 

以上網者的角度 
電子商務提供了網際網路上的購買與銷售產品和資

訊的能力，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以服務角度 

電子商務企業管理階層想要降低服務成本，及想要

提高產品的品質，且加速服務傳遞速度的一種工

具。 

 

2.2 相關網站介紹 

本章節我們將依序介紹網路快8門市、PChome線上購物、奇

摩購物商城、愛順發購物網以及比價王，並且經過本組各個組員

對各網站的看法見解，集中整理過後歸納出優缺點。  

 

2.2.1網路快8門市  

燦坤快8網路商城[4]是一個販賣3C商品的網路交易平台，如

圖所示2-2有完善的商品規劃以及8小時快速到貨的優質宅配，但

對於大型交易網站時常出現的缺點，不外乎有太多繽紛的廣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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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優惠的訊息在頁面上跳動如圖所示2-3，以及商品的密集度過

高導致消費者視覺上的不舒服。 

 

圖2-2網路快8門市1 

 

圖2-3網路快8門市2 

2.2.2 Pchome線上購物  

PChome[5]主打 24小時到貨服務，頁面顏色豐富、色彩鮮

豔，足以吸引消費者目光，特定時段會推出低價促銷活動，來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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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買家的購買慾望，但左側選單直接列出所有廠牌型號，顯得非

常繁雜如圖2-4所示。 

 

圖2-4 Pchome線上購物  

 

2.2.3奇摩購物商城  

YAHOO奇摩[6]為目前最大的入口網站，購物中心不僅可供消

費者由預算選擇適合商品如圖2-5所示，不時也推出強打活動，

例如滿萬送千、購買特定品牌贈送購物金等，豐富的優惠活動讓

Yahoo購物商城成為台灣地區眾人皆知的一個網站，但促銷商品

圖片連結卻與實際商品頁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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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奇摩購物商城  

 

2.2.4愛順發購物網  

商品頁面清楚標示著購買安全機制認證圖示，使消費者買得

放心，相較於其他購物網，ISunfar愛順發[7]購物網色彩較為

簡單，減少對消費者衝擊性的色彩，較難以引起目光，而架上商

品品牌未使用英文，容易使消費者混淆如圖2-6所示。 

 

圖2-6愛順發購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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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比價王ePrice 

ePrice比價王[8]提供手機比價與網路討論，比起其他網站

的差別，最大的不同是它提供了每個品牌的討論區。同時提供買

與賣家的交流，也清楚的歸類3C產品，如手機、相機、平板等

不同的歸類。此網站有良好的編排，網頁不會太多撩亂，配色不

會有強烈對比，做得相當完善。若說到缺點，就是沒有設置購物

車與付款方面無法使用信用卡，以及他所販賣的商品是二手商

品，完全沒有全新商品，因為這是一個完全P2P的網站，這是相

當可惜的一個大缺點，如圖2-7所示。 

 

圖2-7比價王e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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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各個網站與本組網站的優缺點統整，如表2-2所示。  

 

表 2-2 網站比較表  

 
燦坤快 8. 

網路門市 

PChome 

線上購物 

YAHOO 

奇摩商城 

愛順發購物

網 

比價王

ePrice 
我們網站 

商品搜尋 ● ● ● ● ● ● 

關於我們 ● ● ● ●  ● 

購物車 ● ● ● ●  ● 

商品專區 ● ● ● ● ● ● 

聯絡我們 ● ● ● ●  ● 

購物流程  ● ● ● ● ● 

會員專區 ● ● ● ● ● ● 

最新消息 ● ● ● ● ● ● 

熱門商品 ● ● ● ● ● ● 

特惠活動 ● ● ● ●  ● 

商品比較     ● ● 

隱私權政

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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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工具 

ECSHOP[9]是一款基於 PHP+MySQL 開發，免費且開放原

始碼的網路商店系統。由上海商派網路科技有限公司製作，為提

供簡單快速高效的商務網站架設，可以根據自己的商品業務特徵

自行對 ECSHOP 進行修改製作，增加自己商店的特色及功能。

ECSHOP 除了注重功能上的強大之外更重要的特點就是操作上的

方便快捷。開發團隊設身處地為用戶著想，不需要太高的網路及

電腦知識即可輕易的架設有非常高的易用性。只需輕輕點滑鼠幾

下即可完成商店管理。ECSHOP 在系統架構，資料庫，程式等方

面皆以由專業人員編寫完成，保證了系統的穩定和效率，高效合

理的管理流程助您在瞬息萬變的商務活動中始終領先一步，掌握

市場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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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與設計 

  

3.1 系統架構 

本章節我們將逐一介紹本系統內部架構，包括3.1.1網頁架

構介紹，3.1.2管理者功能模組架構介紹，以及3.1.3使用者功

能模組架構介紹。 

   

3.1.1 網頁架構圖 

本組參考許多相關網站，擷取其優點，規劃初步架構後，經

過組員詳細討論後，最後完成此架構，如圖3-1所示: 

 

 最新消息是在首頁提供即時資訊，使瀏覽者能即時得到最新

的消息。 

 商品專區是把刊登的商品分類。 

 熱門商品為人氣商品瀏覽。 

 特惠活動為促銷商品與優惠。 

 商品比較是讓使用者比較商品差異。 

 會員專區提供會員註冊、資料修改與認證服務。 

 購物車是讓使用者放置選購商品。 

 商品搜尋是根據使用者所設條件搜尋商品。 

 關於我們為公司簡介、經營理念、團隊介紹。 

 聯絡我們則提供客服專線、線上客服、聯絡電話、地址、

FAQ。 

 隱私權政策為保護會員資料隱私性以及使用權。 

 購物流程為購買說明、付款方式、運送方式、退貨流程、售

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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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單查詢為提供會員查詢訂單的功能。 

 意見回饋為提供會員與賣家的溝通橋樑。 

首頁 最新消息

商品專區

會員專區

商品搜尋

關於我們

購物流程

熱門商品

商品比較

聯絡我們

隱私權

訂單查詢

意見回饋

購物車

特惠活動

 

圖3-1 網頁架構圖  

3.1.2 管理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管理者可以進入後台，管理會員、商品、訂單、意見回饋，

如圖3-2所示。 

 

圖3-2 管理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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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使用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使用者可操作註冊、購物車、訂單查詢、修改會員資料、意

見回饋、登入。如圖3-3所示。 

 

 

圖3-3 使用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3.2 功能模組設計 

在本章節我們將呈現我們所設計的管理者與使用者的功能模

組流程圖。 

3.2.1管理者功能模組流程圖 

進入會員管理介面，填寫會員資料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添加會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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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結束。進入會員管理介面，列出所有會員資料，勾選即將刪除

的會員，確認刪除會員，顯示會員刪除成功即結束。進入會員管

理介面，編輯會員資料，填寫所修改的資料，確認必填項目是否

填寫，若未填寫完全則返回填寫資料表介面，填寫完整則顯示會

員修改成功即結束，如圖3-4所示。 

 

圖3-4管理者功能模組-會員管理流程圖  



 

15 

 

進入商品管理介面，填寫商品資料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添加商品成功

即結束。進入商品管理介面，列出所有商品資料，勾選即將刪除

的商品，確認刪除商品，顯示商品刪除成功即結束。進入商品管

理介面，編輯商品資料，填寫所修改的資料，確認必填項目是否

填寫，若未填寫完全則返回填寫資料表介面，填寫完整則商品修

改成功即結束，如圖3-5所示。 

圖3-5管理者功能模組-商品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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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訂單管理介面，填寫訂單資料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添加訂單成功

即結束。進入訂單管理介面，列出所有訂單資料，勾選即將刪除

的訂單，確認刪除訂單，顯示訂單刪除成功即結束。進入訂單管

理介面，編輯訂單資料，填寫所修改的資料，確認必填項目是否

填寫，若未填寫完全則返回填寫資料表介面，填寫完整則訂單修

改成功即結束，如圖3-6所示。 

 

圖3-6管理者功能模組-訂單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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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會員留言介面，點選刪除留言，確認刪除留言確認後刪

除成功即結束，點選查看詳情回覆留言，若要清除回覆資料則點

選重置。確認必填資料是否填寫，如錯誤會返回回覆留言的介

面，正確則會顯示回覆留言成功即結束，如圖3-7所示。 

 

圖3-7管理者功能模組-意見回饋管理流程圖  



 

18 

 

3.2.2使用者功能模組流程圖 

進入會員註冊介面，輸入個人基本資料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

正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會員註冊成

功即結束，如圖3-8所示。 

 

圖3-8使用者功能模組-會員註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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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會員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會員登入成功

即結束，如圖3-9所示。 

 

圖3-9使用者功能模組-會員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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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會員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會員登入成功

即跳轉會員資料修改介面，輸入修改資料後送出確認資料格式是

否正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會員修改

成功即結束，如圖3-10所示。 

 

圖3-10使用者功能模組-會員修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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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會員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會員登入成功

即跳轉訂單查詢介面後結束，如圖3-11所示。 

 

圖3-11使用者功能模組-訂單查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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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會員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會員登入成功

即跳轉購物車介面，使用者選定商品後加至購物車後即可進入購

物車明細表查看購物車明細，也可點選清空購物車並回到首頁，

亦可點選更新購物車查看最新選購商品。進入購物車明細後可點

選刪除商品刪除選中商品，也可點選收藏商品將商品放入收藏

夾，並將商品從明細中刪除，亦可點選繼續購物回到首頁，最後

點選結帳進入結帳介面，輸入收貨人資料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跳轉商品配送方式介

面，選擇完配送方式後即可輸入訂單備註，輸入完畢送出後即結

束如圖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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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使用者功能模組-購物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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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會員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

確，如錯誤會返回填寫資料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會員登入成功

即跳轉輸入意見介面，輸入意見後送出即結束，如圖3-14所示。 

 

圖3-13使用者功能模組-意見回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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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資料庫設計 

因為使用ECSHOP所以資料庫已建置完畢但因為資料太龐

大，本組依照自己需求選取自己會使用到的資料內容。 

 

3.3.1資料表設計 

以下會員、商品、訂單明細、訂單、廠商資料表，欄位中有

加上底線為資料表的主鍵值。 

會員資料表(user)，為記錄會員的資料，本系統使用到以下

欄位，會員帳號、姓名…等，如圖3-15所示。 

 

圖3-14會員資料表(user) 

商品資料表(goods)，為記錄商品的資料，本系統使用到以

下欄位，商品編號、商品名稱…等，如圖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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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商品資料表(goods) 

訂單明細資料表(order-goods) ，為記錄訂單明細的資料，

本系統使用到以下欄位，訂單明細編號、購買數量…等，如圖3-

17所示。 

 

圖3-16訂單明細資料表(order-goods) 

 

訂單資料表(order-info) ，為記錄訂單的資料，本系統使用

到以下欄位，訂單編號、下單日期…等，如圖3-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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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訂單資料表(order-info) 

廠商資料表(brand) ，為記錄廠商的資料，本系統使用到以

下欄位，廠商編號、廠商名稱…等，如圖3-19所示。 

 

圖3-18廠商資料表(brand) 

3.3.2 ER Model 

從得到會員資料後會員下單至訂單系統，訂單系統內有會員

資料加上訂單資料，按照規則一位會員可下N個訂單。之後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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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連結至訂單明細系統，訂單明細內有商品編號、購買數量…，

按照規則一筆訂單內可能有N筆訂單明細。訂單明細之後連結至

商品商品系統內有商品價格、商品名稱、庫存量…按照規則一筆

訂單明細只會有一筆商品。如果商品需要訂購連結至廠商，廠商

系統內有廠商基本資料，按照規則N筆商品可能由同一個廠商提

供，如圖3-20所示。 

 

 

 

 

 

 

 

 

 

 

圖3-19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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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實作 

  

4.1 開發環境 

網站架設之伺服器設備與網站開發所使用軟體如表4-1、4-

2所示。 

表 4-1 網站 Server 設備 

中央處理器 CPU Intel Celeron E1500 2.2G 

記憶體 RAM 2 GB 

硬碟 HDD 500 GB 

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 SP1 

 

表 4-2 開發軟體表 

網站製作 

ECShop 2.7.2 

MySQL 

PHP Code 

繪圖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5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網頁瀏覽器 IE 5.0 以上 , Google Chrome 

 

4.2 網站展示 

圖4-1為酷拉風網站之首頁，使用者可以點選上方導航

列使用最新消息、商品專區、優惠活動…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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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網站演示圖1 

 
4.2.1 會員註冊及登入畫面 

會員註冊 

1.首頁右上角點選註冊 

 

圖4-2 網站演示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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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註冊畫面填寫會員基本資料＊號為必填項目 

 

圖4-3 網站演示圖3 

 

3.填寫會員基本資料即註冊成功 

 

圖4-4 網站演示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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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畫面 

1.右上角點選登入 

 

圖4-5 網站演示圖5 

 

2.進入會員登入畫面填寫會員名稱及密碼即登入 

 

圖4-6 網站演示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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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員登入完成 

 

圖4-7 網站演示圖7 

 

4.2.2 購物功能畫面 

 

1.選定商品加入購物車 

 

圖4-8 網站演示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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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購物車選擇繼續增加購物商品或結算 

 

圖4-9 網站演示圖9 

 

3.選擇結算進入商品清單，確認購買商品與收件人資料，以及選

擇付款方式與配送方式。

 

圖4-10 網站演示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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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擇以上流程後提交訂單 

 

 

圖4-11 網站演示圖11 

 

5.完成購物，取得訂單編號。 

 

圖4-12 網站演示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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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論 

 

  現代網路資訊的發達，不論在任何地區皆不受到限制，隨時隨地

透過網際網路進行購物，逐漸地取代於實體門市銷售。網路交易平台

是可以有效的節省成本的商業行銷，透過網路的特性，銷售不僅只是

單一地區的發展。 

  本組在建構網站的過程中，參考了許多的電子商務網站，發現要

建構一個商務網站並不是相當容易，除了流行趨勢商品以外，還需要

搭配促銷以及廣告，透過 Ecshop 這套軟體提供了詳細的功能，簡易

的方式便能修改前台設定，本組管理物流以及產品銷售也透過了

Ecshop 有了更容易管理的平台。 

  

隨著世代的變遷以及生活的便利，網際網路已經是生活上不可缺

少的一種資源，許多的人以最簡便的方式購買 3C、服飾、禮品禮盒

甚至食品。未來希望可以陸續引進智慧型手機以外的 3C 產品或智慧

型手機週邊商品，例如平板、行動電源、皮套等商品。將來也會陸續

的增加海外配送以及海外分部。估計海外配送開始營運後的 2 年後會

開始設定多國語言介面，並朝向全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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