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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日新月異的變化之下，人與人已經可以透過無形的網路進行

討論、互相分享資訊、進行買賣交易行為來達到無限的組合。隨著時

代的進步，實體商店也紛紛在網路上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來帶動更廣

泛的客源，達到無論何時都能行銷的功用。 

本研究的目的是為勁葉輪業行建立一個方便使用者直接瀏覽並消

費的電子商務網站。藉由得知使用者的需求，將勁葉輪業行與網路商

店作結合，提供另一種銷售模式，利用網路行銷改變舊有商店的行銷

模式，讓使用者以會員模式直接在網路上了解產品資訊並線上購買，

幫助勁葉輪業行提高其服務品質，讓勁葉輪業行有其曝光的機率增

高，達到降低實體店面的營運成本，也可滿足使用者們的期待。 

 

關鍵字:電子商務、勁葉輪業行網站建置、網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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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在商業活動以來，新經濟現

象帶來許多數位的衝擊與變革。資訊的傳遞速度急遽增加、網路

虛擬商店也廣泛擴散的設立，網路科技帶動人們體驗了資訊無國

界的便利。 

網路購物運用先進資訊科技來達到無時間與無空間的限制、

降低組織營運成本、提高作業效率，及增加顧客滿意度的多重目

標，吸引更多人上網選購。因此全球使用網際網路的用戶人數也

就大幅提升。 

根據資策會的調查資料顯示[1]， 2012 年 06 月底止我國有

線寬頻網路總體用戶數為 534 萬。在個別連線類型方面，xDSL

為 170 萬 用戶 ；而有 線電 視纜 線數據 機寬頻 上網 （ Cable 

Modem）為 99 萬用戶；光纖（FTTx）為 265 萬。目前用戶仍持

續穩定增加。在整體網際網路用戶數方面，將各種商用網際網路

連線方式用戶數經過加權運算，並加上學術網路（TANet）用戶

數，扣除低用度用戶、一人多帳號與多人一帳號等重複值後，從圖

1.1 中可看到 2012 年我國經常上網人口已突破 1,100 萬大關，為

1,104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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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如上所知，網際網路的發展已經全面改變人類的生活，交通

方面也是如此。因近這幾年來，物價不斷上漲，生活上的費用也

漸漸的增加，對於交通部份來講，許多家庭的外出交通工具也都

由汽車改騎機車，從交通部統計查詢網站得知[2]，圖1.2所示，機車

使用量一年比一年多，與汽車相比，既方便停車也可減少許多油錢

上的費用。因此，透過網路資訊，選擇以機車行業「勁葉輪業

行」做為分析，建置一個ECShop系統的網路商店，使要購買機車

的使用者可以開啟電腦搜尋勁葉輪業行的網站就能購買適合自己

想要的代步交通工具。 

 

 



 

3 

14,365,442

14,604,330

14,844,932

15,173,602 15,210,684

14,000,000

14,200,000

14,400,000

14,600,000

14,800,000

15,000,000

15,200,000

15,400,000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機動車輛數（輛）

資料來源：交通部（2012/02）

圖1.2 機動車輛登記數 

 

1.2 研究目的  

在臺灣家家戶戶大大小小的家庭，都幾乎有輛機車。隨著科技的

進步，機車也慢慢走向電腦噴射化，不再是以前傳統化油器版的機

車，必須有先進設備和專業知識，搭配電腦分析機車問題點向使用者

說明，讓使用者了解機車保養維修上的認知。建置屬於勁葉輪業行

的網站，除了打響店裡的知名度外，還要讓使用者都能認識我們所具

備的能力與知識。 

一、 商品介紹：介紹機車車種、機車零件，讓使用者能夠方便選

購。 

二、 即時資訊：以最快的速度更新最新訊息，讓使用者知道有哪

些最新情報。像是最近有出哪種最新的款式，又或者哪些商

品有促銷及優惠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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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上購物：設立「購物車」，讓使用者把自己中意的商品放

入至購物車裡面，輕鬆購買結帳。 

四、 線上服務：用心了解使用者想要的是什麼，真誠的幫使用者

解決問題。 

 

1.3 研究流程  

 

圖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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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是透過資訊與通訊科技、電腦，將傳統實體的商務流

程，部分或是全部都經由網路來與其他廠商完成商品交易的過程，在

與顧客、供應商等不同的角色間，創造出虛擬商務行為（Virtual 

Commerce）與電子化企業（Electronic Business）[3]。 

運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來經營企業的方式，總體可歸為四種

經營模式，如表 2-1。 

 

表 2-1 電子商務的基本型態 

 企業（Business） 消費者（Consumer） 

企業（Business） B to B B to C 

消費者（Consumer） C to B C to C 
 

一、 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電子商務 

利用科技與網路從事商業活動，並透過上、下游資訊的整合，增

強競爭力，此部分透過的網路即是所謂的商際網路（Extranet），

Extranet 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為了整合上、下游資訊以增強競爭力所

建構的電腦網路[4]。例如:文筆天天網[5]。 

 

二、 B to C（Business to Consumer）電子商務 

指企業透過網際網路對消費者個人進行的商業行為或服務。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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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性活動，企業面對的顧客並無特定的對象，主要是提供顧客一個

購物環境，顧客可以藉由網站來瞭解商品資訊[6]。例如: 胖達人手感

烘焙[7]。 

關於 B to C 電子商務可分為三個基本部份組成，如下圖 2.1。 

 

圖 2.1 B to C 的組成  

 

 入口網站(Portal) 

提供給消費者了解車行的現況、產品的種類、說明相關資訊以及

服務項目。 

 網路交易(Transaction Aggreators) 

透過網站查詢目前推銷的車種、零件以及相關產品的折扣、問與

答。 

 網路廣告(Advertsing Network) 

透過部分行銷，建立信任感與知名度，或以部分消費以讓消費者

在搜尋的時候能見度達到，將網路商店推出去。 

 

三、 C to B（Consumer to Business）電子商務 

指顧客與企業間的電子商務關係而言，任何商號或企業皆可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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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建立自己的全球資訊網站與電子商務經營網頁，直接與來自世界

各地的客戶或消費者進行交易，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一般消費者

或企業型客戶也可經由瀏覽器查詢及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並透過安

全交易及支付機制付款，可直接下載電子化商品，再經由傳統或新興

物流通路取得實體貨品[6]。例如:123 團購網[8]。 

 

四、 C  to C（Consumer to Consumer）電子商務 

指消費者可用來建立與其他消費者間的商業連結模式[9]。例如：

PChome 線上購物[10]…等拍賣網站已是最好的 C to C 例子。 

 

在網路交易的過程中，我們會碰到金額出入、貨款運送等事物，

而以下圖 2.2 將它分為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設計流、服務流

六大構面來做細微討論[4]。 

 

圖 2.2 電子商務六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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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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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了銷售、產品促銷、商情蒐集、消費者行為分析等活動。而電子商

務的商流定義也是如此，不論何種形式的電子商務(B to B 或 B to 

C)，在交易時都會有上述情形產生[3]。 

 

2. 物流 

與實體上物流相似，但著重在廠商將產品送至消費者手上這一

段。因為，當消費者透過網路在網站上直接下單，除了非實體商品

(如：軟體等)，否則廠商無法自己將實體產品送給消費者，必須透過

物流系統運送。例如，選擇從物流切入電子商務市場的統一超商，推

出「7-ELEVEN 購物便」品牌，由其負責實體配送到店與發展出宅配

服務，希望藉由完整配送機制來建立適合實體通路與網路商店結合的

交易模式[4]。工作流程可大略分為前置、運送、後置，如圖 2.3。前

置包含消費者下單後，將物品檢查、包裝，之後運送到消費者使用，

如有瑕疵、不滿意、遺漏部分等等，在進行後置處理，以免影發消費

者的反感。 

 

圖 2.3 物流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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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流 

指資金的移轉，也包括資金移轉過程中的相關訊息，目前所產生

的消費方式有信用卡付款、立即付款、離線付款、貨到付款。如信用

卡的付款授權訊息、進帳通知明細等。此為電子商務交易最關鍵且又

困難的部分，傳統我們藉由銀行之間的轉帳或匯款來進行，而現在希

望能夠運用網路來傳遞，其安全的顧慮可想而知。所以目前已貨到付

款較為受消費者青睞[6]。 

 

4. 資訊流 

指資訊的交換。包含各項資訊交換、經營決策與管理分析等。電

子商務上的資訊流是透過網站上的留言板、監測軟體等，來蒐集有關

的消費者資訊[9]。例如:三陽機車官方網站[11]建置一個資訊入口網

站，可在網站上查詢最新車款、價格、介紹等情報。 

 

5. 設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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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協同商務方面，強調企業間設計流程資訊的共用。例如產

品設計圖、工程繪圖…等，都可透過網際網路和合作廠商，甚至是消

費者共同設計或是修改，以達到最佳的狀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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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務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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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它主動提供個性化的網路服務，還根據需求把

資源加以整合，提供完整的服務，及提供高效率且快速的服務…等

[4]。簡單來說就是售後服務、問題解答，以及目前所有的 7 天鑑賞

期，強調『顧客至上』。 

 

2.2 相關電子商務網站  

本章節比較了台灣機車網、高動力機車行、全富車業實體有

限公司、非常機車官方網站、momo 購物網-機車專區五個相關網站，

以下分別介紹，並舉出它們的優缺點。  

 

台灣機車網[12]是以收售中古車做為行銷，把待售中古車的車

種、顏色、年份、價格及交車地等資訊顯示在首頁上，如圖 2.4 所

示。除了銷售中古車外，也有設立論壇及相關連結可供使用者遊覽。

但網頁資料並無定期更新管理，使用者無法取得最新資訊。 

優點： 

1. 提供論壇討論區，供使用者互相交流、分享資訊。 

2. 提供相關網站做連結。 

缺點： 

1. 文字顏色與背景顏色相近，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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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資訊太少，只能電話詢問或去實體店面做進一步的了解。 

3. 沒購物車功能。 

 

 

圖2.4 台灣機車網 

 

高動力機車行[13]的首頁與標題項目文字採用紅白顏色搭配分

明，提供聯絡客服、查詢功能、開立社群網站粉絲團、使用者心得分

享，如圖 2.5 所示。不過商品資料不是很齊全，還有一些的商品尚未

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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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首頁顏色簡單不雜亂。 

2. 提供查詢功能。 

3. 開立社群網站，提高知名度。 

4. 供使用者分享心得。 

缺點: 

1. 有的商品圖片標示的只是機車，內容並無詳細介紹圖片和作用，

只敘述商品符合這種車款。 

2. 部分相關機車零件用系統直接讀取價格，需電話詢問實際物品，

這方面會讓使用者較不清楚容易模糊。 

 

 

圖2.5 高動力機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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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富車業實體有限公司 [14]提供了機車相關常識、使用者心得

分享、線上服務、留言板…等，如圖 2.6 所示。但在整體介面上有點

過於擁擠而使文字有的很小，看不是很清楚。 

優點： 

1. 提供機車相關常識，讓使用者知道如何保養機車，增加機車的壽

命，使用上更安全。 

2. 分享使用者之心得，可供其他使用者做參考。 

3. 有線上服務、留言板，速快解決使用者的問題。 

缺點： 

1. 排序太緊密擁擠。  

 

 
圖 2.6 全富車業實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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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機車官方網站[15]的首頁做的一目了然，頁面底色清楚，並

有開立社群網站粉絲團，如圖 2.7 所示，且使用者提出的問題也都答

的詳細明瞭，但商品種類太少，無法提供使用者太多的選擇。 

優點: 

1. 首頁在設計和顏色上非常清晰。 

2. 在討論區上，使用者的問題管理者都有確實回覆，讓使用者覺得

都有受到重視，這是很好的學習方式。 

3. 開立社群網站，提高知名度。 

缺點: 

1. 提供商品有限，選擇性少。 

 

 

圖 2.7 非常機車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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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 購物網-機車專區[16]提供了最新的線上資訊，而且相關商

品種類多，廠牌分類確實詳細，但首頁上排有其他種類的商品，有點

眼花瞭亂，如圖 2.8 所示。 

優點： 

1. 提供最新商品資訊。 

2. 商品種類多、廠牌分類明確。 

缺點： 

1. 版面配置複雜。 

2. 付款方式少。 

 

 

圖 2.8 momo 購物網-機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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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每個網站互相比較之下，各各都有呈現出優點及缺點，透過

這五個網站之優缺點，統整出比較表格，如表 2-2。這樣子在製作網

站上，就可以針對缺點的部份下去改進，並且加以修改所需要更正的

地方，再參照優點配合下，就能夠把網站介紹得更詳細更完全。 

最新消息是一定要有的，使用者第一時間就能掌握情報，並且先

了解有關機車上任何訊息。在商品搜尋中，必須有詳細圖片和產品介

紹，內容盡可能明瞭清楚，不能點進去就只有機車或者無圖片，應定

期更新，應有盡有，才能善用網站把產品銷售出去。至於會員中心，

只要有加入會員者，如有活動期間優惠方案，就可以獨享優惠。購物

專區方面，須建置購物車功能，讓使用者能慢慢挑選自己想要的商

品，並且標示價格。討論區是讓使用者分享自己的心得，使用者與使

用者彼此之間也可以互相交流，更可以提出對勁葉輪業行所需改進的

建議及觀點。 

另外，在首頁的頁面上，不能配置的太複雜，應當簡單清晰，色

彩搭配明亮清楚，如果太暗還是顏色不明顯，在使用者操控下可能較

模糊不懂，在參考其它網站下，問題都不盡相同，所以建置網站，都

要考慮到很多的細節，要如何規劃，才能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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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網站功能比較表 

 
台灣 
機車 

高動力

機車行 
全富 
車業 

非常 
機車 

momo 購

物網-機
車專區 

勁葉 
輪業行 

最新

消息       

商品

搜尋    
   

會員

中心       

購物

專區       

購物

車       

購物

流程    
   

聯絡

我們     
  

討論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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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CShop 介紹  

ECShop 是 Shopex 公司推出的一款 B to C 獨立網路商店系統，適

合企業及個人快速構建個性化網路商店。系統是基於 PHP 語言及

MYSQL數據庫構架開發的跨平台開放原始碼程序。 

ECShop 細心聽取每一位使用者的需求與建議，不僅設計了人性

化的網路商店管理系統幫助使用者快速上手，還根據所有人的購物習

慣改進了購物流程，讓使用者實現更好的購物體驗。 

經過近兩年的發展，ECShop 網店系統無論在產品功能、穩定

性、執行效率、負載能力、安全性和 SEO 支持(搜索引擎優化)等方

面，都成為了最流行的購物系統之一[17]。 

 

2.4 ECShop 功能介紹  

 靈活的模板機制： 

ECShop 開發了獨有的高效模板引擎(2.15 以前版本使用 smarty

模板引擎)，並結合了 Dreamweaver 的模板和媒體庫功能，使得

編輯製作模板變得更簡單。 

 開放的外掛程式機制： 

支付、配送，會員整合都是以外掛程式形式實現。使用者可以

隨時增加或變更的支付模式和配送體系。ECShop 支援大部分

PHP 開發的論壇系統，內含 discuz，phpwind 等，只需在後台做

簡單參數配置，即可完成會員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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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AJAX 化： 

ECShop 使用目前流行的 AJAX 技術，批量資料編輯變得更迅

速，方便。 

 促銷功能： 

ECShop 提供了積分、紅包、贈品，奪寶奇兵等多種促銷方法。 

 高效率的代碼和執行性能： 

通過改善代碼與資料庫結構，配合 ECShop 獨家設計的快取機

制，在不考慮網速的情況下，網路商店動態頁面與純靜態頁面

訪問速度相當。 

 一般功能的更完善實現： 

針對一般功能尤其是後台管理和購物流程，ECShop 進行了更簡

潔的設計，實現更好的使用者體驗。 

 搜索引擎改善： 

在 SEO （搜尋引擎改善）上，ECShop 獨家支援兩種 URL 重寫

模式，並且是同類軟體中第一家支援 google / yahoo / microsoft 

三家共同發佈的 sitemaps 0.9 網站索引規範，能夠為站台被搜尋

引擎收錄做到最大限度的支援和說明。 

 內置手機短信通訊閘： 

ECShop 內置手機短信通訊閘，支持會員訊息群發，訂單提醒等

功能。 

 多語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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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繁體、簡體、英文。 

 原始碼開放： 

使用者可根據自己的需求對 ECShop 進行定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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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與設計 
3.1 系統架構  

本章節3.1系統架構要介紹的包含有3.1.1網頁架構圖、3.1.2

管理者功能模組架構圖及3.1.3使用者功能模組架構圖之介紹。 

 

3.1.1 網頁架構圖  

本網站可以分為回到首頁、商品介紹、購物專區、會員中

心、最新消息、服務專區、討論區、關於勁葉基本八大類，如圖

3.1所示。商品介紹：提供了機車規格表。不只是介紹其商品，

這也是讓使用者可以快速的選擇自己想要的商品。購物專區：商

品有機車及零件可選擇，使用者只要透過網路線上點選，就能知道

商品資訊，讓使用者方便購買。會員中心：加入會員後，即可建立

基本資料，提供查詢購買商品的訂單狀態等其他資訊。最新消息：介

紹新款車種、吸收相關活動與資訊，可以讓使用者得知最新車種和購

買選擇。服務專區：提供詳細的基本購物流程、機車保養維修手冊及

FAQ，閱讀後能讓使用者安心做選購。討論區：非會員及會員有任何

疑問或建議，都可以透過留言互相做討論，管理者也會以最快的時間

內做回覆。關於勁葉：介紹店長、員工，也提供聯絡方式與實體店面

的確切位置，讓使用者能方便的找到勁葉輪業行，不管是有任何的疑

問或來店進行保養維修，勁葉輪業行都樂於為所有喜愛勁葉的會員們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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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網頁架構圖 

 

3.1.2 管理者功能模組架構圖  

管理者的功能模組架構主要分別為會員管理、商品管理及訂

單管理這三大類功能，如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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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的功能模組架構分別為註冊、登入、會員資料修改、

訂單查詢、購物紀錄查詢、會員留言、購物車之功能，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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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節3.2功能模組設計要介紹的包含有3.2.1管理者功能模

組流程圖、3.2.2使用者功能模組流程圖之介紹。 

 

3.2.1 管理者功能模組流程圖  

管理者的功能模組流程，分別為會員管理、商品管理、訂單

管理之三類管理，如圖3.4至3.6之流程圖。 

 會員管理 

管理者經由網站首頁進行登入動作，登入帳號及密碼後，確

認帳號及密碼無誤後即可進入後台進行網站會員資料管理，

以新增、刪除、修改、查詢會員和回覆、移除留言為主。若

輸入失敗則會出現提醒可再次從新輸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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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會員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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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管理 

管理者經由網站首頁進行登入動作，登入帳號及密碼後，確

認帳號及密碼無誤後即可進入後台進行網站商品資料管理，

可加入商品、商品編輯、刪除商品及商品分類為主。輸入商

品名稱或分類名稱等資料執行後存入資料庫，若輸入失敗則

會出現提醒可再次從新輸入即可。 

 
圖3.5 商品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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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單管理 

管理者經由網站首頁進行登入動作，登入帳號及密碼後，確

認帳號及密碼無誤後即可進入後台進行網站訂單資料管理，

以是否確認或移除此筆訂單或查詢訂單為主。若儲存或查詢失敗

則會出現提醒可再次從新輸入即可。  

 
圖3.6 訂單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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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使用者功能模組流程圖  

使用者的功能模組流程，分別為會員註冊、會員中心、購物

車之流程圖，如圖3.7至3.9之流程圖。 

 會員註冊 

使用者進入註冊介面，輸入基本資料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如錯誤會返回填寫的介面，正確則會顯示註冊成功即結束。 

 

圖3.7 會員註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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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中心 

使用者經由網站首頁進行登入動作，登入帳號及密碼後，確

認帳號及密碼無誤後即可進入會員中心。會員中心包含了會

員資訊、我的訂單、我的收藏、會員留言。 

會員資訊：使用者進入會員中心的會員資訊介面，即可修改

個人資料，修改完後送出確認資料是否正確，若確認失敗則會出

現提醒可再次從新修改即可。我的訂單：進入會員中心的我

的訂單介面，會列出訂單資料，可輸出單筆訂單詳細資訊或

者查詢購物紀錄，最後也可選擇合併訂單，以多張訂單合併

為一張訂單即可結束查詢。我的收藏：進入會員中心的我的

收藏介面，從之前收藏的商品中即可選擇加入購物車進行結

算，或者也可刪除收藏繼續後續動作。會員留言：進入會員

中心的會員留言介面，可加以留言，也可刪除留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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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會員中心流程圖 

 

 購物車 

使用者經由網站首頁進行登入動作，登入帳號及密碼後，確

認帳號及密碼無誤後返回網站首頁，尋找商品並把想要的商

品加入購物車或加入收藏，從會員中心可做收藏查詢，不收

藏，可按刪除，若確定要購買商品，可做結算程序，填寫收

貨人、支付方式等訂單資料，確定後送出訂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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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購物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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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庫設計  

本章節 3.3資料庫設計要介紹的包含有 3.3.1資料表設計、

3.3.2ER Model之介紹。 

 

3.3.1 資料表設計  

本章共有會員users、廠牌brand、供應商suppliers、訂單order-

info、訂單明細order-goods、商品goods六個資料表。主鍵為橫線做底

線，外來鍵則為波浪做底線，詳細內容如表3-1至3-6之表格。 

 

表3-1 會員users資料表 

中文欄位

名稱 
英文欄位名稱 資料屬性 範例/備註 

會員編號 user id mediumint (8) 
以台灣人只有三千多萬人為例，取到

8 位數。 

會員名稱 user_name varchar(60) 
以全地球人的名字長短都不一樣，故

取 60 字元。 

密碼 password varchar(32) 
會員密碼最多為 32 字碼，故取 32 字

元。 
性別 sex tinyint(1) 以選單直接選擇性別。 

生日 birthday date 
西元年/月/日 
範例：○○○○/○○/○○ 

家庭電話 home_phone varchar(20) 
家裡電話最多 8 碼加上區域最多 4
碼，如有超出，故取 20 字元。 
範例: 04-23583896 

行動電話 mobile_phone varchar(20) 
如有兩支手機最多 20 碼，故取 20 字

元。 
地址 address varchar(120) 以縣市鄉鎮地區號，故取 120 字元。 

電子郵件 email varchar(60) 

參考 YAHOO 和 GOOGLE 信箱申

請，在@之前最多可打 32 字元，故取

60 字元。 
範例:XXXXXXXXXXXXXXXXX@ 
         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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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廠牌brand資料表 

 

表3-3 供應商suppliers資料表 

中文欄位名

稱 
英文欄位名稱 資料屬性 範例/備註 

供應商編號 suppliers_id smallint(5) 範例:00000~99999 

供應商名稱 suppliers_name varchar(255) 

文字(255)，因可以中、英文混合

或全英文和全中文用名，故最大

可 255 個字。 
範例:apple peter.......... 股份有限公

司。 

電話 tel varchar(60) 
電話最多 8 碼加上區域最多 4
碼，如有超出，故取 60 字元。 
範例: 04-23583896 

手機 mobile varchar(60) 
如有兩支手機最多 20 碼，故取 60
字元。 

地址 address varchar(120) 
以縣市鄉鎮地區號，故取 120 字

元。 

 

 

 

 

 

 

 

 

 

 

 

中文欄位

名稱 
英文欄位 

名稱 
資料屬性 範例/備註 

廠牌編號 brand id smallint(5) 範例:00000~99999 

廠牌名稱 brand_name varchar(60) 
文字(60)，可以為中文英文，以店家去評

估，60 字元已足夠，故取 60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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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訂單 order-info 資料表 

 

 

 

 

 

 

 

 

 

中文欄位

名稱 
英文欄位名稱 資料屬性 範例/備註 

訂單編號 order_id mediumint(8) 
以 103 年開始的第 1 筆資料為例，其

餘補 0。 
訂單編碼為 10300001。 

訂單狀態 order_status tinyint(1) 以選單直接顯示未確認,未付款,未發貨 

會員編號 user id mediumint(8) 
以台灣人只有三千多萬人為例，取到

8 位數。 

收貨人 consignee varchar(60) 
以全地球人的名字長短都不一樣，故

取 60 字元。 

電話 tel varchar(60) 
電話最多 8 碼加上區域最多 4 碼，手

機最多 10 碼，故取 60 字元。範例: 
04-23583896 

地址 address varchar(255) 以縣市鄉鎮地區號，故取 255 字元。 

電子郵件 email varchar(60) 

參考 YAHOO 和 GOOGLE 信箱申

請，在@之前最多可打 32 字元，故取

60 字元。 
範

例 :XXXXXXXXXXXXXXXXX@yaho
o.com.tw 

加入時間 add_time int(10) 
西元年/月/日 
範例：○○○○/○○/○○ 

出貨時間 shipping_time int(10) 
西元年/月/日 
範例：○○○○/○○/○○ 

運費 shipping_fee decimal(10,2) 新台幣單位元容許小數點後二位。 
訂單金額 order_amount decimal(10,2) 新台幣單位元容許小數點後二位。 
發票編號 invoice_no varchar(255) 統編基本固定為 8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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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訂單明細 order-goods 資料表 

 

表3-6 商品 goods資料表 

中文欄位 
名稱 

英文欄位名稱 資料屬性 範例/備註 

商品編號 goods id mediumint(8) 
以 103 年開始的第一筆資料開

始編輯，年月日往下列出流水

編號，範例:1030101001。 

商品名稱 Goods_name style  varchar(60) 
以 60 字為限，將特色列上取

名。 
商品類型 Goods_type smallint(5) 以零件、機車…等為準。 

商品庫存量 Goods_number smallint(5) 為最大數量(萬)。 
廠牌編號 brand id smallint(5) 範例:00000~99999 

供應商編號 Suppliers_id smallint(5) 範例:00000~99999。 

本店售價 Shop_price decimal(10,2) 
新台幣單位元容許小數點後二

位。 

關鍵詞 keywords varchar(255) 

文字(255)，可中、英文混合或

全英文和全中文用名，故最大

可 255 個字。 
範例:三陽”機車”。 

 

中文欄位名稱 英文欄位

名稱 
資料屬性 範例/備註 

訂單明細編號 Rec id mediumint(8) 
以 103 年開始的第 1 筆資料為例，其

餘補 0。 
訂單編碼為 10300001。 

訂單編號 order_id mediumint(8) 
以 103 年開始的第 1 筆資料為例，其

餘補 0。 
訂單編碼為 10300001。 

商品編號 goods_id mediumint(8) 
以店家去評估，8 字元已足夠，故取 8
字元。 

購買數量 goods_nu
mber smallint(5) 為最大數量(萬) 

支付狀態 pay_statu
s tinyint(1) 狀態呈現如：銀行匯款/轉帳 

小計 goods_a
mount decimal(10,2) 新台幣單位元容許小數點後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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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ER Model 

圖 3.10 是勁葉輪業行網站的 ER Model，分類為會員、訂單、訂

單明細、商品、廠牌、供應商這六大資料庫類型。 

從會員系統經過訂貨至訂單系統，訂單系統內有會員資料和訂單

資料，按照規則一位會員可下n個訂單。之後從訂單系統連結至訂單

明細系統，訂單明細系統內有商品編號和購買數量等等…，按照規則

一張訂單內可能有n筆訂單明細。從訂單明細系統經過出貨連結至商

品系統，商品系統內有商品名稱和商品庫存量和商品類型等…，按照

規則一張訂單裡可能有n筆商品。如果商品系統需要進貨連結至供應

商系統，供應商系統內有連絡的基本資料，按照規則n筆商品可能由

同一個供應商提供。而商品系統屬於廠牌系統，廠牌系統內有廠牌編

號，按照規則n個商品可能有一個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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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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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實作 
4.1 開發環境 

本章節 4.1開發環境要介紹的包含有 4.1.1伺服器的配備及

4.1.2開發軟體之介紹。 

 
4.1.1 伺服器的配備  

勁葉輪業行網站採用的伺服器配備，詳細說明如下表4-1所

示。 

 
表4-1 伺服器的配備 

 規格 
處理器  Intel® Celeron® CPU E1500 @ 2.20GHz 
記憶體  2.00GB 
顯示卡  Intel® G41Express Chipset  
硬碟  500G 

其他設備  CD-ROM  
作業系統 Windows 7 

 
4.1.2 開發軟體 

勁葉輪業行網站開發的軟體有 ECShop、Microsoft Visio、

Adobe Illustrator及Adobe Photoshop，版本如下表4-2所示。 

 

表4-2 開發軟體 

軟體 版本 
ECShop V2.7.2 

Microsoft Visio 2010 
Adobe Illustrator CS6 
Adobe Photoshop 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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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展示  

本章節4.2網站展示要介紹的包含有4.2.1會員註冊及登入畫

面與4.2.2購物流程之介紹。 

 
使用者進入勁葉輪業行網站首頁之後，可以選擇免費註冊成

為會員。本站提供了搜尋功能：輸入關鍵字，找商品更方便。商

品介紹及購物專區：了解商品資訊，購買更順利。最新消息：提

供新資訊、吸收新資訊。服務專區：為會員簡單講解購物的流程

及提供機車保養維修手冊，並篩選出大家常見的問題。討論區：

開放非會員及會員互相討論之平台。關於勁葉：提供完整的連絡

方式。公告區：開出不同優惠，滿足會員購買欲望。友情連結：

連結相關知名店，如圖4.1。 

圖4.1 勁葉輪業行網站首頁 

（http://120.108.138.94:8080/moto696/upload/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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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會員註冊及登入畫面  

ㄧ、會員註冊 

進入首頁後，使用者可以點選右上角[免費註冊]加入會員。點選

之後輸入個人基本資料，系統會自動辨識資料輸入是否正確，提醒是

否需做更改，如圖4.2所示。資料輸入都正確的話會告知可以註冊，點

選[立即註冊]。在註冊期間，使用者若隨意跳轉畫面，資料將會遺

失，必須重新輸入。 

圖4.2 註冊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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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註冊資料送出無誤之後，系統將會跳出“註冊成功”的畫面，

如圖4.3所示。 

圖4.3 系統資訊-會員註冊成功 

 

跳出“註冊成功”畫面之後，使用者5秒內沒有動作，系統將會

自動跳轉至[會員中心]，如圖4.4所示。供使用者有更多的選擇可做參

考。 

圖4.4 會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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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登入 

進入首頁後，加入本站會員者可以點選右上角[登入]即可，若沒

登入將默認為訪客。使用者登入只要輸入原先註冊的資料及驗證碼

後，可點選[請儲存我這次的登入資訊]，也可不點選，輸入完畢，在

點選[立即登錄] ，如圖4.5所示。 

圖4.5 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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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登入資料輸入錯誤，系統會跳出有哪些資料輸入不正確的畫

面，如圖4.6所示。如使用者在5秒內沒有動作，系統將會自動轉回登

入畫面，讓使用者再重新登入。 

圖4.6 系統資訊-會員登入資料輸入錯誤 

 

若登入資料輸入正確，系統會跳出“登入成功”的畫面，如圖4.7

所示。使用者也在此畫面停留5秒內沒有動作，系統將會自動轉回首

頁畫面。 

圖4.7 系統資訊-會員登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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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購物流程  

使用者可以點入勁業輪業行網站的[購物專區]瀏覽自己想要的商

品，進入觀看詳細商品資訊，如圖4.8所示。 

圖4.8 購物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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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點選商品後，可點選[收藏該商品]，也可點選[立刻購買]，

如圖4.9所示。 

圖4.9 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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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選擇[收藏該商品]，則會跳出“該商品已經存在於我的收藏

中”之訊息，如圖4.10所示。 

圖4.10 商品加入收藏 

 

但如重複收藏商品，系統將會提醒使用者“該商品已經存在於我

的收藏中”，如圖4.11所示。 

圖4.11 商品重複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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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若想觀看收藏的商品時，需點選[會員中心]，使用者便可

在[我的收藏]觀看自己所收藏的商品，可做[加入購物車]立即購買商品

或從收藏中的商品[刪除收藏]此商品，如圖4.12所示。 

圖4.12 會員中心-我的收藏 

 

若使用者選擇了從我的收藏中刪除商品，系統即會跳出視窗做最

後確認，請使用者謹慎選擇，如圖4.13所示。 

圖4.13 刪除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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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者選擇把收藏中的商品加入購物車，系統即會跳出視窗詢

問“如果希望馬上結帳，點[確定]”、“如果希望繼續購物，點取

消”的選項，如圖4.14所示。 

圖4.14 商品加入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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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選擇馬上結帳，即會出現圖4.15的畫面。之後發現商品有誤，

即可點選[刪除收藏]或者[清空購物車]，就會取消清單上的商品。若發

現購買數量不符，即可直接更改數量，點[更新購物車]，就會更新所

更改完畢的資料。若改變主意想繼續購物，即可點選[繼續購物]。若

資料都確定無誤，不想繼續購物，即可點選[去結算]。 

圖4.15 購物清單(一) 

 

點選結算後，即會跳到[確認收貨人資料]畫面，如圖4.16所示。

填寫完收貨人資訊後，確認填寫無誤，即點選[配送至這個位址]。 

圖4.16 購物清單-收貨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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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配送至這個位址]後，會跳入到購物清單最後確認之畫面，

如圖 4.17 所示。商品及收貨人資訊若有誤，使用者還是可以最後再做

修改之動作。配送及付款方式填寫完畢後，使用者也可在[其他資訊]

上留下要給管理者的訊息，再按下[提交訂單]。 

圖4.17 購物清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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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提交訂單後，系統將會告知使用者訂單送出成功，並顯示訂

單號碼及配送方式等其他資訊，如圖4.18所示。供會員查詢進度以及

紀錄。 

圖4.18 訂單明細 

 

若之前如圖4.9，當點選[立即購買]時，系統也會與圖4.14至圖

4.18的流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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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經過組員大家同心協力的攜手合作下，終於幫勁葉輪業行製

作一個在網路上可以運作行銷的電子商務網站。這不僅是單純的

讓顧客族群增加，慢慢地也能從網站發佈任何訊息以及各種資

訊，而不用只靠實體店面才能和顧客做進一步的接觸，有了這網

路方面的建置，搭配現實與虛擬世界的服務更是如虎添翼。 

由於未來的趨勢逐漸在快速更新，在機車行業的店面經營、

專業維修技術和顧客對話中，都代表著這一家店給顧客的形象感

覺和可信度，而要創造出與眾不同的價值，就要更進一步的提

升，透過這次專題在研究過程中，了解到機車和網路世界是現今

大多數人幾乎每天所一定要接觸的，而比例一年比一年還多，所

以幫勁葉輪業行建構電子商務網站，藉由網路傳播的特性，讓消

費者知道如何有保養機車的理念以及增加騎乘時的舒適與安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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