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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發展的網際網路環境帶給人們許多便利性，在網路平台進行

商務交易行為更是現今的趨勢，而透過網路做為行銷、轉型，更是為

公司、店舖創造了不少商機及優勢。 

本專題將圖形辨識系統應用 Gog gles 與電子商務網站的結合，

讓使用者可以將鞋子的照片利用拍照、資料夾圖片上傳、影像擷圖，

可以快速的連結到店家網路鞋店平台並使用手機下單功能；在實體鞋

店也可以讓店員使用圖形的搜尋找到該店內的鞋款資料，可以有效的

節省人力以及時間，客戶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知道該鞋款資訊。 

 

    辨識技術在要求自動化的時代中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因 

為自動化所使用的機械視覺系統必須與外界事物能做適當的訊息交

流，所以在機器視覺感測系統必須有充足的辨識能力。本小組建置電

子商務網站結合雲端資料庫及圖形辨識系統增進店家及客戶間的資

訊交流並使用 Opencart、 Photoshop CS4、Flash CS4 等軟體，網

頁其功能包括店面資訊、最新消息、商品訊息、聯絡方式、會員管理、

購物車等功能，藉此為網站達到宣傳效果並開發潛在客戶帶來市場商 

機。 

 

關鍵字:圖形辨識、鞋店、Gog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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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圖像辨識為人類對於自動化辨別、比對的最高指標，從過去的身

分辨識系統就不斷的出現相關題材，利用圖像辨識能使雲端資料庫接

收人類所發出的圖像或是訊息，有了這些圖像，雲端資料庫將可比對

出人類想要知道的相關圖像資訊，進而提供人類不知道的訊息，且可

與人類互動來訓練資料庫與其圖像的資訊，演變成如今圖像辨識所發

展的方向。透過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即時圖像辨識系統已然佔據了

未來趨勢的一塊大餅。 同時，人們所感興趣的手持裝置已經不只是

手機而已，導航、相機這些消費性電子已經不能夠滿足人們的好奇心

與新鮮感。現代即時辨識式系統整合了新科技，將圖像辨識系統、裝

置與雲端資料庫、網路平台結合，讓人們能夠輕易的搜尋及得知她們

想知道的資訊。高性能圖像辨識與平台結合的消費市場將會來臨，而 

準確性及資料庫的豐富性就是實現它的一項重要技術。 

   

圖 1-1 專題構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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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現代的購物型態的改變，經由網路來購物的人數逐漸增加，藉由

網路資訊的多元化及方便性，打開了網路購物的這塊市場，買方可以

輕鬆的在各式的網路平台上進行比價及產品的選購，讓各網路店家使 

用各種方式來增加人氣以及營業額。 

    本專題藉由與一網路業者合作將新的構思使科技結合店家的拍

賣網站與下單系統，讓消費者能夠經由手機的拍攝即時的得知產品的

資訊並且找到該店家的拍賣網站且進行下單的動作，能有效的減少消

費者到實體店面尋找商品的時間。本研究「走到哪辨到哪雲端智慧鞋

店」主要在圖形辨識上的功能與客戶互動上能更進一步，並以方便為

考量。 

專題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以圖形辨識軟體整合，如 Goggles 等。 

二、快速的搜尋資料庫進行圖形比對。 

三、經由網路平台建置，達成即時性的需求。 

四、依照玉米潮流本舖需求，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以及線上下單系統。 

五、將玉米潮流本舖使用網站呈現店家內容，增進店家通路及行銷。 

六、方便客戶隨時隨地能夠瀏覽到最新產品資訊，達到走到哪辨到的

即時辨識商品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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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專題研究初期想要在報告中呈現出比較少人所做的研究主題，剛

好近幾年中有接觸網拍賣平台就決定要以網路拍賣為出發點設計出

店家與客戶之間能夠互動的新管道，經過資料的蒐集以及軟體的撰寫

雖然沒辦法做出一套自己的程式，但是想要將這理念發揚光大，並且 

豐富店家的功能及顧客的方便性。 

yes

no

擬定主題與研究方向

資料蒐集與文獻查詢

效益分析

購物網站正式運作

建置系統

網站修改

確認研究方向

系統測試

專題製作完成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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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mmerce 是指在網際網路（Internet）、企業網路

（Intranet）以電子交易方式進行交易活動和相關服務活動，是傳統 

商業活動各環節的電子化、網路化。 

    通常是指是在全球各地廣泛的商業貿易活動中，在網際網路開放

的網路環境下，基於瀏覽器/伺服器應用方式，買賣雙方不謀面地進

行各種商貿活動實作消費者的網上購物、商戶之間的網上交易和在線

電子支付以及各種商務活動、交易活動、金融活動和相關的綜合服務 

活動的一種新型的商業運營模式。[1] 

 

2.1.1 電子商務交易模式 

    電子商務已經成為拓展全球市場的重要策略，電子商務涵蓋範圍

廣闊，與企業相關的電子商務範圍包括 B2B、B2C 及 C2C 等三項。[2] 

  

一、B2B 是指所有發生在兩個組織間的電子商務交易。和其他模式相

較之下，其包括買賣、採購、供應商管理、存貨管理等，透過網際網

路（Internet）、企業內網路（Intranet）或商際網路（Extr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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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化方式在企業之間進行交易者。主要目的是處理上下游及合作

企業之間的資訊流、商流、金流的往來與互動。 

二、B2C 是指企業與消費者間的交易，例如亞馬遜、雅虎、和嘉信理

財網等公司所經營的型態。然而，大部分面對顧客的商務前端活動， 

如客戶接待等，通常都可使用電子化技術來紀錄及追蹤。 

三、C2C 則指網路服務供應商提供電子商務平台和交易程序，允許交

易雙方在其平台上獨立以競價或議價為主的網路交易模式。[1] 

  

2.1.2 電子商務的七流 

    透過 e 化的角度，可將電子商務分為七個流（flow），其中包括

4 個主要流（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及 3 個次要流（人才流、 

服務流、設計流）。 

 

1. 商流:電子商務上的『商流』係指資產所有權的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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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係指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如由原料轉換成

完成品，最終送到消費者手中之實體物品流動的過程。 

3. 金流:『金流』係指電子商務中『錢』或『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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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8072502521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807250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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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流:『資訊流』係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上述三項流動而造

成的資訊交換。 

5. 人才流:『人才流』的主要重點在培訓網際網路暨電子商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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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設計流:『設計流』的重點有二。一是針對 B2B 的協同商務設計，

一是針對 B2C 的商務網站設計。[1] 

 

2.2 圖形辨識 

2.2.1 模式辨別 

    模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這個詞對許多人來說很陌生，

然而實際上人類卻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從事著模式識別的活動。

可以說每個有正常思維的人，在他沒有入睡時都在進行模式識別的活

動。坐公共汽車找汽車站，騎車判別可行進道路，對觀察到的現象作

出判斷，對聽到的聲音作出反應，判斷東西的好與壞以及水果的成熟

與否等等都是人們判斷是非，判別事物的過程。但是對模式識別這個

詞就顯得陌生而難以理解了。確切地說，模式識別在這裡是針對讓電

腦來判斷事物而提出的，如檢測病理切片中是否有癌細胞，文字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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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話語識別，圖像中物體識別等等。該學科研究的內容是使機器能

做以前只能由人類才能做的事，具備人所具有的、對各種事物與現象 

進行分析、描述與判斷的部分能力。[3] 

 

    模式識別這個詞大概很少聽說，主要是由於這個詞是 Pattern 

Recognition 翻譯來的，通俗一點講究就是機器識別，電腦識別，或

機器自動識別。Pattern 這個詞翻譯成模式，就是要讓機器自動識別

的事物，如一個具體數位，是印刷體還是手寫體。識別的結果就是給

他分類，分到具體的數字類中。對數字來說，其結果可表示成它的相

應代碼，如 ASCII 碼。對於一個智慧交通系統來說，是要識別是否有

汽車闖紅燈，闖紅燈的汽車車牌號碼等。要讓機器能識別、分類，需 

要研究識別的方法，這就是這門學科的任務。 

    與人辨別事物相比，機器識別事物的方法是很不同的，在目前也

是很簡單與低級的，因此機器識別事物的能力還很差。這主要的原因

是人們在學習與認識事物中會總結出規律，並把這些規律性的東西抽

象成“概念”。人之所以能“抽象出概念”，關鍵能分析事物中哪些

是本質，哪些是表面現象，或由偶然因素引起的。但機器目前的抽象

能力是很差的。要讓機器準確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弄清分辨事物的關

鍵，從而正確辨別事物，實質上是要使人能夠研究出好的方法，提出

好的演算法，從而構造出好的系統，使機器辨別事物的本領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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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辨識過程 

一、資訊獲取 

    在現階段電腦都只能處理某種形式的電信號，而待識別的樣本大

都是非電資訊，例如癌細胞病理切片，語音信號，待識別文本，圖像

等，這就需要將這些以各種不同形式表現的資訊通過感測器轉換成電

信號。如用話筒將聲音信號轉換成電信號，表現出電壓(電流)隨時間

變化的複雜波形。景物資訊在攝像機靶面成像並轉換成二維的象素矩

陣，每個圖元(矩陣元素)的電信號與物體表面反射的光強或顏色資訊

呈現函數關係。因此信號獲取環節主要是由不同形式的感測器構成， 

它實現資訊獲取與資訊在不同媒體之間的轉換。 

二、預處理 

    預處理主要是指去除所獲取資訊中的雜訊，增強有用的資訊，及

一切必要的使資訊純化的處理過程。預處理這個環節內容很廣泛，與

要解決的具體問題有關，例如，從圖像中將汽車車牌的號碼識別出

來，就需要先將車牌從圖像中找出來，再對車牌進行劃分，將每個數

位分別劃分開。做到這一步以後，才能對每個數位進行識別。以上工 

作都應該在預處理階段完成。 

三、特徵選擇和提取 

    這個環節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含義。一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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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它包括將所獲取的原始量測資料轉換成能反映事物本質，並將其最

有效分類的特徵表示。這個環節的輸入是原始的量測資料(經過必要

的預處理)，例如由聲波變換 成的電信號，表現為電壓電流幅度隨時

間的變化，二維圖像每個圖元所具有的灰度值等。這些資料包含著所 

需資訊的原始形式，但它往往不適合於分類器直接使用。 

    特徵提取模組將原始量測資料轉換成有效方式表示的資訊，從而

使分類器能根據這些資訊決定樣本的類別。前面說過待識別的樣本及

模式都是用特徵進行描述的，識別與訓練都是在特徵空間中進行的。

而原始資料是由所使用的量測儀器或感測器獲取的，這些資料組成的

空間叫測量空間。因此特徵的選擇與提取模組的功能是：對所獲取的 

資訊實現從測量空間到特徵空間的轉換。 

四、分類決策 

    前面提到模式識別系統工作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訓練方式，另一

是分類決策方式。所謂訓練方式是指在已確定的特徵空間中，對作為

訓練樣本的量測資料進行特徵選擇與提取，得到它們在特徵空間的分

佈，依據這些分佈決定分類器的具體參數。一個二維特徵空間兩類物

體的分佈狀況，其中 x1 與 x2 分別為兩個特徵座標。由於各類樣本分

佈呈現出聚類狀態，因此可以將該特徵空間劃分成由各類佔據的子空 

間，確定相應的決策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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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3.1 研究目的 

    本專題藉由與一網路業者合作將新的構思使科技結合店家的拍

賣網站與下單系統，讓消費者能夠經由手機的拍攝即時的得知產品的 

資訊並且找到該店家的拍賣網站且進行下單的動作。 

3.2 可行性分析 

3.2.1 經濟可行性 

    本專題協助玉米潮流本舖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使用 Apache、

MySQL、PHP、Photoshop 等…免費軟體進行建置，不但使用方便且為 

免費共享軟體，不需要負擔任何費用。 

3.2.2 法律可行性 

    本專題使用之店內圖片及公司內部資料皆為玉米潮流所提供，網

站由本小組設計完成，書面所使用到各種書籍、網路資料皆有標明參 

考文獻出處，所以並不會牽涉到法律問題。 

3.2.3 操作可行性 

電腦資訊化快速發展以及網路的普及，讓消費者逐漸喜愛使用電子商

務平台進行購物，本小組經玉米潮流店家需求架設電子商務網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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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簡單易操作之平台使消費者能夠輕易上手，簡明的網站排版與設計

能夠清楚顯示店家當月熱門產品，並結合 APP 程式進行簡易的拍照與 

圖形的辨識讓使用者能夠快速的找到店家資訊。 

3.3 研究對象 

玉米潮流本舖店家背景 

 2009 年於 YAHOO 奇摩拍賣上服務 

 2012 年於豐原市信義街 22 號正式實體店面營業 

 2012 年於大陸商城淘寶網服務海外客戶 

 

圖 3-1 玉米潮流店面圖 

 



 

12 

 

    我們之所以有這次專題的發想，就是來自於如這次配合店家的營

業模式，經過我們的了解與接觸，店家在尚未與我們配合前有許多單

一零售的銷售通路並未整合，並且在商品的搜尋度上並沒有一個很特

別的機制；所以我們再與店家多次見面連絡後，大概討論出一個執行 

方向。 

    本組利用現在非常普遍的辨識機制來做一個發展方向，初步想法

是將鞋子本身的圖樣作為訓練的模組，再藉由辨識軟體來辨別鞋子的

品牌與種類，來達到顧客能在任何地點、時間上都能用手機掃描比對

雲端的方式以第一時間知道店內是否有這雙鞋子與其型號、資料；再 

透過我們要為店家建置的網站可以進行下單的動作。 

 

圖 3-2 玉米潮流店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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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配合店家內的庫存非常亂又不想額外花費請人來做庫

存管理，所以我們就以 QR 二維碼，來為店家的每款鞋子編碼，幫店

家的每款鞋子編碼，第一可以記錄庫存、第二也可以在編碼內輸入此

款鞋子的介紹，既省人事成本也可以減少確認庫存的時間，也多了每

雙鞋子資訊、型號的詳細介紹；提高成交量、又可以方便款理庫存。 

3.4 研究工具 

3.4.1 Apache 

    Apache 伺服器是由名為 Apache Group 的組織所開發(4.2.2.8 

版)，而最初的計劃－Apache Project，是為了建立一個穩定、商業

等級與公開程式碼的 HTTP 伺服器。這個計畫大多是由世界各地的志

願者，利用 Internet 來互相傳遞有關的設計事宜與相關文件。在 19 

95 年 4 月，第一個公開版本的 Apache 伺服器問世，也就是 Apache 

0.6.2。它是由 NCSA httpd 1.3為基礎，其中修正了許多的臭蟲（Bu 

gs），並且在功能上有顯著的提升，接著在同年的 7 月及 12 月分別

推出 0.8.8 和 1.0.0 的版本。[4]到了 1999 年 6 月，由原先 Apa 

che Group 成員共同成立了 Apache 軟體基金會（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至此，有關 Apache 的發展工作全部交由 ASF 接手。

Apache 伺服器可以提供 HTTP 通訊協定的標準平台，所以無論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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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實驗用途上，都可建立極為穩定的系統。Apache 跨平台的特點

就是 Apache 大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早期的 Apache 主要做為 UNIX 系

統的網站伺服器，然而現今已不再受限於此了。如了 UNIX 之外，微

軟的視窗都可以分享 Apache 伺服器的風采，其它伺服器等級的作業 

系統， Apache 都能適用。 

 

Apache 主要特色： 

1. 支援 HTTP/1.1協定─Apache是最早將 HTTP/1.1協定整合進來的

網站伺服器。 

2. 以檔案為主的組態模式─Apache 並沒有提供圖形介面給網站管

理人，Apache 的組態有三個主要的組態檔，以文字為主。 

3. 支援 CGI─Apache 的 mod_cgi 就是用來支援 CGI 的模組。 

4. 支援虛擬機器─Apache 支援 IP定址和名稱定址的虛擬機器。 

5. 支援 HTTP 認證 ─Apache 支援網站基礎認證。 

6. 整合 Perl─Perl 可說是當今 CGI命令稿程式設計的標準語言。 

7. 整合了代理伺服器─您可以把 Apache 變成代理伺服器。 

8. 監控和歷時記錄─Apache 在記錄伺服器資訊和監控伺服器狀態

時給了管理人相當大的彈性空間，伺服器的狀態可以經由瀏覽器

來監控。 



 

15 

 

9. 支援 SSI─Apache提供的 SSI對網站開發人員而言有絕佳的彈性

空間。 

10. 支援 SSL─可以取得 Apache的補漏檔案，以取得 SSL的防護措施。 

11. 用戶活動追蹤─Apache 有一個模組，名為 mod_usertrack，可以

用來追蹤用戶瀏覽網站時的各種行為舉止。 

3.4.2 MySQL  

    MySQL 是一套由 MySQL AB 公司開發的開放原始碼(Open Sours)

資料庫系統。它支援 SQL 查詢語言，並能在多種平台下安裝、執行。

目前 MySQL 被廣泛的應用在 Internet 上的中小型網站中，由於其體

積小、速度快、整體擁有成本低雖然和其他的大型資料庫功能相比略

有不足，如 Oracle、DB2、SQL Server 但絲毫也沒有減少它受歡迎的

程度，對於一般的個人使用者或中小型企業來說，MySQL 提供的功能

已經綽綽有餘了，由於 MySQL 是開放式原始碼，因此可以大大降低整 

體擁有成本。[5] 

MySQL 特點 : 

1. 速度快。 

2. 以 C 及 C++ 寫成。 

3. 支援了 C、C++、Eiffel、Java、Perl、PHP、Python、TCL 的 API 

4. 支援多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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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全的 multi-threaded (多執行緒)，這表示它可以很容易的使

用於多 CPU 系統。 

6. 可設定系統密碼及個人使用權限設定。 

7. 所有的欄位都可以有預設值。 

3.4.3 PHP 

PHP(5.2.6 版) (PHP : Hypertext Preprocessor) 是一種應用於伺

服器(Server-Side)，主要用途是在於處理動態網頁，並內嵌於 Html 

文件(Html-embedded) 中的直譯式開放語言。[5] 

PHP 程式碼利用特殊的「開始」與「結束」標記，在 Html 文件中自

由地穿插指定執行動作，再經由網頁瀏覽器做直接地編譯處理。 

PHP 是一種伺服端手稿語言，它的運作方式是經由用戶端對伺服器提

起需求，透過伺服器執行處理後，將所得運算結果以 Html 模式，傳 

回給用戶端顯示。 

PHP 特點: 

1. PHP 是內嵌於 Html 文件中 

2. PHP 是直譯式程式語言 

3. PHP 式架構於伺服端的程式語言 

4. PHP 是物件導向式語言 

5. 簡單易學的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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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伺服器端執行 

7. 跨平臺 

8. 支援多種通訊協定 

9. 免費獲取資源 

3.4.4 Opencart 

    OpenCart 購物車是近年最受矚目的開源購物商城系統，當初由

英國人 Daniel 一人獨立開發，簡單易操作且針對搜尋引擎做最佳化

處理，多國語言的特點，讓各國網友陸續翻譯出來的語言已經超過

20 種，其中包括中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等等。

Dnono 網站針對 OpenCart 1.4.8 版本開始提供 OpenCart 中文版，分為

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兩種，從安裝到使用全都是中文介面，後台管理

則是提供雙語顯示，中文旁邊保留原英文，方便大家在尋找資源時更 

容易比對和查詢，也為了更符合我們華人中文用語使用的習慣。[7] 

1. OpenCart 系統設定檔應用 

opencart 的系統設定檔(config.php)有兩個分別在 admin 和根目錄

下，裡面記錄了一些程式目錄的位置和網站的網址以及資料庫的連線

資料，如果要更換主機或資料庫都可以從這裡先處理，會省下蠻多 

時間的，如果我們要變更後台的目錄名稱由 admin 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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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就開啟 admin\config.php 將裡面所有的 admin 改成

administrator 然後記得將 admin 目錄名稱更名為 administrator, 

這樣就完成了變更。 

2. OpenCart 的程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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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基於 MVC+L的模式來作為開

發的架構進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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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前台顯示介面列表(catalog\view) 

顯示介面的程式除了少數幾個是共用一個控制程式外,其餘的和控制

程式的位置大致相同,像結帳功能的 guest_step_3.php 直接輸出到

confirm.tpl 顯示,所以就沒有 guest_step_3.tpl,還有 module 功能

模組的 bestseller.tpl和 bestseller_home.tpl同樣受 bestseller. 

php 控制,所以也找不到 bestseller_home.php,還有 success.tpl 成

功顯示介面也是一樣,只要是動作完成或成功的畫面大都是使用它來

作輸出,其餘的請自行體會,以下就是前台顯示介面的程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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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Photoshop CS4 

    Adobe Photoshop CS4 軟體通過使用者體驗、更大的編輯自由度

以及大幅提高的工作效率，使我們能更輕松地使用其無與倫比的強大

功能，更順暢的遙攝和縮放以及流體畫布旋轉 使用全新、順暢的縮 

放和遙攝可以定位到圖像的任何區域。[6] 

 

    借助全新的像素格線保持實現縮放到個別像素時的清晰度，並以    

最高的放大率實現輕松編輯，通過創新的旋轉視圖工具隨意轉動 

畫布， 按任意角度實現無扭曲檢視。 

 

 調整面板 通過輕松使用所需的各個工具簡化圖像調整， 實現無

損調整並增強圖像的顏色和色調;新的即時和動態調整面板中還

包括圖像控制項和各種預設。 

 圖像自動混合 將曝光度、顏色和焦點各不相同的圖像(可選擇保

留色調和顏色)合併為一個經過顏色校正的圖像。 

 蒙版面板 從新的蒙版面板快速建立和編輯蒙版。該面板提供您

需要的所有工具， 它們可用于建立基於像素和矢量的可編輯蒙

版、調整蒙版密度和輕松羽化、選擇非相鄰對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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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的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工作流程 在 Adobe Photo 

shop Lightroom 軟體 (單獨出售) 中選擇多張照片，並在 Adobe 

Photoshop CS4 中自動開啟它們， 將它們合并到一個全景、高

動態光照渲染 (HDR) 照片或多層 Photoshop 文檔，並無縫往返

回到 Lightroom。 

 內容感知型縮放 創新的全新內容感知型縮放功能可以在您調整

圖像大小時自動重排圖像， 在圖像調整為新的尺寸時智慧型保

留重要區域。一步到位制作出完美圖像， 無需高強度裁剪與潤

飾。  

 更好的原始圖像處理使用行業領先的 Adobe Photoshop Camera 

Raw5 外掛程式，在處理原始圖像時實現出色的轉換質量。該外

掛程式現在提供在地化的校正、裁剪后暈影、TIFF 和 JPEG 處

理， 以及對 190 多種相機型號的支援。  

 更遠的景深 使用增強的自動混合層命令， 可以根據焦點不同的

一系列照片輕松建立一個圖像， 該命令可以順暢混合顏色和網

底， 在又延伸了景深， 可自動校正暈影和鏡頭扭曲。  

 業界領先的顏色校正 體驗大幅增強的顏色校正功能以及經過重

新設計的減淡、加深和海綿工具， 現在可以智慧型保留顏色和

色 調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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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自動對齊使用增強的自動對齊層命令建立出精確的合成內 

容，移動、旋轉或變形層，從而更精確地對齊它們，也可以使用

球體對齊建立出令人驚嘆的全景。  

 使用 Adobe Bridge CS4 有效管理檔案 以更快的啟動速度快速

訪問 Adobe Bridge CS4，使用新工作區轉到每個任務的正確螢

幕， 輕松建立 Web 畫廊和 PDF 聯系表等等。  

 更強大的列印選項 借助出眾的色彩管理、與先進列印機型號的

緊密集成，以及預覽溢色圖像區域的能力實現卓越的列印效果。

Mac OS 上的 16 位列印支援提高了顏色深度和清晰度。 

 

3.4.6 Google Goggles 軟體介紹 

    「Google Goggles」簡單來說就是讓手機用拍照就可搜尋，Goog 

le Goggles，是因為 Google 率先開放了 Android 系統進行一次完整

介面上和資料庫訓練上的更新，在介面與功能上都變得更加好用，所 

以我們專題上使用了其資料庫訓練、圖像辨識的功能。 

 

    目前 Goggles 取得方式需至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載；

使用韌體限制為， Android 1.6 以上版本或 iPhone (iO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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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Goggles 使用的方式相當簡單，第一次打開程序時，它

會先做個簡短的小說明，基本上就是它會開啟拍照模式，取景之後按

拍攝鍵，相機就會做自動對焦（如果支持的話）並且拍攝照片，之後

程序就會分析照片裡面的成份、並且在 Google 上面搜尋，如果你拍

的是景點照片，搜尋出來的就是這個景點的名稱與地點、搜尋書本可

以告訴你是什麼書，還可以拍畫作之類的東西，程序都可以搜得到。

不過它也有些限制，比如拍攝動物、家具、服飾之類的東西，就不太

搜得到東西了。[8] 

 

    目前最新 Android 版「Google Goggles」的使用方法：當使用者

就像平常一樣拍照，「Google Goggles」會自動掃描使用者所有拍過

的相片，從中找出有意義的線索，並且主動通知使用者，提供使用者

中文的 Google 搜尋結果。意思就是，假如使用者去參觀一個展覽並

拍下各種照片後，使用者什麼都不用做，Goggles 會在使用者回家後 

自動幫使用者分析並提供每個展覽物品的搜尋介紹結果。 

 

因此，我們利用 googles 這樣及時辨識的功能與其強大的資料庫

系統，結合了所創建的智慧雲端鞋店(Opencard)，讓使用者們能第一

時間將想要收尋的鞋款能在第一時間從 googless 連結到雲端智慧鞋 

店並得知其鞋款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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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ndroid 版的「Google Goggles」中，進入設定畫面，點擊〔Search 

from Camera〕，進入下個畫面後，勾選「Search from Camera」，

讓 Goggles 可以自動分析你所有拍過的照片。另外你可以在「Mobile 

Connection」中設定只有在使用無線網路時才上傳照片分析。 

這個意思就是：使用者可以使用任何手機 App 拍照，Goggles 會

自動在後台分析所有使用者拍過的照片。此外，啟動「Search 

History」功能，則可以讓 Goggles 記錄使用者所有判斷分析過的歷 

史照片資料，如圖 3-3 和 3-4 所示。 

 

 

 

 

 

 

 

 

 

 

 

 

 

 

 

 

 

 

 

圖 3-3 Goggles 圖片案例(使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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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使用者外出參加了一整天的活動，拍了很多相片。回到家後，

Goggles 就透過無線網路開始幫使用者分析這些照片內容，並且找出

其中有意義的相片元素。 例如一張照片裡的 QRCode，「Google 

 Goggles」也可以分析出內含的網址。 

 

  

圖 3-4 Goggles 圖片使用記錄 

 

 

 

 

 

 

http://lh6.ggpht.com/-C6XYz82g41k/UD8rdqsw4VI/AAAAAAAA8EY/Z4gm8i_tq84/s1600-h/Google%20Goggles-01%5b8%5d.png
http://lh4.ggpht.com/-_DA_ho_bI9U/UD8rgbZX3BI/AAAAAAAA8Eo/F3Woa78Oljs/s1600-h/Google%20Goggles-02%5b5%5d.png


 

25 

 

或者照片裡的物品，「Google Goggles」也能判斷出其意義，並提供

中文的關鍵字搜尋結果。如圖 3-5 所示。而使用者可以把這些「偵查

後的結果」，透過分享、轉寄到需要的人手上，或是使用者的筆記本

中。使用者可以把「Google Goggles」想像成是一種整理照片內知識

內容的工具，尤其透過上面的自動化設定後，使用者們可以更加輕鬆 

整理每天拍的照片裡有意義的資訊，並快速的轉存。 

    例如使用者可能是採訪記者，或是去看了展覽，還是正在陌生地 

方旅行，可能使用者都會有解析照片內容的需求，而這時候「Google  

Goggles」或許可以幫上使用者的忙。 

 

 

 

 

 

 

 

 

 

 

 

 

 

 

 

 

 

 

圖 3-5 Goggles 圖片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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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 網站比較 

    以下我們將以兩個類型與專題相似之網站，Fashion 與 Zalora，

與本組專題網頁做比較。 

 

4.1.1 Fashion 網站介紹 

    Fashion 是一間直接由工廠直營的網站，在國內目前有十間工廠

直接批發做銷售，跟我們玉米潮流本舖店家屬於同類型的網路商家。 

 

 

 

圖 4-1Fashion 網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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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Zalora 網站介紹 

Zalora 具有許多的產品提供國際時尚品牌與最新潮流款式，分

別來自台灣與國際知名設計師的品牌。 

 

 

 

圖 4-2 Zalora 網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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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網路鞋店比較 

    本組專題智慧雲端鞋店網頁與其他二間之比較，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網站比較表 

 走到哪辨到哪 

雲端智慧鞋店 

Fashion Zalora 

圖形辨識搜尋 V   

公司簡介 V V V 

最新消息 V 

Flash動畫製作 

V  V 

產品介紹 V 

有簡體版本 

V V 

購物車 V V V 

聯絡方式 V V V 

本專題網站優點 

可以經由 Goggles App 系統拍照後連結到商品網站並進行下單、擁有

繁簡中文轉換、結合 Y!拍商城與淘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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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架構與流程 

4.2.1 網站架構 

    玉米潮流本舖的網站架構，其內容主要為品牌分類、商品資訊、

相關連結、店家介紹、客戶服務，透過首頁的商品資訊能讓顧客第一

時間得知最新商品與暢銷商品資訊，於關於我們分頁當中得知我們的

經營理念、地理位置和營業時間，相關連結可連至 FB 粉絲團與拍賣

平台，和客戶服務解決顧客的困難，如圖 4-3 所示。 

圖 4-3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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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首頁 

玉米潮流本舖首頁，首頁他可以將最近的主打商品用 Flash 的方

式在首頁中橫幅展現，並且可以連結至其它的購物商城，例如 Yahoo

拍賣、淘寶網、粉絲團和其他平台賣場，如圖 4-4 所示。 

 

圖 4-4 玉米潮流本舖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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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關於我們 

    頁面中提到店名的由來、經營理念、店家位置、成立時間等相關

資訊，讓顧客認識玉米潮流本舖，如圖 4-5 所示。 

圖 4-5 關於我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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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會員註冊 

    註冊會員以電子郵件註冊帳號，確認基本資料後，系統寄發註冊

感謝函至使用者信箱通知已成功註冊為玉米潮流本舖會員， 如圖 4-6

所示 。 

 

 

圖 4-6  會員註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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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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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收到註冊成功確認信函即可開始進行購買。如圖

4-7 所示 。 

 

 

 

 

 

 

 

 

 

 

圖 4-7 會員註冊及登入 

4.2.6 聯絡我們 

    下圖為買家與店家連絡的留言版，輸入信箱與內容即可與賣家連

絡如圖 4-8 所示。 

圖 4-8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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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後台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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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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訂單與會員管理 

管理者從訂單與會員管理中處理客戶的訂單和退換貨等事宜，清楚的

了解顧客需求和解決顧客的問題，也能透過發送郵件對註冊會員告知

活動訊息，如圖 4-10 所示。 

 

圖 4-10 訂單及顧客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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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銷售統計 

管理者從銷售統計報表中能清楚的得知商品的銷售情形和瀏覽人數

能對進貨時的拿捏更有幫助，也可針對銷量佳和銷量不佳的產品能用

不同活動來促銷，與各類報表的詳細狀況如圖 4-11、圖 4-12。 

 

 

 

 

 

 

 

 

 

 

 

 

 

 

圖 4-11 拍賣紀錄圖  

 

 

 

 

 

 

 

 

 

 

圖 4-12 顧客瀏覽人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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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R-model 

在購物網站中，一個規劃完整的資料庫是很重要的，下圖是玉米潮流

本舖購物網站的資料庫，其中包含會員、產品、訂單、評論。如圖 

4-13 所示。 

  

 

 

圖 4-13 ER-model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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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資料庫明細 

Customer (會員資料):會員姓名、電子郵件、電話、住址、帳密等資

料。 

表 4-2 customer 資料庫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註解 

customer_id int(11)  否  會員編號 

firstname varchar(32) 否  會員姓氏 

lastname varchar(32) 否  會員名字 

email varchar(96) 否  會員信箱 

telephone varchar(32) 否  會員電話 

fax varchar(32) 否  會員傳真 

password varchar(40) 否  會員密碼 

cart text 是 NULL 會員購物車 

newsletter tinyint(1) 否 0 會員電子報 

address_id int(11)  否 0 會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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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訂單):訂單名稱、顧客基本資料和付款資訊，讓管理者能輕鬆

處理訂單狀況方便出貨與管理。 

 

表 4-3 Order 資料庫明細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註解 

order_id int(11) 否  訂單編號 

customer_id int(11) 否 0 會員編號 

email varchar(96) 否  會員信箱 

telephone  varchar(32) 否  會員電話 

fax varchar(32) 否  會員傳真 

payment_firstname varchar(32) 否  付款人名 

payment_lastname varchar(32) 否  付款人姓 

payment_company varchar(32) 否  付款公司 

payment_address_1 varchar(128) 否  付款地址 

payment_city varchar(128) 否  付款城市 

comment text 否  訂單備註 

total decimal(15,4) 否 0.0000 總計 

commission decimal(15,4) 否  佣金 

currency_id int(11) 否  貨幣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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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商品):商品名稱、產地、數量和庫存狀況等，詳細的資料讓

顧客一目瞭然。 

表 4-4 Product 資料庫明細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註解 

product_id int(11) 否  商品編號 

model varchar(64) 否  商品範例 

location varchar(128) 否  商品產地 

quantity int(4) 否 0 商品數量 

stock_status_id int(11) 否  庫存狀況 

image varchar(255) 是 NULL 商品圖片 

manufacturer_id int(11) 否  廠商代碼 

price decimal(15,4) 否 0.0000 商品價格 

tax_class_id int(11) 否  商品稅金 

date_available date 否  有效期限 

weight decimal(15,8) 否 0.00000000 商品重 

length decimal(15,8) 否 0.00000000 商品長 

width decimal(15,8) 否 0.00000000 商品寬 

height decimal(15,8) 否 0.00000000 商品高 

status tinyint(1) 否 0 商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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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商品評論):評論者資訊、評論產品、內容和評論狀況等，其

評論結果可供其他消費者作為參考。 

 

表 4-5 Review 資料庫明細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註解 

review_id int(11) 否 None 評論編號 

product_id int(11) 否 None 產品編號 

customer_id int(11) 否 None 會員編號 

author varchar(64) 否  評論者 

text text 否 None 評論內容 

rating  int(1) 否 None 評論等級 

status  tinyint(1) 否 0 評論狀況 

date_added datetime 否 0000-00-00 

00:00:00 

加入日期 

date_modified datetime 否 0000-00-00 

00:00:00 

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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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相關連結 

首頁的相關連結可連至玉米潮流本舖位在 Yahoo 奇摩拍賣、淘寶

網賣場和 Facebook 粉絲團，顧客透過日積月累的正面評價與眾多的

粉絲團粉絲推薦讓即使是第一次來逛的買家也能安心購買，如圖 4-14 

所示。 

 

YAHOO 奇摩拍賣於 2002年 10 月正式在台灣推出拍賣網站，隨著

YAHOO 奇摩拍賣 2/3 服務的成立，讓更多台灣網路使用者開始有機會

去嘗試網路競標與拍賣。配合店家首次經由 Yahoo 商城的電子商務網

站來做網路銷售，因為 yahoo 商成的收費高、手續費下來也非常的驚

人，所以也是將就著使用。[9] 

 

 

 

 

 

 

 

圖 4-14 YAHOO 拍賣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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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年初在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社群網站(Facebook)創立粉絲 

專業，抓緊了現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Facebook 帳號；提供了現 

代人多一個管道詢問及接收店內的商品資訊。 

 

 

 

圖 4-15 FACEBOOK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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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份，配合店家在對岸最火熱的淘寶網線上商城進駐，掏

寶網在整體來講市場較大比較多商機，但因為競爭激烈、且市場價格 

低於原先售價，所以在淘寶網上的運作也是非常的不順利。 

 

 

 

圖 4-16 淘寶網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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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Goggles 操作流程 

4.7.1 店家端操作 

    店家擷取商品圖片後與資料庫比對，已訓練過商品內容資訊可再

進行訓練修改，未訓練過商品則須新建資訊內容， 如圖 4-17 所示。 

 

輸入影像

比對資料庫

進行訓練

訓練成功

比對正確

輸入鞋子
資訊、網址

比對不正確

 

圖 4-17 店家端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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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功能簡介 (訓練端) 

    將要辨識的圖片或是拍照下來的圖片輸入 GOGGLES 掃描，上傳網

路並輸入。將欲想要辨識的圖片經由電腦或是手機傳輸從檔案庫直接

拉到 googles 來進行辨識，如圖 4-18 所示。 

 

  
 

圖 4-18 從手機相簿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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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手機相機對準欲要辨識的鞋款、型號、鞋盒標籤，拍照進行掃

描比對，比對後會顯示與拍照圖片相符資料出現，以便使用者查看，

如圖 4-19 所示。  

  

 

 

 

 

 

 

圖 4-19 直接由手機相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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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尋結果比對&訓練、定義、標籤): 由上傳比對後，若尚未訓

練過之鞋款資訊點選下方的"CAN YOU SUGGEST A BETTER RESULT"建

置其相關資訊；再來切割圖形比對的位置圖，如圖 4-20 所示。 

 

圖 4-20 搜尋結果&標籤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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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著由 DESCRIBE THE OBJECT崁入相關的名稱、型號、分類、

資訊、還有我們的雲端鞋店商品網址。步驟: 由 DESCRIBE THE OBJECT

崁入相關資訊 →完成訓練，如圖 4-21 所示。 

 

圖 4-21 進行產品資訊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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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顧客端操作 

顧客先選擇影像輸入方式後，開啟 goggles，經由資料庫對圖片進

行比對匹配，比對正確顯示鞋子資訊網址並進入該商品網站分頁獲得

相關訊息；比對錯誤則結束，如圖 4-22 所示。 

 

輸入影像

開啟
Goggles

與資料庫圖
片比對匹配

結束

顯示鞋子
資訊、網址

進入該商品
網站分頁

獲得相
關資訊

yes no

 

圖 4-22 顧客端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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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功能簡介 (使用端) 

    使用者端，由相機作為輸入將想要知道的鞋款拍照掃瞄後，上傳

到雲端資料庫作比對，若有比對正確則會跳出相關比對結果並可以直

接連結到我們的雲端鞋店得知其鞋款資訊。 

 

 

 

 

 

 

 

 

 

 

 

 

 

 

 

 

 

 

 

 

 

 

 

 

 

圖 4-23 顧客端操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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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研究結論 

在科技不斷進步的時代，在各種產品的開發都是為了增加生活的

便利性，近幾年來網路帶來了不一樣的消費型態，本專題為了使消費

者能夠快速的搜尋到喜愛的產品以及販售的店家，並且使用智慧型手

機就能隨時隨地的進行購買的動作，市面上產品眾多且繁雜，本專題

使用手機拍攝結合店家網站提供的產品圖片即可進行比對、連結到產 

品店家的下單系統並且購買。 

 

我們的 opencart 商務網站在架設、廣告篇幅及編排上一切以玉

米潮流本舖店家所需為主，首頁篇幅的部分我們以 FLASH 動畫來取代

較為普遍的圖片轉換讓整體更生動活潑，商品的部分我們也與時下最

暢銷的鞋款做搭配並配合簡、繁體的轉換讓我們可以開發對岸的顧

客，網站包括企業資訊、最新消息、商品訊息、聯絡方式、新增會員

管理、購物車等功能，讓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的進行下單的動作，而我

們也利用 opencart 的超連結功能，在網頁的下方讓使用者可以連結

到玉米潮流本舖店家本身在 yahoo 拍賣、facebook 粉絲團跟大陸的

淘寶網，藉此提升商家的信用跟知名度，我們也因應現在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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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率 ，在 market 裡面尋找到一款 APP 程式：「google goggles」

它可以藉由拍照的動作進行搜尋，而我們也對它進行訓練，讓使用者

在路上可以拍鞋子之後連結到我們的 opencart 商務網站進行選購， 

進而讓店家的電子商務網站可以更多元化、更有獨特性。 

 

    本小組經過長達一年多的專題討論，終於圓滿完成，在製作專題

的過程中，必須用到一些不常接觸到的手機及電腦軟體，所以我們利

用指導老師的建議及學校所提供的資源，將其應用在實務專題上，也

藉由做中學的精神，才能讓我們的專業能力與知識可以更上一樓，也

多了一份寶貴的學習經驗。 

 

5.2 未來展望 

    一個商務網站如果要永續經營下去，就需要不斷創新跟強化，對

於我們的玉米潮流本舖雲端智慧鞋店未來發展可在延伸其餘功能，例

如：直接開發一款對應此商家的 APP 程式，透過簡單訓練就可以進行

自動圖形辨識直接連結到我們商務網站進行購物下單等需求；結合 x 

box 360 kinect 的體感器可以讓使用者揮動雙手進行控制網頁瀏覽， 

讓網站更人性化，增加企業經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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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干特圖 

 

 

 

 

 

附錄 2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 

賴卓成 書面統整、電子商務、Photoshop 、Goggles 

謝禎駿 Goggles、實體訓練、海報 

林弘昇 Opencart後台&明細、流程圖、MySQL&PHP 

林敬偉 網頁、甘特圖、Opencart文獻、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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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比賽成果 

 

參加台灣感性資訊學會，專題創意競賽的比賽成果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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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比賽日活動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