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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 世代的社會幾乎每個人都有在網路訂購商品的經驗，尤其網路

訂購食物並到現場取貨，能夠當天吃到最新鮮剛出爐的是每個消費者

最期望，提供讓顧客能夠在家中就能訂購新鮮和不會到現場發現白跑

一趟，在網路上事先訂購及也能夠知道剛出爐的時間。  

為了讓客人有更加了解購物方便度，本小組與市面上的麵包店合

作架設電子商務網站，使得客戶能夠吃到最新鮮的麵包，網站加入了

能夠預訂客戶所需的麵包或蛋糕，也會定期推出新產品供客戶試吃，

讓客戶能夠有更多的選擇，同時也在網站上加入意見箱，希望客戶提

出意見或指教；這樣在才能從中改進並加入新創意。 

在電子商務網站上加入許多功能，加入購物車提供消費者購物， 

關鍵字:日發麵包、電子商務、網路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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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由於科技的日益進步，現今的所有產業幾乎都得依賴網際網路的

幫忙增加曝光度，以至於對網際網路的依賴更無庸置疑，消費者的現

上購物習慣亦趨普及，因此，架設網站已是業者必經的發展途徑之一，

在未來產業的發展將以Ｅ化為發展方向之一。  

有鑑於電子商務的環境日趨成熟且線上銷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個環節，在未來更是重要，抓住網路上的消費族群是很重要的，希望

透過電子商務網站之架設，讓大家知道我們日發麵包店。 

業者透過電子商務網站的虛擬購物商店，提供更多元化的經營模式，

透過此種經營模式，可以擴大消費顧客群、協助商家提高曝光率、開

發潛在客戶、讓消費者在第一時間得知最新的相關資訊，也讓消費者

與業者雙方有更多的互動性與便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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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電子商務年資統計表 

臺灣電子商務業者營運日趨穩定，有 25％的業者年資超過 5 年

以上，未滿 1 年的只有 18％，成立 1～3 年的業者則有 34％，3～5

年業者也有 23％。資策會 MIC 資深產業分析師劉楚慧表示，因為這

一、兩年經濟景況不佳，門檻較低的網路開店，吸引許多人加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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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麵包是現在大多人主要的方便食品和早餐。因為現在人早上起的

晚，起床後就要上班，常常會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沒有時間做早餐，

而選擇在外購買簡便的餐點，麵包便是其中之一，現在麵包口味多樣

化，營養也可以是百分百，但現在麵包店滿街都是，有傳統麵包店，

復合式麵包店，便利超商麵包，以及其它中西式早餐，如何讓麵包店，

可以在市場上有競爭的能力，在市場上長存不被淘汰，所以麵包店的

經營與產品特色就變的很重要了。 

 麵包店現在所販賣的商品不再是一般常見的傳統麵包，像是蛋糕，

餅乾，飲料這類比較新式的商品，都是可以增加麵包店的客源，商品

的種類與獨特性往往是麵包店受歡迎的關鍵程度的不二法門，如何創

造出具有特色的獨門商品，這是要考驗師傳的功力與創意。 

現在麵包店的店面裝潢，是給客人最直接的印象，像是馥漫麵包，

他們的店面裝潢擺放著花草樹木，給人一種有接近大自然的感覺，大

片的玻璃讓人對店內的擺設一目了然，所以一間麵包店不但商品的味

道要好，視覺上更要讓人有好的印像。  

現在的社會什麼都要求快速方便，麵包是最方便也最快速的可以

購買到的好吃商品，所以行銷麵包商品的方式，和銷售的管道上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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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只是等客戶來店裡消費，可以利用網路的便利，宅配的方便，來創

造更多的商機。 

麵包店的經營與管理，原料的來源制管，品質上的制管，由於物

價的上升，從原、物料開始，儘管只作微幅的調漲，就足以讓消費者

吃不消了。而業者要如何在這波物價變動中，不被影響，從中找尋另

一個商機，使自己的業績不下滑，進而從中帶動更高的營業收入。 

    經過以上分析，為了增加麵包店的曝光率跟收益，本專題的具體

目的如下： 

一、架設網路資訊平台方式提供麵包更方便多源的購買資訊管道，以

提昇麵包店的營收入。 

二、透過網際網路的方便(例如 facebook、網路社團...等等)，來提

升網店的知名度，進而帶來更多的商機。 

三、 提供高品質的服務，設立會員系統，透過線上預訂系統減少顧客

挑選的時間，提升購買率，讓顧客可以更快速的取得正確的商品，

建立顧客對店家的信心度跟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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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研究預期效益 

本計畫其可達成的效益包括： 

一、透過該網站的豐富內容來增加網站的曝光率，讓此網站發揮

出最大效益。 

二、透過網站的討論區，讓店家可以跟顧客自進行交流以便商品

改善，以達到業者跟顧客之間零距離。 

1.3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分七個階段： 

一、確認組員與主題：由班級同學中召集志同道合的組員，形成

研究團隊，並藉由資料蒐集與廠商洽詢，以確認研究主題，

並配合環境變遷與時代背景，擬出明確的研究主題方向，進

而的擬定研究大綱與甘特圖。 

二、收集資料、資訊：根據本研究主題及方向，蒐集相關資訊，

以主題做思考擴張，進行本研究動機及目的的擬定。 

三、文獻探討、分析：根據研究動機及目的，收集相關文獻，並

加以分析探討，本研究是以期刊文獻、電子商務趨勢相關書

籍及文章、以及次級資料來蒐集相關之文獻，整理並研讀分

析可用之資訊，節錄重點，作為本研究的理論依據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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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組所探討的研究主題，進行此項產業分析，分析此產

業的現況，對此整理出 SWOT 分析，來加以分析現況。對於

本研究主題，由網路搜尋引擎找到幾個本組研究相關個案，

進行分析及討論出優缺點，做為本研究執行之參考。 

四、電子商務網站規劃：包括系統架構之建立、系統使用介面介

紹之詳細敘述、及實際應用之效益。 

五、系統建置：根據前述的資料收集及分析探討結果，實際架設

出網站內容及應用流程。 

六、系統測試正：透過網站上線及實際運作測試，以了解網站運

作的順暢性，並透過廠商的檢核，來確認網站與廠商需求間

的切合程度。若符合，則進入結案階段，若不符合，則須回

到第五階的系統建置作調整。 

七、網站建置完成：將建置完成的網站與本研究之目得或預期效

益相對照，確認本研究之結果符合預期，表示完成研究目的，

最後，並可針對本研究所遭遇的阻礙、困難或不足，提出可

供後續研究之方向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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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組的研究流程圖，如圖 1-2 所示 

 

 

 

 

 

 

 

 

 

 

 

 

 

 

 

 

 

圖 1-2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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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 

 

2.1.1 電子商務定義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簡稱 EC 或 e-Commerce)的

內容範圍非常廣泛，不只包括「商業交易」,還包括政府提供各項電

子化的服務、保險醫療的申報、遠距教學、跨企業共同研發、企業間

之間的協同運作(collaboration)等。【2】 

將電子商務定義:「利用電腦資訊網路,進行資訊、產品及服務的

銷售與購買。」即將企業營運活動過程所需交換傳遞的文件、數據、

報表、產品或服務等資訊，透過資訊網路傳遞方式達成。則列出電子

商務對於刺激傳統產業觀念七項特點，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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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及性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都可以使用網際網路，人們在工作場所、在

家中獲利用攜帶式設備操作,這使得電子商務的市場範圍操越傳統離

開了暫時性和地域性的位置,並促使虛擬市場的誕生,讓購物行為可

以在任何地方進行,進而提升消費的便利性並降低購物成本。 

2. 全球可及 

此項技術可以達到全球的任何國家，讓商務行為可以跨越文化與

國家藩籬來進行，創造出包括全世界的消費者與企業的虛擬市場。 

3. 全球化標準 

電子商使用網際網路開放技術標準，如 TCP/IP、HTML、Java 等，

位於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均可用不同的電腦進行交易。 

4. 豐富性 

電子商務可以傳送影像、聲音與文字訊息。整合影像、聲音與文

字的行銷訊息,可以創造出豐富的行銷訊息與消費體驗。 

5. 互動性 

電子商務透過使者的互動來進行,在網際網路中,消費者處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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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式的狀態,此項技術會因個人不同而動態調整,並使消費者成為運

送產品至市場的共同參與者。 

6. 資訊密集 

電子商務可降低資成本,並提升資訊品質。當資訊的流通性、正

確性與即時性被大幅提升時,資訊的處理、儲存與通訊成本亦大幅地

降低,資訊因而變充足、便宜且正確。 

7. 個人化/客製化 

電子商務可以傳遞個人化的訊息給個人或群體,可針對個人特性

發展出不同的行銷訊息與客製化的產品服務。【3】 

2.1.2 電子商務的效益 

電子商務的應用,可以產生許多效益,不論是對企業、對消費者、

或對社會。 

電子商務對企業的效益： 

1. 能建立對企業與企業間的資訊與商務交換平台。 

2. 能建立企業與消費者間的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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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全年無修的展示、銷售推廣商品。 

4. 能收集消費者對商品的使用資訊，以致能應用於改良商品。 

5. 能應用廣告開發更多的潛在客戶。 

6. 可以降低展示、銷售與推廣商品的成本並提升服務品質。 

7. 可以做到最低存貨或是零庫存效益。 

電子商務對消費者的效益： 

1. 可以貨比多家，然後再擇喜歡者購買。 

2. 可以得到更好的服務品質，並隨時可以反應意見。 

3. 與企業互動，並取得更多的商品資訊或優惠措施。 

4. 能輕鬆購得數位商品或優惠措施。 

5. 消費者也可以提供商品拍賣，以便將二手商品賣給適用者。

【4】                                                                  

2.2 電子商務類型 

一、B2B(Business to Business) 電子商務 

企業與企業間透過網路進行溝通與交易。也就是說任何企業之間，

只要是透過網際網路而產生的商業行為，都可被稱做為 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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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2C(Business to Consumer) 電子商務 

企業透過網路提供消費者購物之服務。企業透過網際網路，提供

客戶各種交易與服務，提供客戶各種交易與服務,而客人只要利用電

腦連接該企業所架設的網站只要利用電腦連接該企業所架設的網站，

即可取得各種線上即時服務或進行交易活動。 

三、C2C(Consumer to Consumer) 電子商務 

消費者之間透過拍賣網站進行交易。網站本身不介入買賣雙方之

產品、價格、付款、交貨等事宜。 

四、C2B(Consumer to Business) 電子商務 

C2B 的模式則是由消費者要企業生產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再

由消費者集體議價購買，消費者握有較多的自主權。【2】 

本組採用的 B2C 的電子商務站，使消費者只要上網即可選購。 

2.3 電子商務七流 

電子商務分為七個流來探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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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組所製作的麵包網站將著重在物流、金流、資訊流以上三



13 

流。 

一、 金流 

電子商務中金錢或帳款的流通過程，亦即因為資產所有權的移動

而造成的金錢或帳款的移動。當消費者直接透過網路進行消費時，目

前最常用的付款方式，就是將信用卡資料直接傳送給廠商，而在傳送

的過程當中，難免會產生安全性的問題，金流在電子商務中所扮演的

角色十分重要。【1】 

若以 B to C 電子商務來看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付款機制 

(一) 付款機制 

1. 現金 

(1)到店取貨:至販賣商品公司取貨時付現金。 

(2)貨到付款:也就是貨品送達時再付商品的金錢給送達的人員。

現在的物流業者發展成提供商家對消費者「貨到付款」附加的服

務。 

2. 信用卡:在 1950 年代誕生的信用卡,又稱為「塑膠貨幣」,是可以

先刷卡消費後,付費給銀行的方式。 

3. 轉帳:經由 ATM(自動櫃員機)或網路銀行轉帳,使用跨行轉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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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款項轉帳至其他銀行帳戶。持有金融卡，在取得賣方的銀行名

稱(可依其查得三位數的銀行代碼)、便可在 ATM 提款機,依操作

指示進行轉帳過程式。 

4. 匯款:親自到銀行(郵局),匯款時需要賣方的姓名、銀行名稱及帳

號填寫匯款單後,以現金交付行員,完成匯款動作,匯款通常需要

隔天對方帳號才能收到錢。 

    本組以線上訂購蛋糕,以低溫宅配送到消費者手中,然而是以貨

到付款、ATM 轉帳、匯款為主 

 

二、 資訊流 

    伴隨著商務交易過程中蒐集的資訊，為電子商務的核心部分業應

注意維繫資訊暢通，以有效控管電子商務正常運作，包括商品資訊、

資訊提供、促銷、行銷等。將資訊清楚的分析以了解客戶消費習慣、

能力或區域等等因素，並將資料作交叉分析，以提高銷售的數量，這

些都是屬於資訊流的範疇。【2】 

    本小組網站主要提供麵包相關資訊與顧客，使顧客了解資訊及內

容。而購物專區功能，並提供購物車、結帳功能讓顧客進行購買與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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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流 

    指實體物品交由貨運運至目的地，如由原料轉換成完成品，最後

送到消費者手中之實體物品流動的過程。當消費者者透過網路，在該

廠商的網站上直接下單，此時除了非實體商品外,廠商無法直接透過

網路，將實體的產品送給消費者，而必須透過物流系統，將產品運送

至消費者處。【1】 

低溫宅配的相關說明: 低溫宅急便提供您保鮮寄送低溫（冷凍、冷藏）

物品的服務，當日 17：00 之前寄件，包裹隔日送達，運費由寄件人

支付。 

(1)寄送方法式 

自行寄件：您可以至全國連鎖代收店(7-ELEVEN、OK 便利店)、貼有

黑貓宅急便代收貼紙及放置桃太郎旗的商店、黑貓宅急便各地營業據

點寄件。 

到府取件：電話通知黑貓宅急便各地營業據點。 

網路預約寄件：可以利用網路預約一週內的寄件，服務人員將會在你

指定日期之下午三至五點至您指定地點收件。 

(2)計件與送達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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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溫宅急便於當日 17：00 之前寄件，包裹隔日送達；若超過 17 點

視同隔日寄件，將隔兩日後送達。  

另可選擇當日宅急便服務，當日上午 11：00 前，指定使用「當日宅

急便」服務寄件，皆可於當日。【18】 

(3)運費價格:如表 2-1 

表 2-1 統一速克達低溫宅配價目表 

 

本小組以保持蛋糕的新鮮度以低溫宅配蛋糕,可以讓消費者不用出門

就能吃到好吃又新鮮的蛋糕,省時又方便。【17】 

 

  



17 

2-4 競爭市場分析(網站的比較) 

為了瞭解現有相關產業的網站風格與特色，以做為本組架設網站

之參考與借鏡，本組鎖定了馬可先生麵包坊、布莉歐麵包以及馥漫麵

包花園，作為比較。 

小組先以馬可先生麵包坊作參考，點進馬可先生麵包坊的首頁，

能先看到豐富的內容介紹，以及分類清晰的陳列，突顯重點和特色，

在欄位的設置上，很容易就能讓瀏覽者一目了然，在第一時間就能找

到需要的內容分類，網頁整體看起來專業，加上管理者用心的管理，

定期的更新，這樣就能吸引瀏覽者的觀看。 

 

 

 

 

 

 

圖 2-1 馬可先生麵包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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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來以布莉歐麵包坊作為參考，首頁內容與形式相統一，容易明

白的傳達瀏覽者訊息內容，且圖片的設置適當，但圖片尺寸若能統一

網頁將會更清晰有條理，字型應有其他更好的選擇，而內容部份能再

增加，拓展分類能使網站更豐富多彩，這樣才能吸引瀏覽者的觀看。 

 

 

 

 

 

 

圖 2-2 布莉歐麵包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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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馥漫麵包花園作為參考，進入首頁能清楚了解主題內容，

以及清晰的導航，使瀏覽者能夠清楚目標位置，在圖片的美工上下足

了功夫，讓網頁看起來更美觀，另外還有在網頁的右上角增加了 

facebook 粉絲團的連結，使得網站更加精彩豐富，如果能標上商品

的價格，那就會更好了。 

 

 

 

 

 

 

 

 

圖 2-3 馥漫麵包花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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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資料收集與文獻探討，整理出以下 12 點做為網站比較的重

點： 

一、 內容與形式相統一：通過網頁向瀏覽者傳達的有效資訊及

文字。 

二、  主題鮮明：突顯重點和特色。 

三、  風格統一：不要有散亂的感覺，使網站看起來更專業。 

四、  導航清晰：以便於瀏覽者能夠清楚目前所處的位置。 

五、 欄目設置合理：一個欄目設置合理的網站，用戶會很容易

地找到需要的東西，這樣的網站才能讓用戶喜歡。 

六、 良好的相容性：使它適用於大多數主流的瀏覽器或目標用

戶所用的瀏覽器。 

七、 經常更新：想保持網站的訪問量，吸引更多的“回頭客＂

必須要定期更新網站內容，給用戶提供最新的資訊。 

八、 新聞系統：把店裡的最新消息與活動，公告出去以便瀏覽

者迅速的取得最新的訊息。 

九、 購物車：增加銷售方式，提供使用者線上購物的功能。 

十、 討論區：使店家和瀏覽者，能夠做線上的討論及分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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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與瀏覽者間的互動。 

十一、 電子報系統：提供給習慣收E-mail來獲得資訊的瀏覽者，

多一項獲得本店訊息的選擇。 

十二、 會員系統：提供瀏覽者加入會員，進一步使用網站功能。 

表 2-2 同業網站比較一覽表 

 馥漫 馬可先生 布莉歐 日發 

內容與形式相統一 ★ ★ ★ ★ 

主題鮮明 ★ ★  ★ 

風格統一 ★ ★ ★ ★ 

導航清晰 ★ ★ ★ ★ 

欄目設置合理 ★ ★ ★ ★ 

良好的相容性 ★ ★ ★ ★ 

經常更新 ★ ★ ★ ★ 

價格透明  ★ ★ ★ 

 

以上為同業的比較，不管是傳統麵包或是複合式經營店，產品特

色、服務態度，都是改進的重點；另外網站的部分，會以最完整的馬

可先生麵包店設計架構做為理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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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WOT 分析 

SWOT 分析即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是一種企業競爭態勢分析方

法，是市場營銷的基礎分析方法之一，通過評價企業的優勢

（Strengths）、劣勢（Weaknesses）、競爭市場上的機會（Opportunities）

和威脅（Threats），用以在制定企業的發展戰略前對企業進行深入全

面的分析以及競爭優勢的定位。而此方法是由 Albert Humphrey 所提

出來的。【6】 

決定運用麵包店當題材後，利用 SWOT 分析法來分析日發麵包

店的的行銷方法與需要改進的細節；在製作專題的過程中，本小組希

望能夠提高 SWOT分析的正確性，因而增加走訪日發麵包店的次數，

來完成最佳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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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日發麵包店 SOWT 分析圖 

 對達成目標有幫助的 對達成目標有害的 

內部(組織)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 

1.商品大小符合顧客需求。

2.產品新穎、商品種類多、

  新鮮製造。 

3.平價超值鄰近學校，攻占

  學生市場。 

1.成本價格變化大： 

  國際小麥的價格上升，

  對麵包業者帶來不少 

  的困擾。 

2.行銷手法少。 

3.沒有網路店面。 

外部(環境)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 

1.鄰近學區、東海商區 

2.餐會服務：爭取公司團 

  體剌激營收成長 

3.創新的經營理念 

4.建立電子商務 

 

1.無加盟，品牌建立不易 

2.間接競爭者不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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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系統分析 

本次研究接受日發麵包店之委託，為其麵包店架設資訊交流網站，

並在網站內容中加入麵包店所需要的功能，例如會員區、商品區、討

論區，店面介紹區。 

本章將會介紹架設此資訊交流網站，所需要用到的網站開發工具，

並加以說明工具之使用功能。 

 

3.1 系統硬體環境 

 

表 3-1 伺服器硬體設備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ver 

瀏覽器 IE 9.0  

CPU 中央處理器 
Dual-Core AMD Opteron(tm) 
Processor 1212 

RAM 記憶體 512 MB 

HDD 硬碟空間 80GB 

Internet 網路設備 2Mbps/256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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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使用者硬體設備 

3.2 網站建置工具 

表 3-3 開發工具 

工作內容 使用軟體 

資料庫管理 MySQL5.6 

網頁製作 Adobe Dreamweaver CS6 

網頁程式設計 PHP5.4 

動畫製作 Adobe Flash CS6 

影像處理 Adobe Photoshop CS6 

中央處理器 CPU  Intel Pentuim 或 AMD Athlon64 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XP/WindowsVista/Windows7

記憶體 RAM  521MB 以上 

硬碟 HDD  80GB 以上 

網路設備 ADSL  

Internet 網路設備 2Mbps/256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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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資料庫管理系統 MySQL 

MySQL 這套軟體是個功能很強的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它可

以利用多種程式語言，在不同作業系統上執行，執行效率與穩定性很

高，操作方面簡單又容易，是一套相當受歡迎的資料庫管理軟體。 

MySQL 優點：它便宜（非商用免費），應用程式透過它做起備

份來比較簡單，透過各種不同的資料格式提供提供彈性的介面，它簡

單易學，且操作簡單，穩定性高，它支援不同的資料格式提供有彈性

的擴展介面 (ODBC)，幾乎所有的作業平台都可支援 MySQL。【7】 

3.2.2 網頁製作 Adobe Dreamweaver CS6 

Dreamweaver CS6 是一套網頁設計軟體，它提供了一套直覺式的

視覺化介面，可以讓你建立和編輯 HTML 網站和行動應用程式。使

用專為跨平台相容性設計的流暢格點版面建立最適化版面。主要用在

製作和開發網站，網頁的應用程式設計。 

Dreamweaver CS6 它使用簡潔標準的程式碼，針對不同的電腦裝

置開發專用的案件，讓工作可以更有效率。以視覺化方式架構複雜的

網頁設計與版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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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網頁程式設計 PHP 

PHP 是一個應用範圍很廣的語言，最常是用在網路程式開發。

PHP 大多在伺服器端執行，透過執行 PHP 的程式碼來產生網頁提供

瀏覽器讀取，此外也可以用來開發命令列腳本程式和使用者端的 GUI

應用程式。PHP 可以在許多的不同種的伺服器、作業系統、平台上執

行，也可以和許多資料庫系統作結合。使用 PHP 不需要任何費用，

官方組織 PHP Group 提供了完整的程式原始碼，允許使用者修改、編

譯、擴充來使用。【9】 

3.2.4. 動畫製作軟體 Adobe Flash CS5 

Adobe Flash CS5 是一個被大量應用於網頁的向量動畫檔案格

式，因為是使用向量圖形（Vector Graphics）的方式，做出來的影片

佔用儲存空間較小，Flash6 之後版本納入物件導向程式概念。與其他

語言比較，不論是在資料庫、XML、PHP 等各種平台上，都能更進

一步的相互結合應，Flash 可以在不同的平台播放。在網際網路上與

網頁設計整合是一大主流，可以補強網頁動畫感不足的缺憾。【10】 

3.2.5. 影像處理 Adobe Photoshop CS4 

Photoshop 最常應用在影像編輯、美工圖像和網頁設計，除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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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影像處理功能之外，它提供了許多設計好的樣式模組、文字特效及

千變萬化的濾鏡特效，可以輕鬆地創作出有專業水準的影像作品並實

現設計者的創意巧思。同時它也是一套影像合成軟體，擁有各種特殊

效果及修飾工具。具備 Photoshop 的運用能力便能製作出任何你想要

變化的圖片，讓你所做出的圖片都是你個人獨創，自由的發揮個人的

創作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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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網站架構 

 

 

 

 

 

 

 

 

 

 

 

 

 

 

圖 3-1 網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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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網站架構流程規劃 

本研究網站分為 5個系統，新聞系統、電子報系統、會員系統、

購物車系統、留言版系統。 

4.1 使用者端 

4.1.1 會員系統 

進入會員登入畫面時，若已申請會員即可立即登入，還沒申請會

員可直接註冊，另外提供補發密碼及管理員登入功能，管理者登入後

即可更改網站內容、查看訂單、管理討論區，來維護更新網站的內容。

如下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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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會員系統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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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功 

資料儲存 

結束

修改會員資料 會員登入成功 管理員登入成功 

管理後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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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補發密碼 

管理者或會員 不是會員

無符合資料 密碼錯誤

帳號重複 或格

式、字元錯誤 
資料吻合 



32 

4.1.2 新聞系統 

新聞系統是網站中使用頻繁的功能，將本店最新的訊息傳達給每

一位瀏覽者，管理者可使用新增、編輯、刪除功能，來更新前端給瀏

覽者最新的資訊。如下圖 4-2 所示。 

 

 

 

 

 

 

 

 

 

 

 

 

 

 

圖 4-2 新聞系統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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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電子報系統	

習慣收 E-mail 來獲得資訊的瀏覽者，適合透過電子報來訂閱本

店訊息，不需會員只要輸入 E-mail 就能使用此功能，經過管理者的

維護更新，即可接收到本店最新消息。如下圖 4-3 所示。 

 

 

 

 

 

 

 

 

 

 

 

 

 

 

 

 

 

 

 

 

 

 

 

 

 

圖 4-3 電子報系統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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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購物車系統 

如需進行購物時，必須先登入會員，才能進行選購，可先將選商

品放入購物車，選購完畢後進入購物車修改商品數量，確認無誤後選

擇完成送出，就完成選購動作。如圖 4-4 所示。 

 

 

 

 

 

 

 

 

 

 

 

 

 

 

 

 

 

 

 

 

 

 

 

 

 

 

 

圖 4-4 購物車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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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討論區系統	

任何使用者皆可觀看討論內容，但若要發言則須加入會員並登入

後才能進行發言，此區方便商家與顧客之間的通訊交流，有任何疑問

即可透過討論區提問。如下圖 4-5 所示。 

 

 

 

 

 

 

 

 

 

 

 

 

 

 

 

 

 

 

 

 

 

 

 

 

 

 

 

 

圖 4-5 討論區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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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資料庫結構 

下圖是日發麵包網站的 ER-Model，分類為購物車、商品、會員

資料及訂單四大資料庫類型。 

 
 

 

圖 4-2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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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料表主要紀錄會員的相關資料，表欄位包含：編號、帳號、

密碼、姓名、性別、生日、信箱、是否訂閱電子報、電話、居住縣市、

鄉鎮區域、郵遞區號、詳細地址、會員等級、加入日期。如表 4-1 所

示。 

 

表 4-1 會員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附加 

ID(編號) Int(10) UNSIGNED 否  PK 

username(帳號) varchar(20)  否   

password(密碼) varchar(30)  否   

uname(姓名) varchar(20)  否   

sex(性別) varchar(5)  是 NULL  

birthday(生日) date  是 NULL  

email(信箱) varchar(50)  否   

orderPaper(是否訂閱電

子報) 
varchar(4)  否 Y  

phone(電話) varchar(20)  否   

area(居住縣市) varchar(20)  是 NULL  

cityarea(鄉鎮市區) varchar(20)  是 NULL  

cuszip(郵遞區號) varchar(10)  是 NULL  

cusadr(詳細地址) varchar(150)  否   

level(會員類別) varchar(10)  是 member  

date(加入日期) datetime  是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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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系統資料表主要紀錄新聞發佈的相關資料，表欄位包含：編

號、標題、分類、新增日期、影片崁入網址、新聞圖片、新聞內容、

下載檔案、瀏覽計次。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新聞系統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附加 

news_id(編號) int(11) UNSIGNED 否  PK 

news_title(標題) varchar(100)  否   

news_type(分類) varchar(20)  否   

news_date(新增日期) date  否   

news_movie(影片崁入網

址) 
text  是 NULL  

news_pic(新聞圖片) varchar(255)  是 NULL  

news_content(新聞內容) text  否   

news_download(下載檔

案) 
varchar(255)  是 NULL  

news_count(瀏覽計次) int(10)  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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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系統資料表主要紀錄訊息發送相關紀錄，店家可由電子報

系統寄出不定期的活動優惠，由資料庫記憶每年度的不同活動，可逐

一調整做出最吸引顧客的訊息，增加客源，表欄位包含：編號、標題、

內容、新增日期、是否發寄過。如表 4-3 所示。 

 

表 4-3 電子報系統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附加 

epaper_id(編號) int(10) UNSIGNED 否  PK 

epaper_title(標題) varchar(150)  否   

epaper_content(內容) text  否   

epaper_data(新增日期) date  否   

epaper_send(是否發寄過) varchar(4)  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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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車系統主要是將訂購的每一個商品加入購物清單資料表成

為一筆資料，欄位包含：訂單編號、帳號、會員姓名、收件者姓名、

電話、地址、付款方式、訂購總金額、勾選是否已付款、匯款單末 5

碼、瀏覽器、訂單群組自定變數、訂購時間。如表 4-4 所示。 

 

表 4-4 購物車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附加 

order_ id(訂單編號) int(10) UNSIGNED 否  PK 

order _username(帳號) varchar(50)  否   

order _name1(會員姓名) varchar(50)  否   

order _name2(收件者姓名) 
varchar(50)  否   

order _phone(電話) varchar(20)  否   

order _cusadr(地址) 
varchar(255)  否   

order _paytype(付款方式) varchar(20)  否   

order _total(訂購總金額) varchar(20)  是 NULL  

order _payok(勾選是否已付

款) 
varchar(2)  否 n  

order _paynumber(匯款單末 5

碼) 
varchar(10)  是 NULL  

order _sid(瀏覽器) 
varchar(100)  是 NULL  

order _group(訂單群組自定變

數) 
varchar(20)  是 NULL  

order _data(訂購時間) datetime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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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區系統主要凝聚網站會員的向心力，對於人氣聚集,會員回

流率、流量提升是很有幫助的，資料表紀錄著標題、內容、發表日期、

類別、發表者帳號、瀏覽計數……等等。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討論區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附加 

forum_ id(主題標號) int(11) UNSIGNED 否  PK 

forum _title(標題) varchar(100)  否   

order _type (文章類別) varchar(20)  否   

order _img(表情圖示) varchar(20)  是 NULL  

order _top(文章置頂) varchar(4)  是 N  

order _content(發表內容) txet  否   

order _data(發表日期) int(11)  否   

order _lastman(最後回覆

者) 
varchar(150)  是 NULL  

order _lastdata(最後回覆時

間) 
Int(11)  是 NULL  

order _replies(回覆文章計

數) 
mediumint(8) UNSIGNED 是 0  

order _view(瀏覽計數) 
int(11) UNSIGNED 是 0  

order _username(發表者帳

號) 
varchar(30)  是 NULL  

order _ip(發表者 IP 位置) varchar(20)  是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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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網站功能介紹 

5.1 會員系統展示 

5.1.1 會員專區 

已有會員帳號之顧客可以在此登入會員，非會員者也可以在本區

進行註冊、以及查詢遺失的會員密碼。 

管理者也是由此區登入後台，進入網站管理介面，更新內容。如

圖 5-1-1 所示。 

 

圖 5-1-1 會員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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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管理者登入 

 

管理者成功登入畫面，由此區登入後台，修改資料、進入網站管

理介面，更新網站內容、查看訂單、管理討論區、更新新聞&活動的

內容、以及寄發電子報，寄出最新一期的產品或限定優惠。如圖 5-1-2

所示。 

 

 

圖 5-1-2 管理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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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網站管理介面 

 

管理者成功登入網站管理畫面，可由此查看會員、訂單、瀏覽人

數的資料，以及更新新聞、電子報、圖文廣告的資料，討論區、商品

管理也是由這邊操作。如圖 5-1-3 所示。  

 

 

圖 5-1-3 網站管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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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會員登入 

 

會員成功登入畫面，成功登入後即可使用網站討論區、購物車功

能，購物車功能方便會員購買所需的麵包餐點，也可以選擇預留方式

來店取貨，不僅新鮮更節省時間。如圖 5-1-4 所示。 

 

 

圖 5-1-4 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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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前必須填寫資料，留下會員姓名、E-mail、生日、電話、

地址…等，確認後送出，提供店家在活動期間能把最新資訊、優惠傳

遞給會員。如圖 5-1-5 所示。 

 

 

圖 5-1-5 加入會員 

 



47 

5.1.6 成功加入會員 

 

成功加入會員畫面，經由系統辦別格式無誤後送出資料，成為本

站會員，看到會員加入成功畫面時，即可到會員專區登入會員，使用

討論區系統提問留言、或用購物車系統購買所需商品。如圖 5-1-6 所

示。 

 

圖 5-1-6 成功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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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忘記密碼 

 

忘記密碼畫面，當會員忘記密碼時，可以到本站會員專區底下的

忘記密碼尋找，輸入註冊時所填寫的 E-mail，經由系統的搜尋符合

後，會立即寄送出一組新的密碼，提供會員更改。如圖 5-1-7 所示。 

 

 

圖 5-1-7 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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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完成寄送 

 

完成寄送畫面，會員所提供的 E-mail 帳號，經由系統核對資料

庫找到相符合的資料後，會顯示出完成寄出的畫面，當下會員就可以

到註冊使用的信箱收取系統寄出的新密碼。如圖 5-1-8 所示。 

 

圖 5-1-8 完成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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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聞系統展示 

5.2.1 新聞系統 

新聞活動畫面，新聞系統透過管理者由後台更新內容，將日發麵

包店近期的資訊以及活動，傳達給每位為瀏覽者，讓每位顧客都能即

時取得最新的資訊。如圖 5-2-1 所示。 

 

 

圖 5-2-1 新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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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新聞系統內頁 

 

新聞&活動內頁的畫面，新聞&活動的內頁有該則新聞更完整的訊

息，提供瀏覽者取得更多的資訊，讓每位顧客都能更了解日發麵包店。

如圖 5-2-2 所示。 

 

 

圖 5-2-2 新聞系統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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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電子報系統展示 

 

5.3.1 電子報系統 

電子報系統的畫面，習慣收 E-mail 來獲得資訊的瀏覽者，透過

電子報來訂閱本店訊息，不需會員只要輸入E-mail就能使用此功能，

將來店家也能利用此功能把折價商品或是折價優惠卷…等，訊息利用

電子報系統寄出。如圖 5-3-1 所示。 

 

圖 5-3-1 電子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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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訂閱電子報 

 

成功訂閱電子報的畫面，輸入 E-mail 由系統判斷格式無誤後送

出，會取得成功訂閱的訊息，再經由管理者的更新，訂閱者即可收到

日發麵包店的最新資訊。如圖 5-3-2 所示。 

 

 

圖 5-3-2 訂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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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購物車系統展示 

5.4.1 購物系統流程 

 

登入會員後可以在網站首頁~最新產品~點選商品圖案即可選購

你所需的商品，點選後系統自動加入購物車中，可以直接加選其它商

品系統會自動加入購物車中。 

 

      圖 5-4-訂購商品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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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訂購清單 

  

完成商品選訂後，可點選繼續購物按鍵會回到商品頁面可再加選

商品，或是選擇清空購物車清空訂單，選擇前往結帳鍵則會進入結帳

頁面進入結帳系統 

 

圖 5-4-2 訂購商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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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訂購商品資料  

進入結帳系統後，會進入填寫訂購人的收件地址，聯絡資料，匯

款方式訂購商品的項目，跟訂購商品的金額，確認訂購商品的數量跟

金額即可點選 確認無誤，進行結帳，點選我要繼續購物流程即會進

入商品頁面。 

 

圖 5-4-3 訂購商品填寫資料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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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完成訂購商品 

完成資料填寫後，網站頁面會出現日發麵包店家的匯款資料，訂

購人的填寫的收件地址、聯絡電話、訂單金額，得以核對資料是否有

誤。 

 

圖 5-4-5 訂購商品資料及匯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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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討論區 

5.5.1 進入討論區頁面系統 

登入日發麵包店會員，點入討論區頁面後會顯示文章標題、發表

者帳號、回覆/瀏覽 ，最後發表時間，並可點入文章參加討論。 

 

 

圖 5-5-1 討論區文章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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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討論區發表文章頁面 

登入日發麵包店會員，進入發表文章可以填寫對麵包商品的疑問，

可填寫你對麵包商品的一些問題或是你想客製化蛋糕的問題都可以

發表在討論區上面，填寫內容完成後，可選擇表情符號，填寫文章標

題，完成後，按下發表文章後即可送出。 

 

 

圖 5-5-2 填寫留言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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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討論區發送完成 

文章發送成功後，文章即會出現在討論區首頁頁面，發文者的文

章標題後面會顯示(NEW)表示為最新發表文章，點選文章標題，可進

入觀看文章內容。 

 

圖 5-5-3 文章送出成功頁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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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文章問題發表頁面 

登入日發麵包店會員在討論區首頁，點選文章標題即可進入文章

內容，進入後可以看到發文者的文章內容，點選回覆按鍵，可參與文

章內容的討論。 

 

圖 5.5.4 文章頁面展示 

 

 

  



62 

第六章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經由這次專題組員經歷了這一年來的研究與討論後，終於順利完

成了，本組組員經由與日發麵包店討論，決定增加電子商務網站來提

升麵包店的名氣，能夠讓更多人知道具有特色保留傳統與創新日發麵

包店，本組組員搜集多間麵包店的網站與相關資料並統整，整理出適

合幫助日發麵包店增加名氣的商務網站功能，討論多次與廠商探討商

務網站的功能是否可行，本組經過多次修改與爭執的努力下作出一個

別出心裁暨可吸引顧客又可提升消費者更多的選擇。 

本組網站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涵蓋了很多使消費者方便購物，設計

購物車使得能夠方便選購商品，加入討論區提供客戶留言得以了解客

戶的需求，並即時上傳最新的訊息使消費能夠知道目前所提供的優惠

與服務，會員專區提供加入會員享優惠及線上訂購的服務。 

6.2 建議 

網路的網站日新月異，使用商務網站的訪客期許有更多建議， 

經由與此次專題合作的廠商討論，需新增更多的服務項目來提供客戶

的需求，對於商務網站之未來延續方向如下：一、線上購物時有專人

為客戶服務能夠就客戶需求設計蛋糕，也提供商品的建議或是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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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讓業者能夠清楚目前市場對商品的觀感。二、營業時間有客

服人員能夠協助回覆或是解決客訴問題，使消費者能夠感受到業者的

用心，也讓業者能夠馬上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或是商品的反映狀況。 

增加更多的服務讓客戶感受到業者的付出，也使的客戶認同業者

的付出，讓客戶購買了第一次會再有第二次，也可以讓客戶周遭的親

朋好友也能知道這間店。 

訪談店家的店長有關於電子商務網站，詢問是否增加某些功能來

提升名聲，也討論電子商務網站是否有需增加的地方，經過討論讓我

們了解店家需要哪些功能來幫助銷售提升，提供更多元化的商品以及

不一樣的特色麵包，加入有關於麵包的故事讓麵包店更有活力，電子

商務網站部分希望在未來可以增加現作麵包的視訊畫面來保證麵包

的新鮮度，也能讓大家知道麵包都是當天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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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件一 

一、 工 作 預 定 進 度 表 ：  

     年月份 

 

工作項目 

101 

年 

9 

月 

101

年

10

月 

101

年 

11 

月 

101

年 

12 

月 

102

年 

1 

月 

102

年 

2 

月 

102

年 

3 

月 

102

年 

4 

月 

102

年 

5 

月 

制定專題題目  

 

        

蒐集資料及文獻

查詢 

         

研究相關資料          

撰寫書面報告料          

網頁設計與規劃          

第一次口試          

網頁測試與書面

報告修改 

           

第二次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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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 工 作 分 配 ：  (列 出 組 員 之 工 作 分 配 項 目 )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方耀康 網站資料蒐集、設計網站結構、網站測試和調整。 

林貫中 軟體工具資料收集、網路資料彙整。 

劉晉坤 電子商務資料收集分析、網站功能流程圖規劃。 

賴建祐 SWOT 和市場分析收集、網站功能流程圖規劃。 

林宇威 照片收集、書面報告統整、PPT 簡報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