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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下，已經普及到世界各個角落，人們利用網

際網路進行購物、買賣等行為，本小組以 Dreamweaver CS5 網頁設計

軟體搭配 Photoshop 製圖軟體規劃出一個 B2C 的網站，以窈窕佳人店

面為例，將窈窕佳人實體店面與虛擬網站結合，除提供客戶資訊外，

並透過網路美容產品銷售服務，以增加貨物流通的便利性，並幫助業

者減輕店面的囤貨壓力，使得本地客戶可線上預訂現場取貨，避免客

戶現場購物卻遇到缺貨的狀況。除此之外，並提供客制化服務的等

級，例：線上提供膚質自我檢測小技巧，客戶可在家自我評估，並在

線上討論區與專業美容師做初步的需求評估，依照個人需求配置療

程，以達到客製化的服務。藉由以上的服務，本網站可引發潛在顧客

的注意，經由口耳相傳以達到行銷的效果，且透過網路平台與實體店

面的互補，降低實體店面的營運成本並提高營運績效。 

希望透過此專題建置最適合業者與客戶間所需求的交流平台，透

過此電子商務網站，提升業者各方面宣傳的完整性，也為兩方都帶來

不同效益與親切的互動。 

 

關鍵詞：電子商務、窈窕佳人網站、B2C 網站、美容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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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從古代開始流傳許多美容知識及方法，到了 21世紀，演變出各類

美容科技，包括 SPA 美容、美髮沙龍、指甲美容、醫學美容…等，充

斥在我們生活週遭，也因時代進步、經濟發展，美容不再專屬於皇室

或貴族，且在婦女走入職場的比例提高後，對於外表與形象的注重

下，促使美容市場蓬渤發展，學習美容技術的人口提昇，並造就更多

商機。 

如今，全台已有無數家美容商家，無論是連鎖企業，或是自行經

營，在台灣的普及率相當高，無論城鄉皆可看到自營或連鎖的美容沙

龍。且因成為專業技術領域，故在全台各縣市亦已成立美容公會，除

可保障美容業勞工權益，並提供技術研習、專業證照推廣的服務，此

外，職訓中心亦開辦美容相關職業訓練與國家證照考詴，對於美容技

術提升助益良多，見表 1-1 及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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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全台各縣市美容公會[1] 

台灣省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團體會員 

單位別 通訊地址 電話 

桃園縣公會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 291 號 9 樓 03-422-8669 

新竹縣公會 新竹市民生路 196 號 3 樓 03-559-5879 

苗栗縣公會 苗栗市建功里府前路 75號 3 樓 037-357-355 

台中縣公會 台中縣豐原市民生街 50巷 22 號 04-2527-2199 

南投縣公會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路 26 號 049-222-3212 

雲林縣公會 雲林縣崙背鄉正義路 262 號 05-696-5990 

嘉義縣公會 嘉義市重慶路 285 號 05-283-4983 

台南縣公會 台南縣新營市開元路 59巷 40 號 06-632-5220 

高雄縣公會 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段81號 07-719-3382 

屏東縣公會 屏東縣屏東市上海路 38號 08-733-1197 

澎湖縣公會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 70-18 號 2 樓 06-921-7111 

台東縣公會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 120 號 089-812-402 

花蓮縣公會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三街 36 號 038-355-788 

基隆市公會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 31號 2 樓 02-2428-5843 

新竹市公會 新竹市田美三街 2號 035-339-301 

台中市公會 台中市西區模範街 8巷 14 號 04-2301-3052 

嘉義市公會 嘉義市新民路 794 號 05-255-2367 

台南市公會 台南市北區大興街 404 號 06-350-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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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直轄市友會及附設職業訓練中心[1] 

直轄市友會及本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單位別 通訊地址 電話 

台北市公會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232號 4樓之 l 02-2302-9696 

台北縣公會 台北縣永和市民族街 27巷 18號 2F 02-2949-2046 

高雄市公會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47號 6樓之 2 07-215-0883 

北區職訓中心 台北市忠孝束路四段 147巷 1號 9樓 02-2777-1687 

中區職訓中心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南路 11號 4樓之 3 04-833-5569 

南區職訓中心 台南市安南區同安路 371號 06-256-3563 

 

1.2 研究動機 

不論男女，愛美是人的天性，在世界各國，美容行業越來越興

盛，無論是人們本身的美容，連寵物及汽車等也可以做到美容的動

作，且現今美容議題日漸引發熱潮，國人也開始注重個人門面保養，

追求年輕以及享受生活。 

二十一世紀初期網際網路的發明且被廣泛運用，使得人民獲得資

訊的管道有所重大改變， 資策會調查截至 2012 年 03 月底止，我國有

線寬頻網路用戶數已達 531 萬。本季光纖用戶數大幅成長 16 萬，

成為帶動寬頻上網的主要力量。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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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經常上網人口成長圖[2] 

現今全球智慧型手持裝置的市場的熱銷程度，就像夏天氣

溫節節升高一樣，人手至少一支智慧型手持裝置。在台灣，2012

年 Q1 光是行動上網就已突破 3 成，無線上網使用設備以手機

為大宗，筆記型電腦其次，且依資策會調查結果顯示，手機行

動上網主要應用是使用社交網路、資料瀏覽及蒐集，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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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灣手機行動上網主要應用行為[2] 

由上述調查說明出，現今人們常使用網際網路來做資料瀏覽及搜

尋。本組組員透過管道，得知窈窕佳人 Spa 對於本身的網站不甚滿

意，拜訪業主後，業主同意讓本組進行網站優化，希望將網站優化

後，能提高窈窕佳人 Spa 的曝光率及商機。 

1.3 研究目的 

現今資訊發達，許多人已不是從電視上獲得資訊，而是從網際網

路中獲取，網際網路已與我們密不可分。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透過本電子商務網站架設，為顧客提供及時資訊，且增加曝光率。 

(二) 提供顧客網路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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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題目確定

資料蒐集

版型確認

網站建置

建置完成

網站修改網站測詴

書面報告付梓

NO

YES

 

圖 1-3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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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定義 

依照不同研究者、不同組織從各自的角度來看，電子商務有很多

種定義，廣義的電子商務的定義是「結合並透過電腦科技與各種通信

技術，在電腦間連線的電子化所從事的商業活動」，電子商務的定義

分為以下四點： 

一、通訊的角度：電子商務是利用電話線、電腦網路、或其他的介質

來傳遞資訊、產品/服務或付款。 

二、企業流程的角度：電子商務是商業交易與工作流程採取自動化的

一種技術應用。 

三、服務的角度：電子商務是解決公司、消費者與管理階層想要降低

服務的成本，又要提高貨物的品質及加速服務傳遞的一種工具。 

四、由網際網路的角度：電子商務提供了在網際網路與其他線上進行

交易的活動，包括服務的購買與銷售產品和資訊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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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類型 

網際網路發展快速，且無線網路、行動上網等上網方式興

起，帶動電子商務的發展。消費者已經不受時間、地點限制，

彈指之間就能夠買齊所需用品，消費者不需再大包小包地購

物，就有物流業者送至家中。且電子商務結合便利超商，利用

便利超商的廣泛性，提供到店取貨服務，省下現今消費者沒有

時間購物的煩惱。 

而電子商務因交易對象及互動模式的不同，分為四種主要

模式： 

(一)B2B：企業與企業間透過網路進行溝通與交易。 

(二)B2C：企業透過網路提供消費者購物服務。 

(三)C2C：消費者與消費者間透過拍賣網站進行交易。 

(四)C2B：將所有對同一種商品有購買意願的消費者聚集一起，再向同

一家公司進行議價的行為，用意在於為消費者爭取更好的條件與

品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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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電子商務的四種模式 

B2B B2C 

(ex：中鋼) (ex：窈窕佳人 Spa) 

C2B C2C 

(ex：集體議價) (ex：奇摩拍賣、露天拍賣) 

 

 2.3 電子商務六流 

電子商務的發展，衍生出許多構面，從商業買賣流程的角

度觀察，包括六種商業流通的基本屬性，通稱電子商務的六

流。茲將電子商務之六流簡介如下：  

一、商流 

讓買賣雙方順利溝通以利交易完成，商品的所有權完成轉移。包

括銷售、商情蒐集、商業服務等活動。 

二、物流 

物流是一種物的實體流通活動的行為，在流通過程中，透過管理

程序有效結合運輸、倉儲、裝卸、包裝、流通加工、資訊等相關物流

機能性活動，以創造價值、滿足顧客及社會需求。例如：在消費者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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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中，企業商家會使用運送方式有宅配、郵局、貨運等。 

三、金流 

透過金融系完成付款機制，強調完善的付款系統與安全性。在電

子商務上 B2C 很多會使用信用卡付款、超商取貨付款、銀行匯款等付

款方式。 

不過現今網際網路並不是百分百能安全地進行交易，個人資料外

洩嚴重，時常聽聞詐騙集團複誦資料讓消費者信以為真，達到詐騙集

團的目的。雖然網際網路有此問題，但許多消費者為節省時間，還是

會透過信用卡付款等方式購買商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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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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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行銷等，若將資訊清楚地分析了解客戶消費習慣、能力或

區域等因素，進行資料交叉分析後，通知消費者的膚質推薦使用哪一

項產品，或是可依消費者的消費紀錄，提醒消費者是否該補充產品，

不僅讓消費者感到貼心以外，也為商家提高銷售的數量。 

五、設計流 

設計流即是依照消費者需求，所研擬之產品生產、產品配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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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網站)規劃、商圈開發等設計程序，帶動消費者瀏覽意願。 

六、服務流 

服務流是為使顧客滿意，與顧客產生互動關係，提供顧客良好的

服務之傳遞過程。必頇要秉持著「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凡事站在

顧客的角度想，因為顧客重視的不再是只有優良品質的商品，而是擁

有更好服務的企業。[5] 

 

本研究為高價、易碎商品，業主擔心會在運送過程中有碰撞、破

損情形，並不考慮使用貨運等運送方式，而是希望由消費者到店取

貨，確認商品有無破損情形，讓雙方建立互動、互信的關係。 

透過網際網路，將資訊傳遞至網站上，減少資訊被動告知的問

題。且業主也自行研發美容產品，讓顧客有多種選擇。 

 

2.4 網路行銷 

有別於傳統產品導向的市場，訊息只能由企業或行銷者傳送給網

路使用者，目前基於網路的特性，讓網路行銷得以跳脫傳統行銷單向

的模式，轉為雙向的溝通模式。企業不只可將資料放在網站上，還可

以讓網路使用者針對產品/服務提供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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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行銷靠著網路、資訊科技的協助而有新的樣貌，以下介紹六

項網路行銷的特性： 

一、互動性(Interactive) 

所謂的互動性是指行銷業者與消費者之間互動的程度，傳統的行

銷溝通模式是由單一媒介傳遞給大眾，像是透過無線電視、有線電

視、報紙、雜誌、廣播…等的大眾傳播媒體來做行銷溝通，此模式有

以下三個特性: 

1. 一對多的行銷溝通模式 

2. 企業對潛在顧客做單向溝通 

3. 只有企業提供溝通的內容 

二、匿名性(Anonymous) 

目前網路提供許多的應用服務，包括:E-mail、Blog、網路論

壇、網路遊戲或是交友網站等，其使用的模式都要先由使用者設立帳

號與密碼，並提供個人基本資料來登入，但不少的網路使用者幾乎都

不會提供正確的個人資訊，舉凡使用化名、修改照片或其他錯誤的個

人資訊等，達到匿名性的效果。 

三、公開性(Public) 

透過網路可讓網路使用者便利的與其他人進行聯絡，彼此分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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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興趣或知識，消除地區所造成的限制，藉此來縮短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使人的活動範圍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可以在網路上發表自己

的想法。因此，網路具有公開性。 

四、免費性(Free) 

網際網路是由學術網路發展出來，強調資源免費共享，雖然已經

漸漸商業化，但在使用者的習慣上，仍期望得到免費的服務或資訊。

此外，由於全球資訊網首頁等內容製作容易，非常多的網際網路使用

者針對他們的興趣建立非常多的內容，免費提供給網友分享，因此對

商業性的網際網路線上服務提供者產生壓力，除非他們能夠提供更好

的差異化服務，不然很難吸引使用者付費來使用。 

五、個人化(Personal) 

隨著科技的進步，電腦已經越來越能主動處理網路上的資訊，達

到語意網(Semantic Web)的概念──意指將電腦能理解的資訊放在網

路上，讓電腦不懂的顯示文字，還能夠理解文字的意義。不只是用文

字來搜尋，而是可以利用字義來進行尋找，進而創造出智慧代理人─

─根據使用者的可能需求而提供符合個人化的服務。 

六、群聚性(Community) 

透過網路的便利性，促使網際網路使用者依據不同的興趣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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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線上社群(Online Community)，彼此因共同的興趣、話題、甚

至是需求而集合在一起。但每一個線上社區的成員必頇遵守線上社區

的網路禮節，否則會受到其他成員的排斥或被列入黑名單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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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網站比較 

本章節以 Being Spa 與原窈窕佳人 Spa 網站進行比較，原窈窕佳

人 Spa 網站以簡潔的方式呈現，功能選項紐單一化；而 Being Spa 網

站使用動畫呈現，功能選項紐可縮小至下方。兩者網站首頁列於下方

圖 2-1 及圖 2-2，其比較詳見表 2-2。 

 

 

 

 

 

 

圖 2-1 原窈窕佳人 Spa 網站[14] 

 

 

 

 

 

圖 2-2 Being Spa 網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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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Being Spa 與原窈窕佳人 Spa 比較表 

  Being Spa 原窈窕佳人 Spa 

  優勢 劣勢 優勢 劣勢 

療程介紹 介紹較明確 
無多種選擇

介紹模式 

有多種選擇

介紹模式 

介紹較為簡

略 

產品介紹 

以系列介紹

搜尋，較為方

便 

無多種選擇

介紹模式 

有多種選擇

介紹模式 

種類繁多，搜

尋不易 

網站頁面 頁面精緻 

Flash 較多，

容易使瀏覽

器停擺 

無 
頁面較為簡

單 

諮詢 
可先了解大

概特色 

無法深入了

解 

可供顧客諮

詢 

無法立即了

解問題 

跑馬燈 無 沒有跑馬燈 

有跑馬燈，可

先知道最新

消息 

因有跑馬

燈，使頁面較

繁雜 

搜尋引擎 無 
沒有搜尋引

擎 

有搜尋引

擎，可快速搜

尋 

無 

簡介 

以企業投資

做為安心保

證 

各有特色 
以歷程作為

簡介 
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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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WOT 分析 

依據本組對於電子商務的定義及瞭解，針對外在的機會與威脅，

及內在的優勢與劣勢，進行 SWOT 分析，如表 2-3 所示。 

 

表 2-3 SWOT 分析表 

優勢 

1.目前已申請 TTQS[註]讓該行業

課程合格化，替店面打下好的人

力基礎。 

劣勢 

1.因屬私人企業，在通路與資金

方面無法與集團企業做更為精緻

化的拼比。 

機會 

1.增加該地區的就業機會，並且

提高店面曝光度。 

 

威脅 

1.同業性質太多，美容師流動率

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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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何謂 TTQS？ 

在知識經濟時代中，人力資本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素之一，故人

才培訓已成為各產業升級發展之基礎工作，但在倡導事業機構投資所

屬員工之人力資本之同時，更應致力於確保訓練品質與績效，以強化

事業機構及訓練單位之辦訓意願與能力，進而協助勞工有效提升職場

競爭力。據此，職訓局特就訓練之計畫、設計、執行、查核、成果評

估等階段擬訂訓練品質系統（Taiwan TrainQuali System，簡稱 TTQS），

以確保訓練流程之可靠性與正確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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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3.1 系統建置工具 

3.1.1 AppServ 

AppServ 是 PHP 網頁架站工具組合包，泰國的作者將一些網路上

免費的架站資源重新包裝成單一的安裝程式，以方便初學人快速完成

架站，AppServ 所包含的軟體有[8]︰ 

一、Apache 2.2.8 

Apache 支援許多特性，大部分通過編譯的模塊實現。這些特性從

伺服器端的程式語言支援到身份認證方案。一些通用的語言介面支援

Perl，Python，Tcl，和 PHP。流行的認證模組包括 mod_access，

mod_auth 和 mod_digest。其他的例子有 SSL 和 TLS 支援（mod_ssl），

代理伺服器（proxy）模組，很有用的 URL重寫（由 mod_rewrite實作），

客製日誌檔案（mod_log_config），以及過濾支援（mod_include 和

mod_ext_filter）。Apache 日誌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使用免費的指令

碼 AWStats 或 Visitors 來進行分析。[9] 

二、PHP 5.2.6 

是一種伺服端描述語言，用來製作動態網頁。當一個網客開啟網

頁時，伺服端便會處理 PHP 指令，然後把其處理結果送到使用者的網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WStats&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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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瀏覽器上面。就像是 ASP 或者是 ColdFusion 一樣。然而，PHP 跟 

ASP 或者是 ColdFusion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是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而且是跨平台的。PHP 可以在 Windows 及很多不同的 Unix

版本執行，它也可以被建成一個 Apache 模組，或者是一個 CGI 的二

元檔案（binary）。 

除了能夠用來產生網頁的內容之外，PHP 也可以用來傳送 HTTP 表

頭（header）。PHP 可以設定 cookies，做授權管理，以及將使用者重

新導向至新的頁面。PHP 也提供了優良的資料庫連結功能（還有 ODBC

的連結功能），另外還有提供與各式各樣的外部檔案庫（library），

可以使用的範圍廣大，上至產生 PDF 文件，下至解析 XML。 

三、MySQL 5.0.51b 

SQL 是「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的簡稱，

讀作「Ess Que Ell」或「sequel」。SQL 最初是由 IBM 的研究中心在

1970 年代初期所開發的，是專門用於關連式資料庫的一種查詢語言。

利用 SQL 可以用來定義資料庫結構、建立表格、指定欄位型態與長

度，也能新增、異動或查詢資料，它已經成為關聯式資料庫的標準語

言。 

MySQL 是一個快速、多執行（multithread）、多使用者且功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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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RDBMS），可以與 C、C++、Java、Perl、PHP 等語言很容易的連結，可

以運行於多種平台上，例如：Solaris、RedHat、Linux、FreeBSD、

OS/2、Windows 等。 

四、phpMyAdmin-2.10.3 

phpMyAdmin是一個以 PHP為基礎，以 Web-Base方式架構在網站主

機上的 MySQL 的資料庫管理工具，讓管理者可用 Web 介面管理 MySQL

資料庫。藉由此 Web 介面可以成為一個簡易方式輸入繁雜 SQL 語法的

較佳途徑，尤其要處理大量資料的匯入及匯出更為方便。其中一個更

大的優勢在於由於 phpMyaAdmin 跟其他 PHP 程式一樣在網頁伺服器上

執行。 

1. 建立、修改、刪除資料庫及資料表。（可透過介面操作，或是

執行 SQL 語法） 

2. 多國語系使用者介面，可自由切換。（支援超過 65 種不同語言

的介面，含繁體中文與簡體中文），在資料表維護方面，基本

的功能具有： 

(1)檢查資料表 

(2)分析資料表 

(3)修復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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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佳化資料表 

(5)強迫更新資料表 ("FLUSH") 

3. 可將資料表內的資料匯入(導入)或匯出（導出）成多種格式的

檔案。[10] 

 

3.1.2 Adobe Photoshop CS5 

一、創造完美相片 

Photoshop 針對實際問題提供高效率且專業修復的工作環境，並

且新增非破壞性編輯的「智慧型物件」功能，同時也可解決影像拍攝

時無法控制，導致結果不理想的情況(如:紅眼、色偏、曝光等)，讓

您有更多的時間可投入在進階攝影美學上，更可配合藝術筆刷創造出

來專屬的藝術畫。 

二、創意繪圖設計工具 

有多少的創意在等待共鳴，Photoshop 提供了全方位設計相關功

能，只要輕鬆扭曲與旋轉就可以快速建立出想要的圖形，並且經由創

意與設計讓作品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三、無與倫比的網頁設計 

不需要了解複雜的程式碼，不管是初階或高階的網頁版型，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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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聰明製作、專業呈現。 

四、增加的 Adobe Bridge 

它就像 Photoshop 專屬的檔案總管，提供了預覽影像、調正大

小、旋轉影像、批次更改檔名、並且顯示 JPG、TIFF、SWF、FLV、RAW

規格的檔案。 

五、在 Photoshop 中置入外部檔案繼續編輯 

Photoshop 可支援的多種檔案格式，如:Photoshop、JPEG、GIF、

PDF、大型文件格式、可攜式點陣圖等。[11] 

 

3.1.3 Adobe Dreamweaver CS5 

Dreamweaver CS5 是一套由 Adobe 公司所發展的網頁製作軟體，它

提供強大的視覺化介面與內建的元件功能，讓您可以在圖形式的操作

環境中很容易地建立文圖並茂的網頁。 

Dreamweaver CS5 的特點如下： 

一、定義與設計網站，並且提供上傳整個網站。 

二、設計樣式繁多的網頁文字，包括字體，字型大小，以及色彩。 

三、編輯引人注目的網頁圖片，可調整圖片的大小，亮度，與對比。 

四、為網頁文字與圖片加上超連結，讓您輕鬆連結到特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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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計表格來規格化資料的呈現方式，可定義自訂格式與巢狀表格。 

六、加入各種實用的網頁元素，例如自動供新的日期，水平線，以及 

檔頭內容。 

七、內建網頁範本，直接修改範本來改成您要的網頁。 

八、活用 CSS 樣式表，來設定網頁的外觀風貌。 

九、提供各種表單元件，像是文字欄位，核取方塊，及選項按鈕等。 

十、提供行為機制，讓您製造動態的效果。 

十一、使用 Spry 架構，以視覺化的方式設計，開發，與部署 AJAX 動 

態使用介面。 

十二、提供 Spry Widget，來建立常用的使用者介面組件。 

十三、提供 Spry 效果，來放大，縮小，淡出，與標示網頁元素。 

十四、加強與 Photoshop CS5 的整合，可選取 Photoshop 專案中的任 

何部分來直接貼入 Dreamweaver 頁面。[12] 

 

3.1.4 Ulead GIF Animator 5 

一、直覺化的操作介面 

1. 將「編輯」、「最佳化」與「預覽」模式以標籤形式的工作區方

式呈現，易於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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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件管理員提供一個物件共用區，讓您輕鬆控制所有畫格包含

的物件。 

3. 以畫格面板輕鬆地管理動畫製作。 

4. 直接在組合工作區中預覽動畫。 

5. 可依個人需要設計出可浮動/可嵌入介面。 

二、簡易的編輯方式 

1. 物件式的編輯方式與圖層管理。 

2. 可編輯全彩的來源物件。 

3. 開啟 PhotoImpact、Photoshop 與 Paint Shop Pro 圖層。 

4. 可直接連結至其影像軟體作雙向交互編輯。 

5. 可重複編輯的文字物件。 

6. 可精確地設定文字中個別字元的格式。 

7. 增強的選取、繪圖與變形工具。 

8. 在不同的畫格之間提供進階的物件連續漸變功能。 

三、精彩的特效 

1. 可重複編輯的動態橫幅文字物件。 

2. 反鋸齒的動態文字製作。 

3. 將霓虹燈光芒與移入/移出特效合併至動態文字。 

4. 全新的視訊濾鏡，包括色彩取代與色彩偏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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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大的最佳化處理。 

1. 提供最佳化前後的動畫預覽。 

2. 以全彩物件做更優越的最佳化處理。 

3. 進階的色盤管理。 

4. 依檔案大小或壓縮率進行最佳化。 

5. 提供非破壞型的 GIF 壓縮，並可轉換成最接近的 Web 色彩。 

6. 提供進階的 Web 安全色盤控制功能。 

五、彈性的輸出 

1. 重複使用物件式 GIF Animator 專案檔。 

2. 匯出成 PhotoImpact 與 Photoshop 圖層。 

3. 輸出全彩的 AVI、QuickTime 與 MPEG 視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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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配備 

本網站使用 PHP 語法，搭配 Dreamweaver CS5 軟體建置網站，且

使用 Photoshop CS5、Ulead GIF Animator 5 等軟體設計相關網頁元

素及商品照片編修，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開發環境 

項目 使用軟體 

作業系統 Windows 7 

網站伺服器 AppServ v2.4.9 

資料庫 MySQL 5.1.47 

網頁設計 Adobe Dreamweaver CS5 

瀏覽器 Google Chrome 

修圖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5 

閃字軟體 Ulead GIF Animator 5 

開發語言與管理 PHP/phpMyAdmin 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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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3-2 列出管理者及使用者軟硬體規格的最低需求，開啟網站

時才能避免開啟緩慢的問題。 

表 3-2 管理者及使用者軟硬體需求 

中央處理器 Intel Itanium 2 1GHz 

RAM 2GB  

硬碟空間 500GB  

網路設備 ADSL 或任何網路專線 

作業系統 Windows XP/Vista/7/8 

 

目前網站建置完成後，先行放入系學會伺服器，待業主評核。網

站伺服器規格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網站伺服器硬體規格 

Model IBM eServer x3105 

CPU 
Dual-Core AMD Opteron

(tm)
 

Processor 1212 

Memory 512MB 

Hard Disk 80GB 

OS Fedora releas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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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行性分析 

一、經濟可行性 

本研究依照店家需求重新設計網頁降低外包架設成本，若可讓後

台使用人員及潛在客戶感到美觀便利，進而對店家管理或療程詳細了

解，便具有經濟效益。 

二、法律可行性 

本研究所使用之圖片、文字素材皆由店家核准提供使用，網站內

容及排版皆由組員自行設計，所使用之產品照片及產品成本皆在文獻

參考中列出資料來源及網址，不會造成侵犯他人著作財產權或違反盜

考或不當取得的資料。 

三、操作可行性 

資訊化的發展快速已不再是只能被綁在固定的位置上得到訊息，

而是人手一機將資訊帶著行動，因此，店家考慮到目前市面上手機上

網的功能無法負荷太多的 flash 動畫，便提議從簡，以文字及圖片為

優先，方便出門在外的客戶們隨時能夠得知店面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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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架構流程規劃 

4.1 網站架構 

本組員參考許多相關網站，擷取其優點，規劃出初步架構後，與

窈窕佳人 Spa 內部人員討論，並依照內部人員之建議做適當修改，最

後完成此架構，如圖 4-1 所示。 

 

圖 4-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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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流程圖 

4.2.1 會員專區 

進入會員專區時為會員登入畫面，若是會員則依申請之帳號密碼

登入，反之則進行註冊，如圖 4-2 所示。 

 

圖 4-2 會員登入及註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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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討論區 

任何使用者皆可觀看討論內容，但若要發言則頇加入會員並登入

後才能進行發言。使用者可利用討論區與美容師或其他會員相互交

流。如圖 4-3 所示。 

 

圖 4-3 討論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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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購物流程 

如需進行購物時必頇先登入會員，才能進行選購，可先將選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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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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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後台管理 

管理者進入畫面後進行登入，登入後主要分為文章管理、訂單管

理、商品管理、留言管理及會員管理，管理者可進行新增、刪除、回

覆等多項動作。如圖 4-5 所示。 

圖 4-5 後台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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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R-model 

下圖為窈窕佳人 Spa 之 ER-model，分別為會員專區、訂單資料、

最新消息、商品資料、討論區及討論區回覆等六大資料庫。 

 

 

 

 

 

 

 

 

 

 

 

 

 

 

 

 

 

圖 4-6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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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會員 

會員資料表：包含姓名、帳號、密碼等資料，管理者能清楚瀏覽。 

表 4-1 會員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PK id int(10) 否 None 序號 

FK username varchar(50) 是 Null 會員帳號 

 password varchar(100) 是 Null 會員密碼 

 uname varchar(20) 是 Null 會員姓名 

 sex varchar(5) 是 Null 會員性別 

 birthday date 是 Null 會員生日 

 email varchar(50) 是 Null 會員信箱 

 orderPaper varchar(4) 是 Y 訂單編號 

FK phone varchar(20) 是 Null 會員電話 

 Area varchar(20) 是 Null 會員地址(縣市) 

 Cityarea varchar(20) 是 Null 會員地址(鄉鎮市區) 

 Cuszip varchar(20) 是 Null 郵遞區號 

FK cusadr varchar(150) 是 Null 會員地址(路街) 

 date datetime 是 Null 加入會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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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訂單資料 

訂單資料表：包含使用者訂購的明細、金額等資料，讓後台管理

者能清楚地知道客戶資料及訂貨資訊，以方便聯絡客戶到店取貨。 

表 4-2 訂單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PK order_id int(10) 否 None 序號 

 order_username varchar(50) 否 None 會員帳號 

 order_name2 varchar(50) 否 None 收件者姓名 

 order_phone varchar(20) 否 None 聯絡電話 

 order_cusadr varchar(255) 否 None 收件者地址 

 order_paytype varchar(20) 否 None 付款方式 

 order_total varchar(20) 否 None 金額總計 

 order_date datetime 否 None 訂單日期 

 p_name varchar(150) 否 None 商品名稱 

 p_price varchar(10) 否 None 商品單價 

 p_pic varchar(20) 否 None 商品圖片 

 odlist_qty varchar(10) 否 1 訂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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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資料表：包含標題、類別、資料內容等資料，讓管理者

新增訊息，提供給線上使用者瀏覽。 

表 4-3 最新消息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PK new_id int(11) 否 None 序號 

 new_title varchar(100) 是 Null 標題 

 new_type varchar(50) 是 Null 類別 

 new_date date 是 Null 新增時間 

 new_movie text 是 Null 資料影片 

 new_pic varchar(255) 是 Null 資料圖片 

 news_content text 是 Null 資料內容 

 news_download varchar(255) 是 Null 新增下載檔案 

 news_count int(11) 是 Null 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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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商品資料 

商品資料表：包含商品名稱、價格、圖片及內容等，讓消費者可

以自由地選購商品。 

表 4-4 商品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PK p_id int(10) 否 None 序號 

 shop_id tinyint(3) 否 None 類別序號 

FK p_name varchar(100) 是 Null 商品名稱 

FK p_price int(11) 是 Null 商品價格 

 p_open varchar(10) 是 Y 商品是否開放 

FK p_pic varchar(50) 是 Null 商品圖片 

 p_content text 是 Null 商品內容 

 p_date date 是 Null 上傳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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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討論區 

討論區資料表：包含標題、表情、內容等，讓使用者在線上留言

討論。 

表 4-5 討論區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PK forum_id int(11) 否 None 序號 

 forum_title varchar(100) 否 None 標題 

 forum_type varchar(20) 是 Null 文章類別 

 forum_img varchar(20) 是 Null 表情 

 forum_top varchar(4) 是 N 文章是否置頂 

 forum_content text 是 Null 文章內容 

 forum_date int(11) 是 Null 發表時間 

 forum_lastman varchar(150) 是 Null 最後發表人 

 forum_lastdate int(11) 是 Null 最後發表時間 

 forum_replies mediumint(8) 是 0 回復人數 

 forum_view int(11) 是 0 觀看人數 

 forum_username varchar(30) 是 Null 發表人帳號 

 forum_ip varchar(20) 是 Null 發表人 IP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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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討論區回覆 

討論區回覆資料表：包含回覆標題、回覆表情、回覆內容等資料，

讓後台管理者回覆使用者的問題。 

表 4-6 討論區回覆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PK re_id int(11) 否 None 回覆序號 

 forum_id varchar(10) 否 None 發表序號 

 re_title varchar(100) 是 Null 回覆標題 

 re_img varchar(20) 是 Null 回覆表情 

 re_content text 是 Null 回覆內容 

 re_quoteUser int(30) 是 Null 被引用人帳號 

 re_quote text 是 Null 引用原文 

 re_quoteDate int(11) 是 Null 引用時間 

 re_date int(11) 是 Null 回覆人數 

 re_username varchar(30) 是 Null 回覆人帳號 

 forum_ip varchar(20) 是 Null 回覆人 IP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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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功能介紹 

5.1 導入頁 

窈窕佳人首頁以簡潔排版方式清楚顯示，讓使用者能夠在第一時

間清楚自己需要的是哪項服務，不會迷惑。本網站使用 googlemap，讓

消費者能在地圖上找到實體店面位置，而 QR code可以連結到 Facebook

粉絲團，可以在粉絲團裡，與網友們互相討論美容問題。 

 

圖 5-1 窈窕佳人 Spa 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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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關於我們 

介紹窈窕佳人之過程經歷，包含四大類服務內容。 

5.2.1 公司介紹 

介紹公司的形成、成立以及未來發展規劃，讓使用者對於窈窕佳

人 Spa 館有更深一步的認識，內容包括從經營至開設分店的路程分享

和所有員工的未來期許與目標。 

 

圖 5-2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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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美容師介紹 

介紹該店服務美容林沂蓁老師的經驗專長，與老師本人在開店穩

定後開始考慮開設分店時的矛盾，因為一句話而開始讓窈窕佳人 Spa

開枝散葉。 

 

圖 5-3 美容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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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活動照片 

分享內部活動、教育訓練及員工旅遊之活動照片，讓使用者瞭解

到內部員工對於專業領域上，是隨時更新自身的美容知識，以服務消

費者。 

 

圖 5-4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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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分店資訊 

介紹窈窕佳人 Spa 的各個分店，內有分店位置及部落格連結，使

用者可點選進入分店部落格，觀看各分店資訊、分店活動內容及分店

的優惠活動。 

 

圖 5-5 分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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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服務項目 

窈窕佳人主要的服務項目分為兩大類介紹。 

5.3.1 課程介紹 

窈窕佳人的 Spa 課程介紹，不僅僅只有臉部(美顏嫩膚)還包括身

體舒緩、窈窕雕塑及其他服務，點入連結，可詳見各課程內容，供消

費者參考自己需要哪些課程。 

 

圖 5-6 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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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美容新知 

以下捲式方式，列出日常保養的相關問題，使用者可以在此得到

資訊，並解決自身的困惑，以三個禮拜更新一次新的美容資訊，讓愛

美的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上也能美顏養身。 

 

圖 5-7 美容新知 



 

49 

 

5.4 產品資訊 

提供相關產品的介紹及資訊，會員可購買產品之服務。 

5.4.1 臉部 

介紹使用於臉部的保養品種類，大多以面膜為主打商品，點選產

品，可詳見此產品的成分、功效及用法，若要購買，頇先登入會員才

能訂購。 

 

圖 5-8 臉部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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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身體 

介紹使用於身體的保養品種類，讓消費者能夠在家中也享受到療

程中的產品，可詳見此產品的成分、功效及用法，若要購買，頇先登

入會員才能訂購。 

 

圖 5-9 身體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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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精油 

介紹使用於課程中以及販賣的精油種類，以不同部位和不同療用

下選擇產品，可詳見此產品的成分、功效及用法，若要購買，頇先登

入會員才能訂購。 

 

圖 5-10 精油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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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討論區 

提供會員討論對課程服務及產品購買時的疑問，爾後會由專業人

員為您解答。討論區也可讓會員之間，提供及分享個人的保養祕方，

聯繫美容師與消費者的感情。 

 

圖 5-11 會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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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會員專區 

因防止惡意人員破壞網站風化，固此網站一應要求加入會員，填

寫個人基本資料，確認送出後，才能使用會員購買產品及討論的服務，

享受美容師的專業資訊服務。 

 

圖 5-12 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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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追求美麗健康是每個人的天性。人們臉上逐漸有了歲月的洗禮，

看著自己的變化，這時候的保養和健康不止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把

握當下良機。在另一方面來說，不管是戀愛時還婚後，當愛人在身邊

受到別人讚美的時候，伴侶可能會比她更高興，不同她此時的欣喜，

那是一種很大成就感；如果愛人在身邊受別人暗指年華老去的時候，

自己可能比伴侶更難受，不同於她自己的不太在乎，那是一種很大的

羞愧感。所以，希望女性們都能愛護自己，這會讓你的愛更充實，更

有吸引力，也是對你所愛人的很大安慰。 

6.2 未來展望 

現代人的觀念帶動整個美容行業，使得美容行業目前已是台灣無

法缺少的行業之一，也因網際網路的發展快速下，將實體店面的競爭

帶到網際網路上。而目前網站建置完成後，尚有許多需要改善的空間，

像是：提供線上預約課程、增加會員優惠、網站內容更新等。 

目前只提供到店取貨的方式，未來會向業主建議，提供物流運送

的方式，讓消費者不僅侷限在某個地區，而是全台灣將有更多的客源。 

有了專業的美容師，再加上經營團隊的努力，期望產品不斷推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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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以最新美容技術為所有愛美的女人打造健康美麗的肌膚，使消

費者不但安心使用產品，更能夠快樂享受美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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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甘特圖 

     年月份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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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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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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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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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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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拜訪客戶 

 

          

網站規劃建

置 

          

資料蒐集 

 

          

書面報告 

 

          

版型確認 

 

          

網站測詴 

 

          

海報製作 

 

          

第一階段 

口詴 

          

第二階段 

口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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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書面資料 網站 其他 

蔡佳霖 1.研究背景  1.第一次口詴提出 

 2.文獻討論    的問題做修改 

 3.系統分析  2.所有書面報告的 

 4.網站架構流程規劃    潤飾及彙整 

 5.網站功能介紹-截圖  3.簡報製作及彙整 

 6.未來展望  4.第二次口詴提出 

 7.參考文獻    的問題做修改 

 8.甘特圖   

譚伊惠 1.SOWT 表 1.美容新知 1.簡報製作 

 2.可行性分析 2.課程介紹 2.拜訪業主、訪談 

 3.網站功能介紹    紀錄 

 4.結論   

王芷芸 1.電子商務文獻 1.網站建置  

 2.系統分析 2.所有資料的修改  

   -GIF Animator 5   、排版  

  3.美工圖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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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資料 網站 其他 

郭品業 

 

1.網站比較表 

2.電子商務文獻 

1.公司簡介 

2.美容師介紹 

1.簡報製作 

2.海報製作 

 

 

3.系統分析-MySQL 

4.網站功能介紹 

3.活動照片 

4.分店資訊 

 

 

 5.結論與未來展望   

林聿頡 

 

1.網站比較表 

2.電子商務文獻 

 

 

 

 

 

 

3.系統分析-PHP 

4.網站功能介紹 

 

 

 

 

 5.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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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業主訪談紀錄 

專題一開始決定做商業網站時因為曾經聽朋友談起對公司網站的

不滿，進而詢問如果是做為學校專題報告是否能給予機會設計貴公司

的網站，經由朋友與窈窕佳人的總監詢問後非常樂意給學生學習的機

會，得到同意後便在 2012/04/23日前往新竹總店，統一窗口由管理網

站的美編全權負責，得到總監的全力支持。 

 

訪談地點：窈窕佳人 Spa  新竹總店 

訪談時間：2012/04/23 

訪談對象：網站美編人員 

Q1：曾經聽說不滿意外包網站的系統，請問是在哪方面操作不便？ 

A：在後台管理上程序過於繁複且自由度低，在更新一些資訊方面時

常常需要砍掉舊訊息才能添加新的訊息上去，因為頁面格式是固定的

關係無法做太多修正，拘束了很多發展性。 

Q2：目前公司網頁需求為何？希望我們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呈現或使

用？ 

A：公司網頁希望以單純的文字及圖片去呈現，另外，圖片部分希望

能以縮圖顯示，並且有點擊放大的功能，因為近年來手機上網已成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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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礙於手機硬體及軟體不如桌上型電腦來的功能全面，遇至 FLASH

動畫過多的網頁會造成圖片無法顯示或網頁停頓無法操作，公司希望

以最原始、樸素的字面、圖文來和消費者作為一個連繫，希望網頁能

呈現乾淨、清爽的氛圍讓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操作上都能在最快的時間

內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資訊和結果。 

 

雖然以上只提出兩點問與答，但在現場卻已討論了許多關於網站

架構、規模和公司看重的廣告行銷方面(在 GOOGLE、FB上買廣告)下了

許多功夫，就連網頁優化(關鍵字)的問題都有提論到，大多數窈窕佳

人總監都表示只要管理者方便、使用者也能在操作時感到舒適，得到

宣傳的效果都表示無條件贊同，給予非常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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