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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組以電子商務為主，主題以二手書店為例，網際網路

的發展迅速，電子商務資料與各方面資訊傳遞速度進而增加，

在網路上購物成為網路技術科技盛行，進而帶動創造新的交

易法則與消費觀念與習慣，到了現今需求便利與快速的方法，

給予消費者可以透過電腦的網路商店購買商品的管道，網路

上做買賣並且持續在擴充書籍類別，商品的種類持續增加，

對於在台灣二手書店網路交易帄台 

二手書網站眾多競爭激烈，為了保護作者的著作權益，

不讓盜版盛行，因此，我們想架設一個二手書網站，讓消費

者不僅能買到價格實在，又多樣化的書籍讓消費者的選擇更

多。 

本組研究產品為二手書店，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不外

乎:書籍價格、書籍多樣化以及服務態度等資訊，因此網站規

劃方面，採用消費者的建議以及店家理念方向，網站架設了

會員專區、留言板、購物車，以達到消費者能提供意見以及

買到價格實在的商品，並創造更大的客源之目的。 

關鍵字: 電子商務、二手書、網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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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以來網際網路的發展迅速，資料與各方面資訊的傳

遞速度進而增加，虛擬網路的商店如排山倒海的創立，在網

路上購物成為網路技術科技興盛，然而帶動的新行業，另外

與帶動創造新的交易法則與消費觀念與習慣，消費者們也漸

漸改變購買方式和行為，從以往實體市場店面以物易物，到

了現今需求便利與快速的方法，給予消費者可以透過電腦的

網路商店購買商品的管道。 

電子商務運用先進的資訊與科技，由於組織作業成改造

流程，進而達到組織營運成本降低，讓作業效率大幅提升，

增強顧客滿意與需求目標，電子商務是現今商業的主流，比

起傳統產業或是新興產業都是難以逃過電子商務這趨勢的

衝擊。 

以網路技術來說讓有線寬頻能更成熟，消費者更有選擇

以外無線網路技術成熟也接著趨勢滿足人們需求對行動的

資訊更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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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以往亞馬遜書店的趨勢，也更可以給許多人明白，

書籍也是可以像這樣的架在網路上做買賣在經營成績亮麗，

持續在擴充書籍類別，商品的種類也持續開發，國內金石堂

網路書局、誠品網路書局、博客來網路書局都是在台灣相較

規模網路書店，對於出版社來說，這是開啟一條新的銷售通

路的機會。 

本專題之目的是架設二手書帄台，主要針對學生的族群，

讓學生容易在學校資源得到需求資訊，使學生能夠充分利用

網路所需資源。 

若在校園推行二手書交易帄台此種機制，對於學生受益

良多。且有效的降低的學生去翻印整本課本，侵犯了書本作

者的智慧財產權；架設二手書交易帄台也大大降低了學生的

經濟壓力，若能把書籍費降低，將可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經濟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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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現代化的網際網路，可以使需求族群在24小時，不受於

限制在網路上購物、購書。 

現今二手書店而言網路上，提供對於各種書籍種類有較

於需求的需求者，做一個二手書的網路帄台，對於書籍有需

求的學生需求可以使用較低的價錢買的到二手書籍，可以降

低節省自己的經濟壓力。  

對於學生由校園中網路資源所得到需求資訊，面對環境

變遷情境，相對的有效利用其資源和優勢，透過這些電子商

務的資源應用，建立一個商品齊全資料充足的二手書交易網

站，也可讓教師和學生有最便利也相對最具代表性的二手舊

書交易帄台，二手書的書籍價錢較低於市售新書的價錢，沒

有必要再為學期開始的時候繳了不少的學雜費後還要在花

錢買好多本又昂貴的課本造成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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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主要的研究目的是：  

1. 建立一個商品齊全資料充足的二手書交易網站。  

2. 得知目前網路帄台二手書籍網站現況。較於二手書網站，

從其他虛擬網站中找出其優點和缺點作為研究的參考的

依據，從中的學習與改進。  

3. 在實際架設二手書籍網站，讓校園內的所有人可以便利

的購買書籍，實際的作出一個二手書籍網站帄台，讓所

有師生享有明了確實的管道可以賣個人的舊書，不必再

為了一些舊書堆放在辦公室或房間佔據多於空間佔用空

間造成大的困擾。 

4. 降低的學生去翻印整本課本，侵犯了書本作者的智慧財

產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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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四個階段： 

一、確立研究主題與方向：藉由資料蒐集，以確認研究方向，

並配合環境變遷與時代背景，擬出明確的研究主題，進

而的擬定研究大綱與甘特圖。 

二、確立研究動機及目的：藉由資料蒐集與廠商洽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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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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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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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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實做：根據前述的資料收集及分析探討結果，實際架設

出以下是本組的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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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定義 

傳統商業活動各環節的電子化、網路化、包括了電子

貨幣交換、供應鏈管理、電子交易市場、網路行銷、在線

上事務處理、電子資料交換、存貨管理和自動資料收集系

統、將這些通路和媒體兩者合併在一起成為商業經營模

式。 

通常指的在全球商業貿易中，網路開放環境下於瀏覽器

伺服器應用，買賣雙方的進行各種商貿活動，對消費者的網

路購物、商用戶之間的網路上交易以及各種商務的活動交易

活動等都是一種新型的商業運作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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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類型 

電子商務可分為下面三種類型：  

1.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Business to Customer，

即 B2C）。 

這是消費者利用網際網路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形式，

類同於商業電子化的零售商務。隨著網際網路的出現，

網上銷售迅速地發展起來。  

2〃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Business to Business，即

B2B）。 

B2B 方式是電子商務應用最多和最受企業重視的形

式，企業可以使用 Internet 或其他網路對每筆交易尋找

最佳合作夥伴，完成從定購到結算的全部交易行為。  

3〃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Consumer to 

   Consumer 即 C2C）。 

C2C 商務帄台就是通過為買賣雙方提供一個線上交

易帄台，使賣方可以主動提供商品上網拍賣，而買方可

以自行選擇商品進行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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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Consumer to Business 

即 C2B）。 

C2B 則是目前興起的"團購"或是"集體競標"行為,由消

費者組成一定人數的購買量,向該廠商進行議價並購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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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B2C 電子商務 

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是消費者利用網際網

路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形式，類同於商業電子化的零售商

務。隨著網際網路的出現，網上銷售迅速地發展起來。  

B2C 就是企業透過網路銷售產品或服務給個人消費

者。企業廠商直接將產品或服務推上網路，並提供充足資

訊與便利的介面吸引消費者選購。 [2] 

目前可成以下五種經營的模式：  

1.入口網站（Portal): ex. Yahoo  

2.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ies）：虛擬社群的著眼點都

在顧客的需求上，有三個特質－專注於買方消費者而非

賣方、良好的信任關係、創新與風險承擔。  

3.交易聚合（Transaction Aggregators）：電子商務即是買

賣。  

4.廣告網路（Advertising Network)  

5.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模式（O2O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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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B2B 電子商務 

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Business to Business，

即 B2B）。B2B 方式是電子商務應用最多和最受企業重視

的形式，企業可以使用 Internet 或其他網路對每筆交易尋

找最佳合作夥伴，完成從定購到結算的全部交易行為。  

B2B 電子商務是指以企業為主體，在企業之間進行的

電子商務活動。 

B2B 電子商務是電子商務的主流，也是企業面臨激烈

的市場競爭、改善競爭條件、建立競爭優勢的主要方法。 

B2B 主要是針對企業內部以及企業（B）與上下游協

力廠商（B）之間的資訊整合，並在互聯網上進行的企業

與企業間交易。借由企業內部網（Intranet）建構資訊流通

的基礎，及外部網路結合產業的上中下游廠商，達到供應

鏈（SCM）的整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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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C2C 電子商務 

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 C2C 商務帄台就是

通過為買賣雙方提供一個線上交易帄台，使賣方可以主動

提供商品上網拍賣，而買方可以自行選擇商品進行競價。 

例如消費者可同在某一競標網站或拍賣網站中，共同

線上出價而由價高者得標。或由消費者自行在網路新聞論

壇或 BBS 上張貼佈告以出售二手貨品，甚至是新品，諸

如此類因消費者間的互動而完成的交易，就是 C2C 的交

易。  

C2C 並不局限於物品與貨幣的交易，在這虛擬的網站

中，買賣雙方可選擇以物易物，或以人力資源交換商品。 

例如一位家庭主婦已準備一桌筵席的服務，換取心理

醫生一節心靈澄靜之旅，這就是參加網路競標交易的魅力，

網站經營者不負責物流，而是協助市場資訊的彙集，以及

建立信用評等制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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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C2B 電子商務 

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這是一種創新型的電

子商務模式，不同於傳統的供應商主導商品，這是通過具

有相似或相同需求的消費者，形成一個特殊群體，經過議

價達到消費者購買數量多，價格相對低的目的。  

C2B 是商家通過網路搜索合適的消費者群，真正實現

定制式消費。對消費者而言，是一種理想化的消費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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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子商務七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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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到消費者所有權轉移過程，如商

品企劃、銷售管理、通路管理、賣場管理、消費服務等，而

在此的主要重點係偏向網站設計。因為企業網站本身就代表

是一種店面，所以網站的規劃也就等店面的規劃。 

(二)物流 

物流係指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如鈾原料轉換成完

成最終送到消費者手中之實體物品流動的過程，包含有，產

品開發、製造、儲運、保管、供應商管子與物流管理等。電

子商務上的物流與實體上的物流相似，主要重點應著重在廠

商如何將產品送至消費者手上。因為，當消費者透過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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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頇透過

物流系統，將產品運至消費者處。 

 

 

 



15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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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權得移動而造成的金錢或帳務的移動，包含有，金應、

應付、會計、財務、稅務等。電子商務上的金流，主要的重

點在付款系統與安全性。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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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會產生安全性問題，因此，

金流在電子商務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十分重要。 

(四)資訊流 

資訊流係指金訊交換，極為達上述三項流動而造成資訊

交換。包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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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監測軟體等，來

收集有關的消費者資訊。 

(五)人才流 

人才流的主要重點是在培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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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這

類人才必頇同時瞭解「電子（electronic）」-科技與「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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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商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因此培

養不易。 

(六)服務流 

服務流的重點在將多種服務順暢的連在一起，始分散的、

斷斷續續的網路服務變成連續服務。 

(七)設計流 

設計流的重點有二，一是針對 B2B 的協同商務設計，另

一是針對 B2C 的商務網站設計，在協同商務設計方面，強調

企業間設計資訊的分享與共用，在商務網站設計方面，則強

調顧客介面的友善與個人化。參考文獻[3] 

以上是電子商務所需的七流。 

那麼本組所製作的專題所需要的其中三流包含: 

1. 物流 2. 金流 3. 資訊流  

 

 

 

 

 

 

 

 

 

 



17 
 

2-4 競爭市場分析 

關於網路二手書店經營，自以往有著很長的時光和歷史，

雖然「二手」二字，時間流逝的慢慢發展出不同的經營和型

態，使得不同時間成立起二手的書店，發展出所有的特色。 

下列三者市場分析的意義。 

一. 潛在競爭者 

具備資金與技術的創業人士以及有意願投入二手書

市場的人。 

二. 對消費者議價能力 

由於剛進入二手教科書市場，為了求穩定成長剛開

始的議價能力都較低。 

三. 對供應商議價能力 

由於剛進入二手教科書市場，為了求穩定成長，剛

開始的議價能力都較低。 

現有競爭者: 

(1)網路二手書店 :校園二手教科書、GoBASing 

(2)網路拍賣網站 : 奇摩拍賣、露天拍賣 

(3)BBS :台大批踢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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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體書店 : 誠品、金石堂、墊腳石、諾貝爾 

(5)網路書店 : 誠品、博客來、金石堂 

(6)實體二手書  

(7)影印店  

結論 : 

二手書市場雖然競爭激烈，但缺少知名度高的公司，市

場在未來會漸漸成熟發展，採取市場區隔策略以二手教科書

為主要服務項目，融入品牌概念，打造品牌，博取消費者信

任。 

表 2-4-1 網站比較 

       網站  

項目 

書寶二手書

店 

校園網路書

仿 

領東二手書

店 

書籍大眾化  ☆ ☆ 

書籍分類  ☆ ☆ 

價格優惠  ☆ ☆ 

有完整聯絡

方式 

 ☆ ☆ 

書本內容介

紹詳細 

☆  ☆ 

有書籍圖片

顯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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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書寶二手書首頁 

2007年 4月 1日愚人節，書寶二手書店創辦人滑鼠在同

學桌上發現一張名片(印有自己名字還打錯字…)，上頭印有

行銷經理職稱。原以為是愚人節的小玩笑，細問之下方才得

知：好消息是同學要籌措合建二手書販售網站，壞消息是此

案還未開始便迅速宣告夭折。於是剛辭掉證券營業員工作的

滑鼠在準備研究所考詴尋找打工機會之餘，便接下這預官同

學認定不可行的二手書生意，成立了書寶二手書店。  

從一開始家中與親友捐贈的 200本書開始，搬貨、收購、

客服、打雜樣樣都得自己來，未嘗領過一毛薪水度過了八個

月…終於在超低價格、拼死堅持服務品質與提供快速便利的

交易流程努力下，2009年成為奇摩圖書類評價冠軍的鑽石盃

超人氣賣家，2010年更拿下雙皇冠評價。目前網站上出售中

書籍近九萬種(快速上升中)，每月新上架超過 20000種，29

元以下書籍高達兩萬多種，成為愛書人百逛不膩的尋書帄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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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書寶開通找書小幫手服務，只要留下 ISBN碼

或書名關鍵字，該書籍一上架系統便優先發信通知。 

2010年底書寶更在師大路上開設首間實體店面， 全店

以白色為基底設計裝潢，並附有數個電腦 座位供網路找書

取貨便利，增設洗手間讓您 閱讀無負擔。愛書人到師大夜

市不可不逛！ 

2011年初書寶搬到三百坪大倉庫，力求更 新商品速度

加倍，真正讓您買書先買二手書， 二手書先逛書寶。參考

文獻[5] 

 

圖 2-4-1 書寶二手書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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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校園網路書坊首頁 

校園書房淵源於具有五十年歷史的校園團契。1957年，

查大衛弟兄於台北成立校園團契。1962年，成立校園福音團

契。 

1965年，成立校園書房出版社，出版學生工作相關的基督教

神學叢書、研經材料。 

1975年，成立校園書房，在信仰殿堂與社會俗世之間，搭起

福音的橋樑。[6] 

 

圖 2-4-2 校園網路書坊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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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校園網路書坊首頁購買頁面 

圖 2-4-3 為校園網路書坊首頁購買頁面。有詳細的書籍介

紹。[6] 

 

圖 2-4-3 校園網路書坊首頁購買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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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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S ) 

1. 書籍為現有、易取得資源。 

2. 目標顧客群清晰、易接觸。 

3. 產品定位大眾化為主。 

4. 書本分級制度實行，讓消費者更加信賴。 

 

( W ) 

1. 初期知名度低。 

2. 頇耗費教育顧客之成本。 

3. 初次經營會有不可預期狀況發生。 

4. 初期資金不足，販售的書籍種類較少。 

( O ) 

1. 環保意識抬頭，森林保育議題逐漸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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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手教科書接受度有提升趨勢。 

3. 學雜費、教科書費調漲。 

4. 通貨膨脹。 

5. 網際網路普及，網路購物人口持續攀升。 

( T ) 

1. 教材範圍計畫。 

2. 「侵犯智慧財產權」風氣盛行。 

3. 資訊流動率快速，教科書汰換率高，重複使用次數受

限。 

3. 供應來源不穩定。 

4. E 化學習的推廣。 

5. 閱讀走向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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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5-1 所示 

S 

1. 書籍為現有、易取得資源。 

2. 目標顧客群清晰、易接觸。 

3. 產品定位大眾化為主。 

4. 書本分級制度實行，讓消

費者更加信賴。 

 

W 

1. 初期知名度低。 

2. 頇耗費教育顧客之成本。 

3. 初次經營會有不可預期狀

況發生。 

4. 初期資金不足，販售的書

籍種類較少。 

 

O 

1. 環保意識抬頭，森林保育

議題逐漸受重視。 

2. 二手教科書接受度有提升

趨勢。 

3. 學雜費、教科書費調漲。 

4. 通貨膨脹。 

5. 網際網路普及，網路購物

人口持續攀升。 

 

T 

1. 教材範圍計畫。 

2. 「侵犯智慧財產權」風氣

盛行。 

3. 資訊流動率快速，教科書

汰換率高，重複使用次數受

限。 

3. 供應來源不穩定。 

4. E 化學習的推廣。 

5. 閱讀走向電子化。 

 

圖 2-5-1 SWO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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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系統分析 

3-1 系統需求 

本專題之目的是架設二手書帄台，主要針對學生的族群，

讓學生容易購買到所需要的書籍，使學生能夠充分利用網路

所需資源。 

表 3-1-1 為開發者端的規格。 

表 3-1-1 開發者端規格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CPU 中央處理器 AMD Athlon 64 

RAM 記憶體 8GB DDR3 

HDD 硬碟空間 2TB 

Internet 網路設備 ADSL 

操作設備 滑鼠及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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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者軟硬體使用需求，如下表 3-1-2 所示。 

表 3-1-2 使用者端規格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XP 以上 

瀏覽器 支援 IE 8.0 以上 

CPU 中央處理器 Intel Pentium 4 或 AMD Athlon 64 

RAM 記憶體 512 MB 以上 

HDD 硬碟空間 120GB 以上 

Internet 網路設備 ADSL 或任何網路專線 

操作設備 滑鼠及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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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應用軟體 

本專題使用 Adobe Dreamweaver CS6 作為網站製作與管

理之工具主要使用軟體 

表 3-2-1 應用軟體 

軟體需求 軟體工具 

程式語言 PHP 

資料庫 MYSQL 

網頁設計 Adobe Dreamweaver CS6 

影像處理 Adobe Photoshop CS6 

3-2-1 網頁編輯軟體 Adobe Dreamweaver CS6 

Dreamweaver  CS6 網頁設計軟體提供了一套直覺式的

視覺化介面，供您建立和編輯 HTML 網站和行動應用程式。

使用專為跨帄台相容性設計的流暢格點版面建立最適化版

面。在發佈之前，利用多螢幕預覽來審閱您的設計。參考文

獻[8] 

3-2-2 資料庫管理系統 MYSQL 

MYSQL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原開發者為瑞典的 MySQL AB 公司，該公司於 2008 年被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6%94%BE%E6%BA%90%E7%A2%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81%AF%E5%BC%8F%E8%B3%87%E6%96%99%E5%BA%AB%E7%AE%A1%E7%90%86%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MySQL_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7%E9%99%BD%E5%BE%AE%E7%B3%BB%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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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微系統收購。2009 年，甲骨文公司收購昇陽微系統公司，

MySQL 成為 Oracle 旗下產品。 

MySQL 在過去由於效能高、成本低、可靠性好，已經

成為最流行的開源資料庫，因此被廣泛地應用在 Internet 上

的中小型網站中。隨著 MySQL 的不斷成熟，它也逐漸用於

更多大規模網站和應用，比如維基百科、Google 和 Facebook

等網站。非常流行的開源軟體組合 LAMP 中的「M」指的就

是 MySQL。[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2%E9%AA%A8%E6%96%87%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Interne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5%9F%BA%E7%99%BE%E7%A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http://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zh.wikipedia.org/wiki/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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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網頁程式設計 PHP 

PHP（全稱：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及「PHP：

超文字預處理器」）是一種開源的通用電腦指令碼語言，尤

其適用於網路開發並可嵌入 HTML 中使用。PHP 的語法借鑒

吸收了 C 語言、Java 和 Perl 等流行電腦語言的特點，易於一

般程式設計師學習。PHP 的主要標的是允許網路開發人員快

速編寫動態頁面，但 PHP 也被用於其他很多領域。參考文獻

[10] 

3-2-4 影像處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 

Adobe Photoshop CS6 系列產品提供您最理想的工作環

境，來創造完美的數位影像，再依您的創意自由改變它並以

出色的方式呈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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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網站架構 

網站架構如圖 4-1-1。分類為會員專區、商品專區、訂購

系統、新聞系統、留言板和商品收尋。 

 

圖 3-3-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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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架構流程規劃 

4-1 使用者端 

由於網路行銷的競爭激烈，如何讓消費者有耳目一新感

覺並且充滿購買欲望，又不讓消費者眼花撩亂，我們將以消

費者的角度來看增加網站的功能與特色。 

 

本網站之流程圖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會員登入與申請、會員修改資料、購物車系統、留言板、

新聞系統。 

 

4-1-1.會員登入與申請 

4-1-2.會員修改資料 

4-1-3.購物車系統 

4-1-4.留言板 

4-1-5.新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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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會員登入與申請流程 

加入會員進而登入畫面時，若是已經有申請會員帳號後

可登入，如果還沒申請會員可進行註冊動作。 

會員登入與申請流程如圖 4-1-1 

 

圖 4-1-1 會員登入與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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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會員修改資料流程 

會員修改資料部分，可由登入會員輸入帳號及密碼確認

後可到修改資料畫面進而修改儲存。 

 

會員修改資料流程如圖 4-1-2 

 

圖 4-1-2 會員資料修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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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留言版流程 

關於留言板部分，在加入會員後到留言板，輸入留言的

內容送出即可。 

留言版流程如圖 4-1-3 

 

圖 4-1-3 留言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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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購物車系統流程 

需要下單購物時，首先頇登入會員，進行所需的物品訂

購，可將商品放入購物車，訂購完後進入購物車修改商品數

量，確認無誤後完成送出，完成訂購流程。 

購物車系統流程如圖 4-1-4 

 

圖 4-1-4 購物車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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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者端 

後面管理者端部分，可由登入管理員帳號後，管理留言

板或是會員資料部分以及管理訂單的資料。 

後台管理流程如圖 4-1-5 

 

圖 4-1-5 後台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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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新聞管理 

新聞管理流程是網站中常用的功能，將網站最新的消息

散布讓會員們，管理者可使用新增、編輯、刪除等功能，常

用來更給每一位會員最新的資訊。 

新聞管理流程如圖 4-1-6 新聞流程圖 

 

圖 4-1-6 新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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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料庫結構 

此會員資料表主要記載會員的相關的資料，欄位詳細包

含：帳號、姓名、性別、生日、信箱、電話、居住縣市、鄉

鎮區域、郵遞區號、居住地址。 

表 4-3-1 會員資料表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附加 

member_ID(編號) int(10) 
UNSIGNE

D 
否  

auto_incremen

t 

member_username(帳

號) 
varchar(20)  否   

member_password(密

碼) 
varchar(30)  否   

member_uname(姓名) varchar(20)  否   

member_sex(性別) varchar(5)  是 NULL  

member_birthday(生日) date  是 NULL  

member_email(信箱) varchar(50)  否   

member_orderPaper(是

否訂閱電子報) 
varchar(4)  是 Y  

member_phone(電話) varchar(20)  否   

member_area(居住縣

市) 
varchar(20)  否   

member_cityarea(鄉鎮

市區) 
varchar(20)  否   

member_cuszip(遞區號) varchar(10)  否   

member_cusadr(細地

址) 
varchar(150)  否   

member_level(會員類

別) 
varchar(10)  是 member  

member_date(加入日

期) 
datetime  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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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系統資料表主要記載新聞所發表的資料，表格欄位

明細：編號、標題、新增日期、影片崁入網址、新聞圖片分

類、新聞內容、瀏覽計次、下載檔案..等明細。 

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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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IGNE

D 
否  

auto_increm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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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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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車系統方面主要是針對將會員所訂購的每一個商

品加入購物清單資料表成為一筆資料明細。 

表 4-3-3 購物車資料表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

l 
預設值 附加 

order_id(訂單編號) 
int(10) 

UNSIGNE

D 
否  

auto_incre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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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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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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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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是瀏覽人次資料表對於每一位會員登入的時間和

IP 位址能看到每一位會員登入的資料、以防帳號密碼被盜

用。 

表 4-3-4 瀏覽人次資料表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

l 
預設值 附加 

View_id(登入者名稱) 
int(10) 

UNSIGNE

D 
否  

auto_increm

ent 

View_time(登入時間) detetime  否 Null  

View_ip(登入者 IP) varchar(20)  否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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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料結構(ER-Model) 

圖 4-4-1 為嶺東二手書 ER-model，分為會員、購物車、

商品、交易明細四個資料庫。 

 

4-4-1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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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網站功能展示 

5-1 使用者端 

5-1-1 首頁 

首頁能讓客戶瀏覽本網站有帳號會員的客戶可以在此

處登入會員，若非會員者也可以在此處進行註冊、或是查詢

遺失的會員密碼功能。 

 

 

圖 5-1-1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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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會員申請 

加入會員時亦頇填寫個人資料畫面，輸入完成確定無誤，

在進行送出。 

 

 

圖 5-1-2 會員申請頁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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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會員登入 

當會員登入成功時進入畫面，即可使用網站留言板以及

購物車功能。 

 

 

圖 5-1-3 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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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留言板 

當有任何問題與需求時，可在留言板上回應，此處有無

會員皆可留言到板上。 

 

 

圖 5-1-4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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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購物車 

登入會員後可以在首頁 看到最新產品 訂購所需的商

品 

 

 

圖 5-1-5 購物車 

 

圖 5-1-6 商品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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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會員密碼查詢 

忘記密碼畫面，輸入申請時填寫的 E-mail，即可找回遺

失的密碼。 

 

 

圖 5-1-7 會員密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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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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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管理也是由這此處操作。 

 

 

圖 5-2-1 管理者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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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會員管理 

此區登入管理員帳號，能夠看見在網站上註冊的會員資

料，管理並可做修改或是刪除等動作。 

 

 

圖 5-2-2 會員管理 

 

圖 5-2-3 會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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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訂單管理 

管理者帳號登入，能看到會員購買商品的訂單明細，會

員購買的書籍確認後以便做出貨宅配的動作。 

 

 

圖 5-2-4 訂單查詢 

 

圖 5-2-5 訂單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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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新聞管理 

此處管理者能編輯和修改，商品的資訊網站的活動訊

息。 

 

 

圖 5-12-6 新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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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新聞管理新增 

 

5-2-4 商品管理 

管理者帳號登入後，此處可分各大類的書籍和新增商品

功能。 

 

 

圖 5-2-8 商品管理 

 



55 
 

 

圖 5-2-9 商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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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0 商品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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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圖文廣告管理 

此處後台管理由登入管理者帳號之後、近而新增商品或

圖片以及首頁更新廣告的功能。 

 

 

圖 5-2-11 圖文廣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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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留言板管理 

此處管理員帳戶登入後在留言板內管理頁面，可及時回

應客戶的需求與問題。 

 

 

圖 5-2-12 留言板管理 

 

 



59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歷經了一年多來的專題由我們組員的研討，使得專題順

利完成，現代網路帄台發展趨勢，漸漸取代了一般的實體門

市商業交易，所以我們組員抉擇了網路二手書城為例。 

在這經濟不景氣的時代裡，讓網路行銷是最節省成本的

一種商業行銷，不僅能經由這通路尋找到所需的書籍，也能

藉此發揮環保再利用的意識造福很多學生族群減低相對的

金錢花費，本網站提供二手書籍線上交易，搜尋功能找到所

需書籍，交易訂單透過系統確認商品交易所的到資訊與明

細。 

對於本網站加入會員部分，當會員有任何問題或意見時，

都能夠進到留言板進行留言，由管理者提供回應或處理方式

讓會員可以獲得解答與回覆。 

當會員想購買賣書籍時，可加入會員後可以進行買賣動

作，訂單交易資料、買賣資訊及留言，對於管理者部分，管

理者能管理、新增及修改公告、商品拍賣資訊、會員權限、

留言板，若是有會員違反秩序，惡意氣標或留言板洗板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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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觸犯詐欺及惡意破壞的會員可以修改會員權限或刪除，

維持網路賣場帄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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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一.網站部分收集詳細的書籍資訊、產品建立完整的產品資料

庫，利用管理系統，讓網頁不定時的更新。 

 

二.經由比價市場分析讓書籍價格能夠低於一般市售價格。 

 

三.增加其他的功能、安全驗證、線上刷卡服務，能夠享有更

完整的電子商務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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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甘特圖 

               

 

      預定進度 

      實際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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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分配表 

 

工 作分配 ：  

姓 名  工 作內容  

陳育明、楊舜評、陳俊偉 制定專題題目 

陳育明、楊舜評、陳俊偉 資料收集 

楊舜評、陳俊偉 書面製作 

楊舜評 簡報製作 

陳育明、楊舜評、陳俊偉 網站架設與美工編輯 

楊舜評、陳俊偉 資料修改與整理 

 

 

指導老師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