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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網際網路的發展，人們已逐漸將電腦、網路視為生

活中的必需品，現今的醫療產業競爭相當激烈，醫療院所紛

紛尋求新的管道，建置網站就是其中的管道之一。 

冠傑牙醫診所為近幾年新設立的診所，內部有多位專業

醫師，服務內容也相當豐富，但是來就診的病患大多為一般

牙齒上的問題，因此冠傑牙醫診所想藉由網頁增加其診所的

能見度，使病患能充分了解其服務內容，並能依病患自己需

求而選擇適當的醫療項目就醫。 

本研究利用網頁設計之各相關軟體建置了冠傑牙醫診

所的網頁，提升病患對冠傑牙醫診所服務內容的了解及增加

冠傑牙醫診所的潛在顧客群。 

 

 

關鍵字：醫療產業、牙醫診所、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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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本章節敘述研究的背景、動機，以及說明研究目的與研究流程。 

 

1.1 研究背景 

網際網路帶給人們的功能性與便利性是相當高的。隨著上網人數

的不斷增加，網站建立數目也隨之上升，因此教育、醫療、商業與政

府單位等紛紛建構網站，網站使用者第一個面對的即是其首頁，首頁

稱為 homepage，此一詞本來就有「家的門面」之意義，可見其重要

性。首頁代表著網站的門面、格調，更代表著本身真實社會中某一組

織或個人行動者在網路空間中的存在地位。「首頁」扮演著整體網站

的窗口，其最重要的功能在於讓瀏覽者瞭解所在網站之位置與功能

(Nielsen，1999)。在 Eighmey 研究的結論第二項更指出，ㄧ個有組織

且能表現網站策略面的網頁比較能協助使用者，特別是網站的首頁，

由此可見其地位之重要。 

全球資訊網(www)是整合多媒體與互動功能的即時性環境，所呈

現的媒體元素比報紙、期刊、廣播、電視這傳統四大媒體高出許多(林

俊役，1998)，也成為各大企業及品牌在創造企業識別度的一項關鍵

工具(郭建中，1999)。企業行號網站的建立，在企業內部可以營造企

業本身之精神、目標、文化與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凝聚員工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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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力，對外則可藉由網站企劃與活動傳達企業的形象，並與瀏覽者及

消費者產生互動與溝通。由此可知，善用網際網路媒體可以有效的傳

達企業訊息給廣大的消費大眾。 

隨著網際網路的發展以及逐年提升的上網人數，網站設計與網頁

提供的功能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冠傑牙醫診所尚無網頁時，

資訊的取得並不是這麼方便，本研究希望藉由此專題製作協助冠傑牙

醫診所製作網頁，使該網頁瀏覽者能夠更方便的取得診所的最新資

訊。 

 

1.2 研究動機 

網際網路在近年來不只是在科技應用方面有高速成長，對於它所

帶來的便利性與經濟繁榮，更是對社會、人類的生活模式、行為與溝

通方式等等，產生深遠的影響。無論男女老少，不論身分、地位、階

級、教育程度的高低，均直接或間接受到資訊流通以及全球市場經濟

開放所帶來的影響，並因此拓展各種商業的契機。 

網際網路的服務是可移動性的。只要進到有提供上網服務的區

域，無論到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皆可上網收發電子郵件，同時個人

的相關使用環境也可以動態載入，就如同在個人專屬的環境下運作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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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路的普及帶動了全球資訊網的蓬勃發展，全球資訊網已成

無法抵擋的趨勢，根據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 FIND 進行「台灣網際

網路用戶數調查」，2010 年 12 月底止，估算台灣的上網人口數以達

1,000 萬人以上，上網普及率已達到大約 47%，如圖 1.1。各界將資訊

放置於網際網路上，以提供世界各地的客戶獲取所需的資訊(楊淑

晴，1999)，其中又以全球資訊網的使用比例最高。 

 

圖 1.1  台灣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形圖(資策會 FIND，2011) 

如此高普及率也促使各界紛紛將網際網路視為重要的行銷工

具。以網際網路為行銷工具的方式中，瀏覽者無法直接享受服務之內

容，僅能透過網頁與網站上的互動了解醫療的服務項目以及相關資

訊。瀏覽者以網站所呈現的網頁功能為基礎，作為選擇的條件之一。

由於目前冠傑牙醫診所無網頁，所以本研究以電子商務七流裡的資訊

流、服務流以及設計流作為網頁製作的基礎，替冠傑牙醫診所製作專

屬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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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冠傑牙醫診所網頁的建立，讓診所可以在網頁上

隨時更新醫療資訊，使得一般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以及地點透過網

路搜尋取得資訊，此外，經由診所網頁互動區，讓醫生可以與使用者

做醫療問題的諮詢，雙向醫療資訊的互動，也方便使用者不需到達診

所即可得知最新的醫療資訊以及基礎的醫療常識。 

本研究除了要符合冠傑牙醫診所的需求外，更要建立一個具有特

色的網頁。本研究將以簡單明瞭的方式呈現網站架構，並使用溫暖的

顏色做為網頁背景，讓使用者以輕鬆的心情瀏覽本網頁，在這些設計

的作業與功能底下，希望能協助冠傑牙醫診所的現有病患能即時掌握

冠傑牙醫診所的資訊。並藉由此專題學習到網頁建置。本研究的目的

包括下列三點。 

一、 建置 e化資訊溝通網頁。 

二、 提供顧客諮詢管道。 

三、 提高顧客關係管理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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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首先，擬定研究的主題，以及研究背景與動機和目的，再來擬定

研究之方法及使用工具，蒐集相關文件，並設計相關圖片及動畫，即

開始設計網頁，在設計的過程中，不斷的測試、修正，最後評估系統

之效益，及統整結論，完成專題，如圖 1.2 研究流程圖。 

 

 

 

 

 

 

 

 

 

 

 

 

 

                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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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由網際網路的演進來介紹網際網路與全球資訊網，再以電

子商務的定義與七流以及網頁設計較具體之方向，說明設計容易吸引

瀏覽者目光，透過色系、排版、特效等創造出不同風格搭配，完成冠

傑牙醫診所之網頁。 

 

2.1 網路的發展演進 

網際網路的發展起源於1960年代的美國國防部。由於該機構內不

同的單位，所使用的電腦硬體與通訊網路設備是屬於不同的廠牌，而

如何將資料在這些來自不同廠商的電腦設備中傳送無誤，所以美國國

防部即成立了一個高級專案研究機構ARPA以解決此一問題。 

初期，ARPA從事分封交換式網路的實驗計劃，連結一些研究單

位，並設立了一個ARPANET。該計劃主要研究關於如何提供穩定、

值得信賴、而且不受限於各種機型及廠牌的數據通訊技術。 

1979年，美國國防部正式成立ARPANET網路，TCP/IP的整個架

構與大部分的協定皆已完成。沒過多久，TCP/IP成為ARPANET的標

準通信協定。有許多大學也普遍採行TCP/IP做為各電腦之間溝通的協

定，使得ARPANET日益擴張，成長非常迅速。當TCP/IP漸漸被採用

為通訊標準時，「Internet」這個名詞亦逐漸開始被使用。 



 

7 

隨著網路技術的蓬勃發展，許多網路， 如電腦工程、科技界的

CSNET ，美國網際網路的起源家科學基金會的NSFnet，及往後各機

構所設立的許多區域性或廣域性的網路，皆透過TCP/IP與之相連，此

即現今所稱之網際網路(Internet) 

 

2.1.1 網際網路 

1991年網際網路開發在商業上的使用後，它的發展便越來越快

速，其運用的工具，如WWW、BBS、FTP、E-mail和NEWS等，也越

來越多樣化，網際網路變得越來越受到大家的喜愛，使用者和傳輸流

量成長都非常驚人(顏榮泉、馬德翔，2006)。 

Kalakota & Whinston(1999)將Internet市場成長快速的主要推動力

歸因於：網際網路展現出可以接觸到消費者的潛能、公司與公司之間

的商業交易與軟體的發明。但當時網際網路最大的缺點便是以文字模

式為主，除非用慣電腦的使用者，否則仍然會因為使用不便而卻步。 

2.1.2 全球資訊網(WWW) 

全球資訊網指的是World Wide Web，簡稱為WWW或W3。其中文

意義為全球資訊網。全球資訊網是網際網路(Internet)上一項很重要的

服務。它是由NCSA(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er Application)所

發展出的新型態網路資訊交換方式，可以結合多媒體資訊、又具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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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的使用者介面，讓網際網路上的使用者能在很短的時間裡取得

所需的網路資訊。 

全球資訊網強調的是「網」的概念，也就是說，透過電腦螢幕上

的文字、影像或圖形介面，使用者可以使用「連結」(link)的方式參

閱別的伺服器的資訊。由於大家彼此交互參閱，便形成了一個提供資

訊的網路。因此全球資訊網是個無止境擴張的超本文(hypertext)。每

一個超本文文件都存在於一部伺服器上，並能連向其他的文件。這些

相互連結的文件可置放在任何接上網際網路的伺服器；它們可放在同

一部伺服器上，也可以放在不同國家的不同伺服器上。 

WWW是全球性資訊分享架構，以快速、經濟和容易使用的方式

整合了許多層面的線上內容和資訊伺服器，是發展電子商務應用的軟

體基礎。WWW如此成功的原因包括下列五點(陳雪美，1999)。 

一、 簡易的導覽和使用。 

二、 容易出版內容。 

三、 新的分送方式。 

四、 實現一個網路集中式的模式。 

五、 實現新的企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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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EC)最常用的解釋是「藉由

Internet將購買與銷售、產品與服務等商業活動結合在一起，進而調整

交易的基礎和型態」。 

根據Kalakota & Whinston(1998)提出電子商務的看法是，兩方或

多方通過電腦和某種形式的電腦網路(直接連接的網路或Internet等等)

進行商務活動的過程。Kalakota & Whinston認為電子商務的兩大重要

支援支柱：為公共政策(如電子簽章法則)與技術標準(如TCP/IP通訊協

定)，並提出電子商務的一般結構，重點如下所示。 

一、 一般商業服務基礎建設：包含安全、認證、電子付款、電

話簿與型錄等。 

二、 訊息與資訊分散基礎建設：包含了電子資料交換、電子郵

件與超文件傳送。 

三、 多媒體內容與網路出版基礎建設：包括超文件標示語言、

全球資訊網和 XML 等。 

四、 網路基礎建設：包含電訊、有線電視、無線電話與網際網

路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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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子商務的七流 

透過ｅ化的角度可將電子商務分成七個流(flow)來探討，其中包

含「商流、物流、金流、資訊流」四個主要流及「人才流、服務流、

設計流」三個次要流，如下圖2.1所示。本研究設計之網站因目的在

於使瀏覽者能在網路上容易取得診所相關資訊，所以並無使用電子商

務七流中的商流、物流、金流以及人才流，因此本研究設計之網站主

要以資訊流、服務流與設計流為主。 

 

圖2.1  電子商務的七流 (劉文良，2007)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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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man 學者認為資訊流是「組織間或組織內部由電腦網路，

與組織內各單位或組織外之經銷商與客戶相互連繫，使得和內部之間

或內部傳的之資訊得以流通，故可取得客戶之需求及變動，因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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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以提升企業之經營績效，這一連串組織與單位的連結即形成資訊

流。」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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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設計流 

『設計流』的重點有二。一是針對B2B的協同商務設計(強調企業

間設計資訊的分享與共用)；一是針對B2C的商務網站設計(強調顧客

介面的友善性與個人化)。 

 

2.4 網站環境 

所謂的網站是指建立在網路的虛擬空間中，透過數個網頁的集

合，通常共同一個網域名稱或若干相關網域名稱，並以一個共同的首

頁接受存取；而一般建立網站的步驟為申請網址、購置伺服器等硬體

設備或租用虛擬主機，最後將設計製作之網頁上傳至虛擬主機空間

(王志平，2008)。網站的組成乃是透過超文件連接功能將數個網頁互

相連接而成，所以網頁可說是構成網站最主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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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on(1999)指說超文件連接為一個互相連結的網絡路徑，就好

像人類大腦內各種資訊連結的網絡一樣。Bornman and Solms(1993)提

出正確的定義：超文件連接為一種概念，使得資訊的撰寫可以跳脫必

須連貫的寫下來，而是可以將不同的資訊透過多樣的路徑和順序而連

結在一起。總之，網站就是利用超連結的功能，將所有網頁作連結，

並方便瀏覽者使用。 

 

2.4.1 網站功能 

網際網路興起之後，網站成為各單位呈現自我訴求重要方式之

一。網站功能是否符合使用者要求，到現在沒有一種評判的標。

Kapoun(1998)提出五種對網站功能需求的評估標準，列舉如下。 

一、 專業內容精準度：確認文件提供者與聯絡方式之有無。 

二、 專業內容權限：該網頁專業內容的撰寫者是否具有該領域

資格。 

三、 專業內容目的：這個網頁的目的及其提供專業內容的詳細

程度。 

四、 網頁的時效性：該份網頁專業內容是否過時。 

五、 網頁的涵蓋範圍 : 資訊引用正確性與對主題補述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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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的專業內容，例如最新專業內容、最新資料新增等，更新速

度是否快速，有無標示專業內容更新時間，都是決定一個網站是否存

活的指標。而網頁資訊的更新速度，也會影響使用者上網的意願，許

多了無新意的網站，拜訪者將不會再回到該網站，無形中喪失許多原

來的使用者。除此之外，還要隨時注意使用者的回應，網站經營者也

可藉此了解使用者潛在的需求，進而規劃功能項目滿足使用者需求。  

 

2.5 多媒體的意義與構成要素 

多媒體為資訊傳達和人際溝通的新方法與觀念，擴大了傳達資訊

層面，替人類提供與外在的溝通管道，為了增加溝通的效果，我們賦

予多媒體具更多刺激我們感官的表達，使電腦系統能更深切的模仿人

類語言、聲音、畫面等有效率達成互動式的溝通，讓使用者能進入狀

況而自由選擇想看的內容及應如何進行的主導權，而電腦系統透過使

用者的使用過程給予合適的回饋與反應。 

多媒體是由多種媒體融合產生的一種電腦程式或節目，含有許多

的互動特性，以下為構成之要素介紹。 

一、 文字(text) ：是電腦與人類溝通最早出現的媒體。它具有

占用儲存空間小、利於電腦處理、可呈現的內容精確等特

點，但卻不是很容易吸引瀏覽者的注意力。其包含不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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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fonts)、大小(size)、格式(styles)等的文字呈現。 

二、 影像(image)：從點、線、面到三度空間的圖形，數位影像

是由像素所構成，一個像素為一個色彩，一張圖像的像素

切割越細緻畫質就越好，其資料所需的儲存空間亦遠大於

文字。 

三、 圖形(graphic)：為影像的一種形式，內容上為幾何圖形所

構成，在操作上大多使用向量(vector)方式所繪製。 

四、 音訊(audio)：由聲音構成的媒體，聲音在本質上由聲波所

構成，因此透過取樣的過程進行數位化，在以此形式儲存

在電腦的音訊資料稱為波形音訊。波形音訊可以透過音效

卡與所連接的喇叭將聲音播放出來。 

五、 動畫(animation)：利用眼睛視覺暫留的原理，將靜態的畫

面連續播放，產生平順的動態效果。動畫基本上是以影像

為基礎，經由特別設計的動畫製作環境製作出成品。 

六、 視訊(video)：由動態的影像畫面所構成，從媒體的格式來

說，電視所看到的節目、電影院放映的影片皆為視訊。視

訊是經由攝影機拍攝，在經過剪輯、後製作，在過程上和

動畫有很大的不同，而如今也會呈現於網頁中，以嵌入的

方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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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說明了多媒體所具備的元素，這些元素的結合使電腦與人類

產生互動的功能，然而本研究的重點是以最普遍的Flash以及其他相關

的多媒體軟體工具，製作屬於冠傑牙醫診所的網頁。 

 

2.6 網頁設計的步驟 

一、 設計的任務 

一個人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是一般人所沒有的，就會讓人注意

到那個人的特別，若那個人的風格是正面的，甚至就會引起別人的羨

慕與注意，或是讚賞。就如同一個網站，擁有別的網站所沒有的風格，

就會讓瀏覽者願意多停留些時間，細細品嘗該網站的內容，甚至該網

站會得到多人的鼓勵與注目，粗略的說，網站風格可以從以下幾個方

向來探討。 

1. 色系：網頁的底色、文字字型、圖片的色系、顏色等等。 

2. 排版：表格、框架的應用、文字縮排、段落等等。 

3. 視窗：視窗效果，例如：全螢幕視窗、特效視窗等。 

4. 程式：網頁互動程式，例如：ASP、PHP、XML、CGI等。 

5. 特效：讓網頁看起來生動活潑的各種應用，如：Flash、Java 

script、DHTML等等。 

6. 架構：目錄規劃、層次淺顯易懂、選單應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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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內容：網站主題、整體實用性、文件關聯性、內容切合度、

是否有不必要的檔案等等。 

8. 走向：對於網站的未來規劃、網站整體內容走向等。 

上述的這些項目皆與網頁風格有密切的關係。此外，網頁的風格

並不是只使用單一種項目，而是由各種的項目相互集結而成。 

二、 設計的實現 

設計的實現可以分為兩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網站規劃及草圖繪

製，這一部份可以在紙上完成。第二部分為網頁製作，這一個過程是

在電腦上完成的。設計首頁的第一步是設計版面的佈局。就是以最適

合的方式將圖片和文字排放在頁面的不同位置。除了要有一台配置不

錯的電腦外，軟體也是必須的。使用者常用的軟體有Dreamweaver、

Fireworks、Flash、PhotoImpact以及Photoshop，這些都是不錯的軟體。 

接下來要做的就是透過軟體的使用，將設計藍圖變為現實。雖然

在草圖上，大致上定出了頁面大體輪廓，但是靈感一般都是做製作過

程中產生的。設計作品一定要有創意，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沒有創意

的設計是失敗的。在製作過程中，將會碰到許多的問題，其中莫過於

頁面的配色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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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色彩的運用 

單純的顏色並沒有意義，和不同顏色搭配，它所表現出來的效果

也不同。比如綠色和金黃、白色搭配，可以產生優雅，舒適的氣氛。

藍色和白色混合，能表現柔順、淡雅、浪漫的氣氛。紅色和黃色、金

色的搭配能渲染喜慶的氣氛。而金色和栗色的搭配則會帶給人暖意。

設計的任務不同，配色方案也隨之不同。 

考慮到網頁的適應性，應盡量使用網頁安全色，I.R.I(Image 

Research Institute Inc.)色彩研究所在2003年指出安全色是由RGB的數

位訊號(Dac Count)各以六種(十六進位)00，33，66，99，CC，FF或(十

進位)0，51，102，153，204，255組合，6*6*6=216種組合，包含210

種有彩色與6種無彩色所組合而成，如下圖2.2所示。經驗上我們可以

先確定一種能表現主題的主題色，然後根據具體的需要，應用顏色的

近似和對比來完成整個頁面配色方案。整個頁面在視覺上應是一個整

體，以達到和諧、悅目的視覺效果。 

  

圖 2.2  左為十進位色彩表，右為十六進位色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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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造型的組合 

在網頁設計中，我們主要通過視覺傳達來表現主題，而在視覺傳

達中，造型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在電腦畫面上的所有元素可以統一

作為畫面的基本構成要素點、線、面來進行處理。在一幅成功的作品

裡，是需要點線面的共同組合與搭配來構成整個頁面的。 

造型的巧妙運用不僅能帶來極大的美感，而且能較好的表現出企

業形象，而且能將網頁上的各種元素適當的組織起來，它甚至還可以

引導瀏覽者的視線。 

五、 設計的原則 

網頁使用介面雖然與色彩、圖像以及網站科技的應用相關，但這

些應用元素不應當只是用於強調畫面的美觀(曾惠民，2003) 。因此，

好的網頁介面設計，應有五項特性(Nielsen，1994)。 

1. 容易操作使用。 

2. 較高的使用率。 

3. 互動方式容易記憶。 

4. 使用結果錯誤率低。 

5. 使用者滿意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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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網頁的優化 

在網頁設計中，網頁的優化是較為重要的一環。它的成功與否會

影響頁面的瀏覽速度和頁面的適應性，影響瀏覽者對網頁的印象。在

資訊類網站中，文字是頁面中最大的構成元素，因此字體的優化顯得

更為重要。使用CSS樣式表指定文字的樣式是必要的，原則上以能看

清楚與整個頁面搭配和諧為主。例如，在白色的背景上，一般使用黑

色，這樣比較不容易產生視覺疲勞，能使瀏覽者願意花較長的時間瀏

覽網頁。 

圖片也是網頁中重要的元素。圖片的優化可以在保證瀏覽質量的

前提下將其size降至最低，這樣可以成倍的提高網頁的下載速度。表

格(table)是頁面排版的主要手段。可以設定其寬度、高度、邊框、背

景色、對齊方式等參數。瀏覽器在讀取網頁html原代碼時，是讀完整

個table才將它顯示出來的。 

網頁的適應性是很重要的，在不同的系統上，不同的解析度下，

我們將會看到不同的結果，因此設計時要統籌考慮。一般在800*600

下製作網頁，最佳瀏覽效果也是在800*600解析度下，在其他情況下

只要保證基本一致，不出現大問題即可 (翁康容，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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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網頁視覺設計 

在這資訊快速流通的時代中，視覺傳達設計(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在各種資訊交流、互動中，扮演極重要的角

色。其範圍包括海報、宣傳單、包裝設計、網頁設計等在視覺傳達表

現形式上，而其真正表達時可以單獨或混合使用(張琬雅，2002)。網

頁構成與視覺設計之要素包含下列五項(歐上晉，2003)。 

一、 文字：目前全球資訊網上的文字表現分為純文字與圖像是

文字說明兩種。文字運用範圍極廣。可用來說明各種資訊

的內容或搭配圖像。 

二、 色彩：色彩的配置能讓受訊者清楚了解設計者意圖營造的

視覺情緒，是各類設計的重要是覺傳達要素之一。 

三、 靜態圖像：網站上的圖形表現方式，其運用的範圍包括，

瀏覽介面的設計、資訊內容的輔助說明，產品外觀的說明

等。 

四、 動態效果：網頁與圖像的呈現包含了靜態、動態、背景音

樂、音效、影片等多媒體效果。 

五、 版面編排：將網頁視覺要素，文字、圖像、動畫等，加以

適當的整理與配置，使網頁畫面具有視覺美感，進而增進

使用者對網站內容的理解及喜好程度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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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網站動畫設計相關研究上有學者指出，動畫在首頁

呈現的動作方式歸納為以下幾種類型：互動、移動、閃爍、漸變、旋

轉、切換等(陳怡成，1998)，如表 2.1。 

表 2.1  網路動畫動作類別分類表 

動作類別 說明 

互動 意指進入首頁畫面後動畫是經由滑鼠指標觸擊後所產生

的畫面轉換。 

移動 圖像在定位點的運動或非定點間之移動所造成的圖像運

動效果，圖像在空間位置上有一位現象。 

閃爍 由幾個圖像交替顯示所產生的閃爍效果，類似霓虹燈的

功能，具有忽明、忽暗的視覺展示。 

漸變 由一個圖像已逐漸改變的方式轉化為另一個圖像，利用

圖像間些微的差異達到動作的連續變動，期間圖像的轉

變要使整體動態看起來順暢具有連續感。 

旋轉 圖形繞著定點做旋轉或翻轉，在空間向度上可分為 2D

平面或 3D 立體圖形的旋轉。 

切換 是以一張張圖像切換的方式，而非順暢且具有連續播放

之效果。 

資料來源：陳怡成(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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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章節將說明主要研究對象及研究的方法及工具，內容將分為七

個小節：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系統分析、研究工具、可行性分析、

網頁架構以及網站功能比較。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冠傑牙醫診所為主，再以網頁瀏覽者為輔，作為研究對

象，牙醫診所除了診斷治療疾病，還要負責醫療健康諮詢、求診病歷

建檔等服務，所以本組員以初步的網頁架構與冠傑牙醫診所人員討

論，做適度修改後再以架構設計網頁，又因為網頁的目的在於能使瀏

覽者方便使用，所以在了解一般人對牙醫的認知後，設計出及時更新

及方便操作的網頁，使一般民眾更容易取得診所的醫療資訊。 

 

3.2 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分析，了解網站環境與設計的理念，參考其他牙醫網頁

取其優點項目設計網頁架構，並採用實作方式，實際建置冠傑牙醫診

所的專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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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分析 

建議軟硬體使用需求，如下表 3.1。 

表 3.1  使用者軟硬體需求 

軟體需求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XP 

瀏覽器 支援 IE6.0 以上 

硬體需求 

中央處理器 Pentium 4 以上 

RAM 512 MB 以上 

硬體空間 512 MB 

網路設備 56 數據機、ADSL 任何網路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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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動畫製作主要使用 Adobe Flash CS3，而以 Adobe 

Dreamweaver CS3 作為網站管理與網頁編輯之工具，圖像編輯軟體則

使用 Adobe Photoshop CS3，主要使用軟體列表如下。 

表 3.2  軟體工具 

軟體需求 軟體工具 

網頁編輯 Adobe Dreamweaver CS3 

動畫 Adobe Flash CS3 

圖像編輯 Adobe Photoshop CS3 

網頁程式設計 PHP 5 

資料庫管理系統 MySQL 

 

3.4.1 Adobe Dreamweaver CS3 

Adobe Dreamweaver CS3 從最基本的 HTML 語法輸入、圖層的運

用、時間軸與行為控制、各種現成可套用的動態特效、將 Dreamweaver

功能擴充到無限的 Extension 外掛元件，以及可以進階做出與資料庫

連接的商務網站等技巧，Dreamweaver 可以與 Flash 及 Fireworks 互相

配合而達至最佳效果，主要特色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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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網頁編輯方面，只需用拖曳功能就可輕易地完成複雜的

DHTML 動態網頁，而不需在 JAVA 語法裡，辛苦輸入文

字、反覆測試，省掉許多瑣碎的時間，大大提昇工作效率。 

二、 Dreamweaver 內建 Java Scripts 和 CSS 功能，可以完全相容 

於最新版的 Netscape 及 IE 瀏覽器，讓工作者可輕鬆創造高

難度的動態網頁效果，又不必擔心不同瀏覽器之間的差異。 

三、 由物件工具列直接加入其他特殊媒體的物件，例如 Flash 

Shockwave、Director Shockwave、Java applet 及 Active-X

等。 

四、 Dreamweaver 允許使用外部的編輯軟體，例如加入 Home 

Site、Hot Dog 等其他網頁編輯軟體。同時，Dreamweaver

不會擅自更改 HTML 原始碼或加入不必要的程式碼，它所

做的只是忠實地呈現你的創意及構想。 

 

3.4.2 Adobe Flash CS3 

Flash 是美國 Macromedia 公司設計出品的動畫工具軟體，近年被

Adobe 公司合併，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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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補強網頁動感不足的缺憾。由小至按鈕、選

單的製作，大到多場景動畫影片的設計，Flash 皆可勝任。由於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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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佳的互動更功能，強調互動機制的動畫設計，譬如遊戲、互動廣

告、線上調查等等。 

一般人會認為 Flash 是技術性較低的軟體，但正由於它的技術性

較低，更可使得程式設計師發揮更多創意，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正

因如此，利用 Flash 所做出的動畫，更是千變萬化的表現出各式各樣

的創意，也更能應用於廣大的網際網路上。傳統的 Gif 動畫，僅能表

現出較為平面的效果，而且沒有互動性的功能；Mov 格式的動畫，雖

然有互動性的效果，但它只能在麥金塔的工作平台上製作，較不適用

於一般的 PC 使用者。所以，若想要製作出具有互動效果的 3D 動畫，

使用 Flash 應該可以是最佳的選擇。 

使用 Flash 製作動畫，是將經過影像處理的一張張圖片串連起

來，使其具有 3D 的效果，而 Flash 中擁有許多可供互動控制的介面，

讓程式設計師能夠輕易的設計出具有互動效果的 3D 動畫。使用 Flash

的另外一項優點，是能夠輕易的與網際網路結合，所以現在很多的網

頁設計師，都喜歡在其設計中的網頁掛上許多 Flash 所製作的動畫，

使得 Flash 成了炙手可熱的動畫製作工具。Flash 的優點如下列八點。 

一、 檔案體積小。 

二、 簡易的製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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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匯入/出多種圖檔格式：Flash 是一套向量式動畫軟體，

但它的動畫成品可輸出成 QuickTime 或 AVI 影片、GIF 動

畫、連續編號的圖像；也可以把某一張圖框匯出成靜態的

GIF、BMP、JPEG 或 WMF 及 AI 等點陣或向量式的圖片。 

四、 影音整合。 

五、 簡單且具威力的互動指令：Flash 包含數個簡單好用

的”Action”動作指令，可用來製作互動影片，控制影片的播

放流程，連結網頁，控制 Flash 播放器，甚至製作簡單的

遊戲。 

六、 模擬動畫下載情況。 

七、 容易與網頁整合：Flash 內建網頁出版(Publish)指令，可以

自動替你把指定的 Shockwave Flash 動畫嵌入網頁，並替你

產生其它必要的 HTML 和 JavaScript 程式。 

八、 普及率高：可以在 Windows、Macintosh、Linux、Pocket PC

或手機上播放 Flash 動畫，Dream Caster、PS2、XBOX 有

些遊戲甚至有部分也使用 Flash 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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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Adobe Photoshop CS3 

在許多圖像處理軟體中，Adobe 公司推出專門用於圖形、影像處

理的軟體 Photoshop 以其強大的功能、集成度高、適用面廣和操作簡

便而著稱。它不提供強大的繪圖工具，但可以直接繪製藝術圖形，還

能直接從掃描器、數位相機等設備採集圖像，並且對它們自由進行修

改、修復、調整圖像的色彩、亮度，改變圖像的大小，而且還可以對

多幅圖像進行合併增加特殊效果，使現實生活中很難遇見的景象十分

逼真的呈現；同時可以改變圖像的顏色模式，並能在圖像中製作藝術

文字。 

 

3.4.4 PHP 5 

PHP 是種伺服端(server-side)、跨平台(cross-platform)、簡單易學

的 HTML 嵌入式非編譯性語言(HTML embedded scripting language)。

它通常以 H 模組(module)的形式和 Apache 伺服器結合，提供多種連

結資料庫的介面，如 MySQL、mSQL、PostgreSQL、Informix、InterBase

等。PHP 是屬於公開式程式(OPEN SOURCE)，歡迎用於商業或非商

業性質用途上，而且是完全免費的，這是一種屬於大家的程式語言 

(施威銘研究室，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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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之特色如下。 

一、 學習容易。 

二、 語法簡單，類似 C 語言，有經驗的人可以輕鬆上手。 

三、 開放程式碼，容易取得範例程式或免費的程式碼。 

四、 開放程式碼，容易取得範例程式或免費的程式碼。 

五、 可被用來動態輸出圖像、PDF 檔甚至是 Flash 動畫。 

六、 最強大、最顯著的特性之一，是它支援多種的資料庫。 

七、 支援 ODBC(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開放資料庫互連)

及 Open Database Connection Standard(開放資料庫連接標

準)。 

八、 功能強大的函數庫支援。 

九、 支持利用諸如 LDAP、IMAP、SNMP、NNTP、POP3、HTTP、

COM(Windows 環境)等不計其數的協定服務。 

十、 容易延伸擴充功能。 

 

3.4.5 MySQL 

MySQL 是一個容易使用的客戶端與伺服器端的資料庫，兼有多

使用者、健全的 SQL 語法資料庫伺服器的特性，是相當受歡迎的資

料庫管理系統，執行速度快速，用於關聯式資料庫當中的一種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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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語言。MySQL 屬於主從架構的執行環境，具有一個伺服器預設

程式、許多用戶端程式及資料館(威廉斯，2005)。 

目前在 Visual FoxPro、Visual Basic 這些主流資料庫上都提供了

SQL 語言的能力。MySQL 的特色列舉如下 (林梓涵，2009)。 

一、 穩定、快速。 

二、 完全符合 SQL92 標準。 

三、 可安裝於 Unix、MS-Windows、MacOS 等多種平台之上。 

四、 提供 C/C++、Java、PHP、Perl、Python、Tcl 等各種應用

程式開發介面(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3.5 可行性分析 

一、 經濟可行性 

本研究是替冠傑牙醫診所製作網頁，比起委託製作公司來設計，

所花的成本來的低。依照診所需求設計網站，若可以增加現有顧客對

冠傑牙醫診所的了解，以及發掘潛在顧客，讓網站具經濟效益，所以

經濟可行性是可以成立的。 

二、 技術可行性 

在軟體使用上，本組人員皆有學習相關課程並取得證照，在製作

技術上並無太大的問題，所以技術可行性是可以成立的。關於電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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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目前因為網路安全防護網還不夠嚴謹，安全性堪慮，本組為避免

病歷外洩之問題，暫且不考慮使用線上掛號系統。 

三、 法律可行性 

本網站有關的衛教保健資訊及醫師資料皆由診所提供，網站內容

設計以及照片拍攝為本研究小組自行設計，所使用的網路資料及文字

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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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權或違反盜拷或不當取得的資料，所以法律可行性是可以成立的。 

四、 操作可行性 

資訊化的發展快速和網路化的普及，瀏覽者是可以從網路上取得

各種資訊的。因此，本研究設計之網頁能使瀏覽者從網頁中，取得更

多牙醫相關資訊。本研究皆使用簡單明瞭的選單而且也提供網站地

圖，使瀏覽者能輕易上手，所以操作可行性是可以成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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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網頁架構 

本組員經由多方參考其他牙醫網頁，取其優點並彙整，完成初步

架構後，與冠傑牙醫診所人員討論，並依照診所人員的建議做適當修

改，最後完成此網頁架構，為下圖3.1所示。 

 

圖 3.1  網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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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網站功能比較 

一、 祥仁牙醫診所(http://www.shiangren.com/aboutus.htm) 

 

圖 3.2  祥仁牙醫診所首頁圖 

祥仁牙醫診所網站首頁以Flash動畫為主，上幅照片的變化，充分

的介紹了診所的環境，他們首頁所呈現的Flash，是我們在製作網頁的

時候所學習的地方。此網站的基本功能包含：關於診所、醫師簡介、

診療項目、診所環境、地理位置。缺點就是少了問與答的互動專區與

衛教保健，這樣一來民眾就只能了解診所的服務項目而已，少了可以

在網頁上得知牙齒保健的相關知識。下表3.3為祥仁牙醫診所網站功

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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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祥仁牙醫診所網站功能表 

網站項目 內容 

關於祥仁 診所理念與精神介紹 

醫師陣容 院長及醫師介紹 

診療項目 一般牙醫治療與美容牙科 

環境介紹 診所環境照片 

地理資訊 地址、電話、門診時間與前往方式 

 

二、 安安牙醫診所(http://211.23.132.150/) 

 

圖 3.3  安安牙醫診所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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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牙醫診所網站的首頁雖然不是很漂亮，但它的功能多了問題

與迴響這一塊，是我們在製作網頁中，另外要學習的地方，因為本研

究的目的也是有希望能增加診所醫師與會員的互動，所以問與答是我

們需要參考的。此網站的功能包含：診療項目、醫師介紹、診所位置

以及問題與迴響。缺點：畫面不夠美觀、網站功能有點太少了，沒有

最新消息，瀏覽者無法得知診所最新資訊。下表3.4為安安牙醫診所

網站功能表。 

 

表 3.4  安安牙醫診所網站功能表 

網站項目 內容 

門牙整形 相關資訊及治療步驟 

快速矯正 相關資訊及案例解說 

全瓷牙冠 相關資訊及案例解說 

牙齒美白 相關資訊及治療原理 

診療說明 診所的診療項目說明 

醫師檔案 院長及醫師介紹 

找到我們 地址、門診時間、前往方式及預約專線

問題與迴響 患者問題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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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冠傑牙醫診所 

 

圖 3.4  冠傑牙醫診所首頁圖 

本組製作之網頁集合了前述兩個診所網頁外，還參考了許多診所

網站之優點製作網頁，本組利用Flash、Photoshop以及Dreamwaver等

相關軟體製作多媒體網頁，首頁就是以Flash動畫來呈現的，在首頁的

下方我們還考慮到了瀏覽者會常用的功能，製作了比較詳細的連結按

鈕，使網頁的瀏覽者能更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資訊。本網站功能包

含：關於診所、診療項目、醫療團隊與門診時間、衛教保健、留言板

與會員專區。下表3.5為冠傑牙醫診所網站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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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冠傑牙醫診所網站功能表 

網站項目 內容 

關於冠傑 診所理念、環境設備，交通資訊以及最新消息 

醫療項目 診所的醫療項目說明 

醫師團隊與門診 醫師資料以及各醫師的門診表 

衛教保健 牙齒保健相關資訊及常見問題 

留言板 問答Q&A及連絡診所 

會員專區 會員登入、註冊與管理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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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牙醫診所網站功能綜合比較表 

與祥仁牙醫診所、安安牙醫診所比較起來，本研究之網頁設計包

含較多的功能，整體畫面也比較漂亮舒服。以下表3.6為綜合比較表。 

 

表 3.6  牙醫診所網站功能綜合比較表 

     診所名稱

網站功能 
冠傑牙醫診所 祥仁牙醫診所 安安牙醫診所 

最新消息 ˇ ˇ  

醫療項目 ˇ ˇ ˇ 

醫師介紹 ˇ ˇ ˇ 

環境介紹 ˇ ˇ  

門診時間 ˇ ˇ ˇ 

衛教保健 ˇ   

Q&A留言板 ˇ  ˇ 

會員專區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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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 流程圖 

本研究網站之流程圖分為三部分，包含會員專區、留言板以及管

理者管理。 

 

4.1.1 會員專區 

進入時為會員登入畫面，若是會員則直接依會員申請之帳號密碼

登入，否則則進行註冊會員。如下圖 4.1 所示。 

 

 

 

 

 

 

 

 

 

 

 

 

 

圖 4.1  會員專區流程圖 

開始 

註冊成功 

輸入資料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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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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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留言板 

任何使用者皆可觀看留言板內容，但若要留言則需加入會員以會

員帳號才可以進行留言。使用者可以利用此留言板與診所醫師或其他

會員做互動交流。如下圖 4.2 所示。 

 

 

 

 

 

 

 

 

 

 

 

 

 

 

圖 4.2  留言版流程圖 

開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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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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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後台管理 

進入登入畫面進行登入，登入後分為會員管理、文章管理以及留

言板管理，管理者可於此進行新增、刪除或回覆之動作。如下圖4.3

所示。 

 

 

 

 

 

 

 

 

 

 

 

 

 

 

 

 

 

 

 

 

圖 4.3  後台管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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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R-model 

下圖為冠傑牙醫診所之ER-model，分為會員資料、留言板及管理

者三大資料庫。 

 

 

 

 

 

 

 

 

 

 

 

 

 

 

 

 

 

 

 

 

圖 4.4  管理者的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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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會員透過留言動作至留言板留言的ER-model。 

 

 

 

 

 

 

 

 

 

 

 

 

 

 

 

 

 

 

圖 4.5 留言的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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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料庫結構 

以下為會員資料表，主要是記錄客戶的相關資料。會員資料表欄

位包含：會員帳號、密碼、名稱、電子郵件、生日、性別、電話以及

地址。如下表4.1。 

表 4.1  會員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欄位描述 附加 

memId varchar(20)  否  會員帳號  

memPsw varchar(30)  否  會員密碼  

memName varchar(10)  是 NULL 會員名稱  

memEmail varchar(50)  是 NULL 會員信箱  

memBirthday date  是 NULL 會員生日  

memSex varchar(8)  是 NULL 會員性別  

memTel varchar(10)  是 NULL 會員電話  

memAddress varchar(200)  是 NULL 會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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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留言板資料表，主要是利於使用者與管理者做溝通。留言

板資料表包含：留言編號、標題、內容、留言時間、回覆、會員名稱

以及留言圖案。如下表 4.2。 

表 4.2  留言板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欄位描述 附加 

No int(10) UNSIGNED 否  留言編號 auto_increment

subject varchar(100)  否  留言標題  

face char(1)  否  留言圖案  

content varchar(500)  否  留言內容  

adminans varchar(500)  否  留言回覆  

postdate timestamp  否  留言時間 
CURRENT_TI

MESTAMP 

memId varchar(20)  否  會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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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最新消息資料表，主要為診所發佈最新資訊。最新消息資

料表包含：文章編號、類型、標題、內容、發佈日期、管理者帳號。

如下表4.3。 

表 4.3  最新消息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欄位描述 附加 

idNo int(11)  否  文章編號 
auto_incr

ement 

type varchar(20)  是 NULL 文章類型  

title varchar(40)  是 NULL 文章標題  

postDate timestamp 

ON UPDATE 

CURRENT_TI

MESTAMP 

否 
CURRENT_T

IMESTAMP 
發佈日期  

content mediumtext  是 NULL 文章內容  

adminName varchar(20)  是 NULL 管理者帳號  

     

以下為管理者資料表，主要記錄管理者帳號密碼。管理者資料表

包含：管理者帳號以及密碼。如下表4.4。 

表 4.4  管理者資料表 

欄位 型態 屬性 Null 預設值 欄位描述 附加 

memadmin varchar(20)  否  管理者帳號  

mempsw varchar(20)  否  管理者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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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路空間比較 

這三個都是免費的空間，但由於jili.tw每月還需支付論壇紅利100

點，不符合我們的需求，ihost與Qov.tw兩個空間所提供以及支援的功

能都差不多，但是ihost在線上檔案管理的操作介面比Qov.tw來的容

易，所以本研究選擇ihost免費空間做為網頁上傳的空間。免費空間比

較如下表4.5所示。 

表 4.5  免費空間比較表 

 ihost Qov.tw jili.tw 

網頁空間 300MB 300MB 1G 

每月流量 10GB 10GB 10GB 

MySQL資料庫 7個 7個 無限 

Phpmyadmin控制台 V V V 

免費的子網域 V V V 

支援POP的email帳號 V V V 

線上檔案管理 V V V 

FTP帳號 V V V 

密碼保護資料夾 V V V 

叢集伺服器 V V V 

每月須支付 無 無 紅利100點 



 

48 

第五章 網站功能介紹 

5.1 導入頁 

整體以Flash動畫呈現為網頁增添趣味效果，導入頁中置入功能選

項鈕方便使用者點選網頁之功能項目。如下圖5.1所示。 

 

圖 5.1  導入頁 

 

5.2 關於診所 

關於診所的功能包含了：最新消息、診所理念、診所環境與設備

以及交通資訊，主要為使瀏覽者更了解冠傑牙醫診所之最新資訊、特

色以及交通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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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最新消息 

診所之服務項目不只替病患診療，在最新消息裡可提供診所最新

公告與活動，例如遇節日休診時可透過此功能發佈。如下圖 5.2 所示。 

 

圖 5.2  最新消息 

5.2.2 診所環境 

良好的環境與先進的設備都能讓增添對診所之信心藉由此介面

加以介紹，可以讓瀏覽者多了解診所優良設備及舒適環境。如下圖

5.3 所示。 

 

圖 5.3  診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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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交通資訊 

地圖明顯標示診所位置使瀏覽者了解診所的所在位置。如下圖

5.4 所示。 

 

圖 5.4  交通資訊 

5.3 醫療項目 

醫療項目裡清楚寫明診療之內容，使瀏覽者了解診所醫療項目之

專業知識。如下圖5.5所示。 

 

圖 5.5  醫療項目 



 

51 

5.4 醫療團隊 

瀏覽者可在看診前先得知醫師的經歷與專長及門診時間，以挑選

最適合自己所需之醫師。如下圖5.6所示。 

 

圖 5.6  醫療團隊 

5.5 衛教保健 

放置牙齒保健等相關醫療保健新知，一般瀏覽著就能在平常生活

中自行注意自己牙齒健康狀況。如下圖5.7所示。 

 

圖 5.7  衛教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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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留言板 

觀看留言：留言板觀看之介面，可以觀看其他會員的留言。如下

圖5.8所示。 

 

圖 5.8  留言板 

發表留言：此為發表留言之介面，需是有會員身分登入後才可發

表留言。如下圖 5.9 所示。 

 

圖 5.9  我要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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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會員專區 

會員登入：此頁為會員登入之介面，登入會員後即可發表留言。

如下圖5.10所示。 

 

圖 5.10  會員登入 

會員註冊：此頁為會員註冊之介面，註冊同時需輸入標準格式如

果格式錯誤會馬上顯示錯誤之訊息。如下圖 5.11 所示。 

 

圖 5.11  會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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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管理者登入 

管理者登入之介面。如下圖5.12所示。 

 

圖 5.12  管理者登入 

 

會員管理：管理者管理會員之管理介面，如有會員資料不齊全或

者胡亂留言洗板者，皆可以透過管理者將會員刪除。如下圖5.13所示。 

 

圖 5.13  會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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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管理：管理者新增或刪除文章之介面，管理者可以新增

最新公告與活動以提供瀏覽者得知。如下圖 5.14 所示。 

 

圖 5.14  最新消息管理 

 

留言管理：管理者刪除或回覆留言之介面，如有不當留言即能從

此刪除。如下圖 5.15 所示。 

 

圖 5.15  留言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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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未來展望 

結論 

本研究透過與冠傑牙醫診所的合作，替冠傑牙醫診所架設專屬網

頁，冠傑牙醫診所以往都是以電話方式來與病患做聯繫，一般病患要

得知冠傑牙醫診所相關訊息與活動都較不易，成功架設網頁後一般病

患就能從診所網頁方便得知冠傑診所相關訊息。初步的規劃中，除了

建置多媒體動畫網站外，製作的構想均以冠傑牙醫診所需求與依照診

所外觀給人的印象為優先，使瀏覽者可以對冠傑牙醫有深刻印象，網

頁功能包含了最新消息、門診時刻、會員專區、留言板...等，藉由這

些功能瀏覽者可以與診所人員作直接的互動，拉近彼此距離。 

 

未來展望 

時代快速的進步造就網際網路的盛行，多數業者紛紛設專屬網

站，使瀏覽者可以透過業者專屬網站來了解該公司行號，本專題製作

成功為冠傑牙醫診所架設網站，自此專題研究後，對於冠傑牙醫診所

網站之未來延續性研究方向會包含，一、線上門診預約掛號功能，診

所目前是以電話預約掛號為主，如能完成線上門診預約掛號系統網頁

是可以一對多來替病患作掛號，既省時又省工。二、網站的成立不只

提供診所的相關訊息與牙醫上的知識給瀏覽者做參考，在與瀏覽者的

互動無形當中也可以達到宣傳效果，診所環境與設備通常是病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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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印象條件，網頁就可以藉此宣傳診所本身的優點，也希望能增

加診所本身的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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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科技管理系專題研究工作計畫書 

附 件 一  

一、 工 作 預 定 進 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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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科技管理系專題研究工作計畫書 

附 件 二  

二、 工作分配表 

工作內容 姓名 

專題題目訂定 
朱書廷、鄧依茹 

陳奕帆、馮珮嘉 

專題相關資料搜集 
朱書廷、鄧依茹 

陳奕帆、馮珮嘉 

書面報告製作 
朱書廷、鄧依茹 

陳奕帆、馮珮嘉 

拍攝照片 
朱書廷、鄧依茹 

陳奕帆、馮珮嘉 

網頁架構設計 
朱書廷、鄧依茹 

陳奕帆、馮珮嘉 

網頁美工設計 朱書廷、陳奕帆 

投影片製作 鄧依茹、馮珮嘉 

卡片設計 鄧依茹、馮珮嘉 

海報設計 鄧依茹、馮珮嘉 

網頁測試 
朱書廷、鄧依茹 

陳奕帆、馮珮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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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科技管理系專題研究工作計畫書 

附 件 三  

三、 使用說明書



 

 

 

冠傑牙醫診所 

網頁使用手冊 

 

管理介面的使用步驟介紹 

 

陳奕帆、朱書廷、鄧依茹、馮珮嘉 製作 

2011/4/29 

 



 

1 

管理者登入 

步驟一：點選會員專區。 

 

步驟二：進入會員專區頁面後，點選管理者登入。 

 

 



 

2 

步驟三：進入管理者登入後，在紅色方框內輸入管理者帳號

密碼。 

 

步驟四：輸入完成後點選登入鈕。 

 

 



 

3 

出現下列文字時為登入失敗，需重新輸入管理者帳號密碼直

至輸入正確。 

 

成功登入後，則會進入管理介面。 

 

 



 

4 

管理會員資料 

步驟一：點選管理會員資料，則會進入會員管理的介面。 

 

步驟二：在會員資料的表中，右方動作欄可進行刪除會員之

動作，點選刪除後，則會直接刪除此列之會員資料。 

 



 

5 

管理最新消息 

步驟一：點選管理最新消息，進入最新消息管理介面。 

 

步驟二：在最新消息表的右方動作欄可進行修改及刪除之動

作，若點選刪除則會直接刪除最新消息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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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點選修改及可在下圖之頁面做修改，完成後點選修

改消息鈕即可修改最新消息之內容。 

 

步驟四：若要新增最新消息，點選下圖紅色方框之按鈕即可

至新增頁面進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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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需發佈之內容後，點選發佈消息鈕，即可發佈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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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留言板 

步驟一：點選管理留言板即可以進入留言管理之介面。 

 

步驟二：在每個留言區塊的下方，可以進行回覆或刪除之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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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點選回覆後，在下圖方框內輸入欲回覆之內容，輸

入完成後點選確認鈕，即可完成回覆留言之動作。 

 

步驟四：點選刪除，則會進入刪除留言之介面，點選確認刪

除即可刪除此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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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者登出 

步驟一：點選管理登出即可登出管理者。 

 

步驟二：進入下圖所示頁面，則表示成功登出管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