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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路隨著時間的蓬勃發展下，已廣泛的被各階層人士運用，

來進行購物、買賣等交易行為，而為了因應時代的需求，本小組為天

喬雕刻店來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以擴大更多行消通路。 

天喬雕刻店主要是生產、批發及零售為主的木雕產業。透過跟店

家的訪談與學生實習，使得本小組了解更多天喬雕刻店的詳細資訊及

生產、銷售過程，整合木雕相關資訊與介紹，讓更多網站瀏覽者經由

天喬雕刻店建置的形象網站，產生對木雕產業不同以往的認知。本網

站主要是以電子商務的方式來介紹木雕商品及木雕百科並建置形象

購物網站。 

本小組所建置之電子商務網站可分為形象網站與電子商務網

站；形象網站有木雕入門知識、木雕常規用料、雕刻工藝品等功能；

電子商務網站不僅有會員管理、商品管理、訂單管理等功能提供管理

者方便管理客戶資料。顧客可透過商品評論與聯繫我們，使廠商能迅

速了解顧客需求並與顧客互動。 

 

 
 

關鍵字：電子商務，木雕，購物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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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隨著網際網路(Internet)的興盛發展下，資訊的無遠弗屆為網路帶

來無限商機。而上網人口日趨增加(資策會，2010)，電腦已成為多數

人的必需品，電子商務應用以飛快的腳步成長，高速寬頻進入更多家

庭，網路將更為多元化，其中具跨地域及時間性的線上購物服務備為

廣泛應用，消費者依自身需求，即能輕鬆購物與付款。 

 

 

圖 1-1 歷年來我國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資料來源：資策會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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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商店具低成本及低倉儲費用，眾多的產業藉著電子商務來進

行轉型，利用網路的便利性、即時性，來建置完善的購物平台，使消

費者在購物上能夠方便、省時，因此線上購物比傳統實體店鋪較為優

勢，甚至在挑選商品時也能擁有更多的選擇管道。未來，資訊科技日

新月異發展下，越來越多的裝置可立即連至網際網路，例如：iPad 平

板電腦及 iPhone、HTC 等 3G 手機，皆具有線上購物之功能，將擴大

電子商務市場商機。 

 

1.2 研究動機 

近年來傳統產業正面臨邊緣化的危機，受到國際化以及經濟不景

氣的影響，傳統產業逐漸沒落。政府為了輔助傳統產業得以繼續傳

承，使消費者透過網站認識傳統產業，並了解傳統產業內涵，而積極

輔助傳統產業走向 E 化。 

根據經濟部「2007 年度縮減產業數位落差計畫」，中小企業處

委託中華資訊軟體協會推動群聚網輔導，協助三義木雕師傅建置「心

象意雕」三義木雕群聚網站，但心象意雕網未能定期更新內容，因此

無法有效推廣。目前木雕 E 化不如預期效益，雖然藉著技術及口碑能

得以繼續經營，但仍無法快速傳遞產業資訊於消費族群，因此建置電

子商務網將更為迫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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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希望透過本專題研究與建置電子商務網站，來介紹木雕產業，其

內容包含：木雕入門知識、木雕常規用料之選擇及線上訂購木雕之產

品，以吸引更多客源，並增加產業能見度，才能保有競爭優勢。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電子商務網站之架設，增加曝光率。 

(二)豐富網站之內容，得以提升網站瀏覽人數。 

(三)透過「三義天喬雕刻店」商務網站之建置，以拓展更多消費族群。 

(四)提升來店客源並利用購物平台，進而達到多通路虛實商店的整合

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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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圖 1-2 研究流程圖 

No 

Yes 

確認組員與主題 

擬定主題與研究方向 

相關資料搜尋與文獻查詢

資料彙總與分類 

確認研究方向 

規劃網站架構 

網站建置 

網站測試 

購物網站之上機使用 

效益分析 

專題製作完成 

網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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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電子商務領域廣闊，本章節分別從理論面至實務面進行探討與分

析，其內容可分為五個小節：第一節說明電子商務的定義，以電子商

務定義為起點，針對電子商務做 SWOT 分析；第二節是電子商務經

營模式，以交易對象與交易類型作經營模式的介紹；第三節是電子商

務四流(金流的付款方式、商流的所有權轉移、物流的服務廠商及運

作過程、資訊流的特性)之探討；第四節對電子商務網路行銷常見策

略做相關介紹；第五節是電子商務資訊安全層面的探討。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很熱門，同時電子商務的定義也很多元。過去幾年，電

子商務的參與者包括了投資者、經理人與技術人，三者談論電子商務

時，所關心的議題不同，眼中的定義也不同(盧希鵬，2009)。 

1.投資者重視價值：投資者重視電子商務數位經濟的概念。價值是獲

利減去成本，如果增加的獲利大於成本這項投資就越有價值。 

2.技術人強調基礎建設：技術人認為電子商務是技術的整合。基礎建

設是企業流程產生價值的操作架構，包括了資訊流、金流、物流的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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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資料來源：盧希鵬(2009) 

3.經理人看重商業流程：經理人則喜歡從商務交易流程來定義電子商

務。商業流程是一連串交易的活動。流程模式包括：運作方式(誰

參與、誰主導、如何創造價值)與參與者的連網方式(價值鏈、價值

店與價值網)。 

根據上述三方面來看，盧希鵬(2009)指出電子商務就是「使用網

際科技，從事商務交易，提供多方價值」經濟價值(value)、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商業流程(process)與是電子商務的 VIP 三項精神，VIP

也構成電子商務經營模式應該考慮到的三個面向。 

 

商務交易流程 

數位經濟 

技術的整合 

價值

基礎

建設 

商業

流程 

 

電子商務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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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電子商務 SWOT 分析 

依據我們對於電子商務定義及內容的瞭解，針對外在機會跟威脅

與內在優勢跟劣勢，對電子商務進行客觀性的分析，產生如下表所示

之 SWOT 分析表。 

表 2-1 電子商務 SWOT 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優勢 劣勢 

1.創新的經營能力、使用新的經

營模式 

2.提升中小企業競爭力 

3.資訊可獲得性 

1.無法直接與顧客面對面銷售 

2.傳統消費習慣的差異 

3.議價空間小 

4.物流延遲 

機會 威脅 

1.發掘潛在客戶 

2.客製化的價值 

1.隱私權 

2.版權控訴問題 

3.新競爭者進入變得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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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本研究分析後，可從表 2-1 得知電子商務對於廠商而言可增

加產品銷售的競爭優勢，藉由網站提供的雙向溝通平台，近而發展成

以顧客導向的客製化需求，然而交易模式改變下減少與客戶直接溝通

的機會，議價空間也相對減少。在所有範疇裡，交易的安全性是廠商

卻步的首要原因，因此本研究在建置電子商務網站的過程，將針對此

範圍規劃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2.1.2 電子商務未來 

網際網路技術與模式逐漸改變下，瀏覽習慣的改變與資源共享意

識抬頭，Web2.0 已成為目前電子商務發展的趨勢。本節透過 web2.0

一詞的介紹，引導出 web1.0 與 web2.0 之差異並帶入其關鍵原理與技

術。 

(一)Web2.0 

1.何謂 Web2.0 

第二代網頁技術(Web2.0)是進階網際網路技術與應用的流行專

用語，包括部落格、維基、簡易供稿系統(RSS)及社交網路。Web2.0

與傳統網路最主要的差異在於，網際網路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內容

提供者及企業之間更充分的協同合作。Web2.0 成為技術、趨勢與原

理的廣泛通稱，它不只改變了網路上的事物，也改變了使用方式(張

瑞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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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eb2.0 與 Web1.0 的差異 

web1.0 與 web2.0 的主要差異列舉如下，如表 2-2 所示。 

表 2-2 Web2.0 和 Web1.0 的差異 

Web1.0 Web2.0 
雙擊點選(DoubleClick) Google 廣告思維模式 
相片儲存共用(Ofoto) 相片社群分享(Flickr) 
網路存取服務(Akamai) 下載工具軟體(BitTorrent) 
Mp3.com 音樂下載軟體(Napster) 
大英百科 維基百科 
個人網站 部落格 
Evite Upcoming.org 與 EVDB 
網域名稱擬定 搜尋引擎最佳化 
網頁瀏覽 點選成本 
螢幕擷取 網頁服務 
網頁發布 參與 
內容管理系統 維基協作系統 
目錄分類 標記 
黏著度 內容聚合供稿(syndication) 

資料來源：張瑞芬(2010) 

(二)Web2.0 平台 

平台是一個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消費者匯集的場所，可分為下列三

種形式。 

1.資料交換與整合：平台是資料交換中心或轉運站。 

2.簡化關係：平台將多對多的關係，變成多對一的關係。 

3.軟硬體標準：平台是一個執行應用服務的軟硬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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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尾效應(Long Tail Effect) 

長尾效應是來自於全體網路族群的智慧。而這個長尾是指極大數

量的低銷售(或利基)品項，雖然銷售數量不大，但是乘上極大的品項

數目，仍對市場具有影響力。 

促成長尾的三項技術：因為製作(production，如數位相機)、傳遞

(distribution，如網路相簿)與搜尋(connect supply and demand，如搜尋

引擎)三項數位技術工具的普及，使得網路世界上生產的人數激增、

數位內容累積愈來愈多、搜尋的技術愈來愈好，而導致傳統的大眾市

場延伸至數以百萬計的小眾市場。 

 

 

圖 2-2 長尾效應 

資料來源：盧希鵬(2009) 

 

A 區域面積<B區域面積 

長尾商機強調 B區域的商機

銷
售
數
量 

品項 

A 
B 

短頭：暢銷品項，大眾市場 

長尾：利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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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eb2.0 經營模式 

1.網路服務：提供可在 Webtop(網路桌面)上執行或供下載的軟體，以

達到特定功能。Web 1.0 時代，軟體是販售的產品。Web 2.0 時代，

企業提供服務平台，讓人們在平台上交流或從事交易。 

2.內容服務：提供搜尋、推薦、過濾機制，幫助網友取得個人化的資

訊。在 Web 1.0 時代，內容是重點，所以產生散落各處的內容，累

積長尾。到了 Web 2.0 時代，長尾成形，如何協助網友找到所要的

資訊，才是真正的重點(盧希鵬，2009)。 

由上述可得知 Web 1.0 時代，網站是市場空間，企業設法要把人

們帶到自己的網站上去。在 Web 2.0 時代，社會網絡便是市場，開始

把銷售、服務與行銷帶到有人的地方。 

 

(五)Web2.0 重要技術 

1.AJAX：即是「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不需要每次執

行一個動作就重新讀取畫面，使得整個網頁的操作變得更為流暢、

友善，而這就是 AJAX 最大的特色-網頁加速器。而 AJAX 強大的

地方在於它能夠將客戶端與伺服器端連結起來，能在不更新整個頁

面的前提下更新資訊。總結來說，AJAX 其實不是一種程式語言，

而是一種「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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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SS/Atom：是一種用於共享新聞和其他 Web 內容的資料交換規

範，都是為了提供一種更為方便、高效率的網路資訊的發佈和共

用。簡單來說，RSS 最主要的特色可比喻為-訂報機。 

3.LAMP：指的是常見的網站實體環境，比如說，「L」指的是 Linux，

這是一套開放式作業系統，「A」指的是 Apache，是一套伺服器軟

體，「M」指的是 MySQL，是一套資料庫軟體，而「P」指的是

PHP，這是一個網頁程式語言。現在網路上有許多人都是在這樣的

架構下，建立起自己的網站，而造成這股 LAMP 風潮的原因在於，

上述這些軟體的使用都是免費的，使得網站在營運之初無需負擔任

何的版權費用。 

4.CSS：主要為決定顯示文字的顏色、字體、排版等特性的檔案。最

核心的目的是希望將網頁的結構與網頁的顯示分隔開來。而這樣的

設計可使得程式的閱讀性高、結構更為靈活，讓使用者可以自行決

定顯示的方式，提高個性化的網頁呈現。此外 CSS 還可以與

XHTML、XML 或其他結構程式語言一起使用。 

5.P2P：指的是一種點對點(Peer to Peer)的傳輸方式。在 Web 2.0 之中

所強調的地方，就在於網站透過 P2P 軟體的提供，使得使用者對於

網站的依賴度增加，提高網站的黏性，並且從中獲取更大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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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經營模式 

 

電子商務經營模式主要可分 B2B、B2C、C2C 與 C2B，本研究針

對天喬雕刻店之經營模式來做探討，主要經營型態為 B2B 與 B2C。

B2B 從基本概念與交易類型來做介紹，而 B2C 則著重於交易對象及

E 化策略。 

 

2.2.1 B2B 

 

(一)B2B 電子商務之基本概念 

B2B 電子商務亦被稱為 eB2B(electronic B2B)，或簡稱 B2B，指

的是在網際網路(Internet)、企業間網路(Extranet)、企業內部網路

(Intranet)或私有網路(Private networks)上，以電子化的方式進行企業

間交易。這樣的交易可能發生在企業與其供應鏈成員之間，也可能發

生在企業與其客戶或其他任何企業之間。B2B 的主要特性在於公司為

了改善交易、溝通或協同的流程，而試圖以電子化的方式將這些流程

自動化(張瑞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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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2B 交易及活動之基本類型 

B2B 中買方和賣方的數目及參與方式，決定了 B2B 交易的基本

類型。 

(1)賣方導向平台：一個賣方對許多買方。 

(2)買方導向平台：一個買方對許多賣方。 

(3)市易市集：許多買方對許多賣方。 

(4)供應鏈改善及協同商務：泛指商業夥伴間購買及銷售以外的活

動，如供應鏈改善、溝通、協同合作，以及為完成共同設計及規劃

所做的資訊分享等。 

 

圖 2-3 B2B 電子商務類型 

資料來源：張瑞芬(2010) 

(d)供應鏈改善及協同商務 (c)電子交易市集 

買方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賣方 

服務 

(b)買方導向 B2B (a)賣方導向 B2B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賣方 

買方 

買方 

賣方 

交易市集 
中心

管理 

政府

社群

貨運業者

科技提供者

大學

其他 

買方 

賣方 

產業社團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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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2B 交易類型 

1.B2B 交易有兩種基本類型 

(1)現貨購買(spot buying)是指當需要時才進行產品或勞務的採購，市

場的成交價格通常由供給與需求動態決定，且買方和賣方不一定彼

此相識。股票交易和商品交易(油、糖、玉米等)都是現貨購買的實

例。 

(2)策略性(系統化)採購(strategic/systematic sourcing)則是指以長期合

約為基礎的採購。 

 

2.2.2 B2C 

(一)B to C 零售產業結構 

易掌握廣大 B to C 的零售產業結構可分作零售商、中間商與供應

商。這種產業結構強調專業分工；工廠的專業是製造產品，中間商的

專業在物流搬運，零售商則是對市場消費者的掌握。而網際網路的出

現使得零售產業更容消費者的資訊，因此，產業鏈中的各個成員都想

從事 B to C 的電子商務。 

(二)B to C 電子商務經營型態 

供應商：指將原料製作成商品的商業模式。 

1.供應廠商的 e 化策略主要為工廠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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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商：指將製造商數量龐大的零售商品賣到零售商或消費者手

中的商業模式。 

2.中間商的 e 化策略 

(1)簡化產業結構：中間商的出現讓製造商、零售商只要面對一家中

間商使原本多對多的關係簡化成多對一對多。 

(2)規模經濟：替單一供應商找到消費者，使其能大量銷售。 

(3)範疇經濟：讓消費者可找到多元商品，一次性方便購足。 

(4)中間商品牌：藉由中間商品牌來獲得消費者的信任。 

 

零售商：指的就是零散的銷售，將商品賣到消費者手中的營運模

式。 

3.零售商的 e 化策略 

(1)純.com：早期認為線上零售商可降低成本，但卻忽略線上零售商必

須負擔更高的行銷成本與新客戶的取得成本，網路店家的網址必須

做廣告才能曝光，還要負擔金流、物流與信任的建立。實體店家在

行銷、信任、關係建立與降低新客戶的取得成本上具有優勢，因此

商家漸漸開始考慮虛實整合模式。 

(2)虛實整合：實體店家好處在於可建立消費者的信任與取得新客

戶；網路店家的好處則在於貨品陳列更為齊全，且較容易收集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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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保留老客戶。商家可以網路店面負責產品展示與銷售、實體

店面負責物流與服務；也有以實體店面負責產品銷售，而網路服務

主要提供服務與行銷。 

 

2.2.3 C2C 

消費者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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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會提供信用評價給買

賣雙方參考。 

 

2.2.4 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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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小組與廠商進行訪談中，得知廠商經營主要為 B2B、B2C

二種模式，在 B2B 交易模式中是屬於交易市集的類型，而在 B2C 則

是中間商的角色。如有客製化需求，將會依照顧客所需進行雕刻製

作，廠商為既生產且銷售之經營模式。 

 

2.3 電子商務四流 

在購物網站中，只要關於商業的交易行為，就很容易牽涉到金

流、商流、物流、資訊流的流通。因此我們針對主要四流作以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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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金流 

金流是指買方將資金交付予賣方的過程與付款方式。電子商務金

流的重點在於付款系統和安全性及增加資金流通性。而電子商務最重

要就是賺錢，有賺錢的公司才能維持經營不致倒閉，甚至賺取滿滿的

金錢。所以，電子商務網站應發展完整的付款機制，提供消費者快速

完成付款交易機制。 

若以 B to C 電子商務來看可分為以下幾種付款方式及付款機制。 

(一)付款方式 

1.當下付款：宅配到府、到店取貨。 

2.事後付款：信用卡付款、業者代收付款。 

3.事先付款：ATM 轉帳、匯票郵寄。 

(二)付款機制 

1.現金 

(1)到店取貨：至販賣商品的公司取貨時付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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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物流業者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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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給銀行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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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帳：經由 ATM(自動櫃員機或稱自動提款機)或網路銀行轉帳，使

用跨行轉帳功能將款項轉帳至其他銀行帳戶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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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戶頭帳號後，

便可在 ATM 提款機，依操作指示進行轉帳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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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線上交易安全與收款方便性的考量，與天喬雕刻店詳細討 

論後，決定以貨到付款作為主要收款方式。 

 

2.3.2 物流 

 

物流定義：物流(Logistics)一詞，包含著「物盡其用，貨暢其流」

的含意和理想，因此應先認識「物流」的廣義範圍和狹義面。 

狹義而言：物流僅針對「販賣需求」。亦即從工廠生產製造出成

品，透過一個對集貨、理貨、庫存、配送…等具專業之單位，配送至

零售單位，以求降低後勤作業的成本，並提高後勤支援的效益。 

廣義而言：物流包含原材料物流，工廠內生產物流，販賣物流及

廢棄物物流四種，即所謂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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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商務物流 

1.訂單履行(e-fulfillment) 

強調商品的取得(物流與製造)，譬如送貨到府或是就近取貨。物

流在傳統上的定義是指商品從製造商運送到消費者手中的過程，因此

它較偏重在製造商內部的倉儲、包裝、庫存等管理，以及製造商與零

售商或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B to C 消費市場訂單履行，指接受訂單的後台作業，像是訂單資

料傳給倉庫或供應商、包裝運貨等等。小型零售企業仍然透過傳真與

倉庫及物流車隊溝通或者透過人工網頁登錄資料。 

2.電子服務 

電子服務(e-service)強調線上服務與支援(顧客流)，以掌握顧客的

忠誠度。特別是會員資料的管理、退貨的管理，以及抱怨申訴的管道、

電子報服務、訂單查詢系統等。 

B to C 消費市場電子服務，傳統的真人服務(面對面或電話)成本

較高，還須人工方式將客戶服務內容輸入電腦，供後續服務使用。電

子服務提供客戶自我服務的機制，成本更省，同時提供終年無休的服

務與更低的人員輸入錯誤。此外，電子服務提供更多的圖表與文字內

容資料，這都是傳統電話服務難達到的。當然，電子服務若獲得消費

者許可，更可以主動的傳簡訊與發行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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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流方式主要分為郵寄、快遞、貨運、宅配及便利商店，其代表

性之物流業者列舉如下。 

(1)臺灣郵政 

(2)台灣宅配通 

(3)黑貓宅急便 

(4)優比速(UPS) 

表 2-3 物流方式比較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特性  
物流方式 貨運 宅配 中華郵政(便利箱) 

營業時間 
全年無休 

(假日配送)
全年無休 一般工作日 

指定送達時間 可指定 可指定 依照郵局作業模式

影像查詢(簽收單) 可查詢 可查詢 不可查詢 

提供夜間配送到府 有提供 有提供 不提供 

當日宅配服務 無 有 無 

配達 e-mail 通知 有 有 無 

貨到刷卡服務 有 有 無 



22 

物流商品運費計算方式是絕大部分的行業都會面臨到物流的問

題，所以如何計算運送的費用以及列出寄送的方式，將變成相當重要

的研究焦點。詳細收費方式與服務限制如附錄 1 所示。 

 

以購物網站而言，常見的有以下幾種類型的運費計算方式。 

(1)全部商品免運費，即運費已經內含在商品費用裡，用這種方式要

事先仔細評估一下是否會有些例外狀況導致成本無法負擔。 

(2)使用滿多少免運費設定。 

(3)使用不同價格區段運費設定。 

(4)自行設定運送方式與運費，就是列出不同的寄送方式與價格讓客

戶自行選擇。 

(5)對商品要寄送到全球的購物網站，就是計算商品的重量或體積，

再依設定好的寄送地區比照表得到一個寄送費用，不過這種計算方

式會比前幾種寄送方式複雜許多，程式設計上會比較麻煩，且比照

表內資料的設定也需要更仔細謹慎。 

基於價格與運送便利性的考量，決定以貨運作為店家的物流服務

廠商，因廠商長期與大榮貨運公司配合，所以貨運公司方面則選擇大

榮貨運公司，且大榮貨運能直接至廠商店面取貨與代收貨款。 

 

 



23 

2.3.3 商流 

商流是商品所有權轉移的流通方式或過程，是指直接銷售商品或

服務予最終顧客的各種活動。因此任何進行這類活動的廠商，不管是

製造商、批發商或零售商，也不管此種產品或服務以何種方式賣出(用

人員、郵寄、電話或自動販賣機)，或此產品在何處賣出(商店、街角

或顧客家中)，均屬商流活動。 

2.3.4 資訊流 

「資訊流」簡單的說就是資訊的交流，用來記錄電子商務的金

流、物流和商流之流動資訊。資訊流是指相互關聯之人員、設備與程

式(系統)的連續資訊互動，用來蒐集、整理、分析、評核和分配有關

的資訊，最後能提供決策者重要、適時且正確的資訊，以改善其規劃、

執行與控制。資訊流的主要功能在於傳遞、轉換及儲存資料，以提高

作業效率、提昇管理能力、增加競爭能力及掌握顧客需求。 

(一)資訊流之四大特性 

1.系統性 

資訊流先決定所需要的資訊，然後產生或蒐集所需資訊，再利用

各種統計分析、模式建立及其他數量分析技術來處理這些資訊，而各

項資訊作業互相連貫配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資訊系統。 

2.連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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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的作業是連續進行的，不是一種間歇、斷續的活動。資

訊系統在需要用到資訊的時候，可以很快的取得適合的資訊。 

3.管理導向 

資訊系統不只是用來幫助我們記錄目前的資料，更不只是用來診

斷目前的問題。資訊系統可用來偵測商務環境的改變、預測商機、分

析行銷機會與威脅、規劃行銷策略，並做為執行和控制的基礎。 

4.整體性結構 

資訊系統不僅只是電腦與機器設備而已，還必須加上操作這些機

器、提供資訊與處理資訊的人員及種種程式系統。因此，資訊系統是

由人員、設備和程式密切配合而成的一個整體性結構。 

以 B2C 的電子商務為例，消費者在網際網路上直接操作電子商

務網站伺服器的網頁式資訊系統，資訊系統再將資料記錄到資料庫

內。 

電子商務資訊流(網站)的功能，常見的有商品瀏覽、購物車、結

帳、留言版、加入會員等功能，以記錄資訊。 

1.商品瀏覽：可以將商品新增至網站，並供網友瀏覽。 

2.購物車功能：購物車就像是平時在超市購物時使用的購物車，可以

把所有想要的貨物放入，不論商品種類有何不同，都可混合在一

起，可以隨時隨地的從購物車取出不需要的產品和數量。若最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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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確認想要購買購物車中的商品和數量，按下「結帳」的按鈕即

可。 

3.結帳：最後將購物車內的資料轉成訂單，並結帳。 

4.留言版：提供留言功能，可互相交流某一些資訊。 

5.會員管理：要求註冊會員的基本資料，以掌握顧客，方便行銷、廣

告程運送商品等。 

電子商務是消費者操作電腦網站的資訊系統，在網路上下單，該

網站(伺服器)會儲存訂單的相關資訊，也就是說，電子商務特性會將

資訊很容易的透過網際網路從消費者手上取得。在加速資訊流的過程

中，企業會導入一些資訊科技，來加速或方便資訊流的互相流通。 

本研究在特色化網站中，主要提供木雕產業相關資訊予顧客，使

顧客易於了解店家資訊及產業內容。而在購物專區功能上，主要有商

品瀏覽，使顧客在線上了解木雕產品規格，並提供購物車、結帳功能

讓顧客進行購買與付款動作。 

2.4 電子商務網路行銷 

2.4.1 網路行銷 

網路行銷，它顛覆傳統大眾傳播由上而下、單一、線性的傳播模

式，轉變成個人、小眾、分眾乃至大眾無所不在、雙向、多元的溝通

方式，並將以往壁壘分明的傳播者與受播者關係，轉化成集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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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播者、行銷者及推薦者等多重模糊角色於一身的多元體(林蓬榮，

2009)。 

一般而言，網路行銷就是如何為網站在網路上規劃銷售，因此網

路行銷與電子商務是密不可分的。而網路行銷的技巧，是必須經由人

脈資源、媒體資源、通路資源加上網路資源等虛實交織而成的天羅地

網，才會增加成功的機會(章孝祺，2008)。 

2.4.2 網路行銷策略 

(一)e 行銷 

1.何謂 e 行銷 

個人或企業透過電腦、手提電腦、手機、PDA、錄音筆、數位錄

音機、行銷資訊系統等數位工具的運用，傳遞資料、資訊、知識及智

慧等素材，以 E-DM、E-Coupon、E-Mail、E-Card、Short Message、

E-Newsletter…等 E 化方式，大規模向消費者傾銷，試圖影響他們的

認知、態度，進而改變他們的購買行為與習慣，以遂行行銷活動，稱

為 e 行銷(e-marketing)。 

2.e 行銷方式 

(1)建立特色化網站 

愈來愈多企業體或個人從實體公司拓展到虛擬空間，擴增傳統市

場區域，亦增加網路客源，使競爭層面延伸至虛擬領域，伴隨逐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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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化且倍增的網路族群，加劇網路市場的競爭態勢，建構具個人化、

公司化暨特色化的網站(to build unique internet)迎戰網路產業之激烈

戰局已屬必然趨勢。 

虛擬商店是實體公司時間、空間、通路、商品、促銷等行銷組合

(marketing mix)的延伸，全天候不打烊服務，滿足顧客主動性，可任

何時間、地點隨時上網，解決公司無法在非上班時間服務顧客的困

境，且降低資源閒置，讓資源發揮充分效益。 

(2)病毒行銷 

良好的病毒行銷須具備病毒、環境、傳播者等三大因素。一個具

備真誠核心價值的病毒訊息，本身具有促成網友幫忙散佈的特質，可

以在消費者心中發酵，亦須是病毒本身的創意能否引起話題，切中現

代人的心理層面，引起群眾共鳴而定。 

而病毒本身要有促成網友散佈的特質，透過感人的圖片、文章或

愛情故事、美麗或有趣的圖片及動畫、有用的資訊或工具、好玩的遊

戲等型態傳遞訊息。因此，訊息內容特質以適當的型態呈現，是創造

成功病毒行銷的第一要件。 

採取病毒行銷的目的，大部分是希望利用最低成本，在短時間內

達到最大的行銷效果。因此選擇傳播環境、傳播途徑時，一定盡可能

選擇具備低門檻又高效率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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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電子郵件行銷 

(一)電子郵件行銷特性 

1.一對一電子行銷 

針對個別顧客的差異性，製定個人化郵件，讓企業針對潛在顧客

的個人需要，提供有價值的訊息，藉以提高顧客忠誠度，掌握顧客的

終身價值。 

2.具備精準行銷特性 

行銷人員精準篩選寄送對象，將特定行銷訊息傳遞給特定目標客

群，同時針對顧客回覆狀態，發動二次行銷、N 次行銷，提昇電子郵

件行銷有效性。 

3.結合多媒體 

透過自動化機制，追蹤多媒體影音效果的呈現與瀏覽者的互動關

係，產生立即的線上分析報告，提供行銷人員分析目標族群的偏好，

建立完整的客戶互動式資料庫。 

此外，與技術結合透過電子郵件與消費者互動，建立完整的客戶

互動式資料庫，達到顧客關係管理以及一對一行銷目標。由此可見，

電子郵件在個人與企業行銷上扮演不容忽視的角色。 

(二)電子郵件行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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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興起後，電子郵件應用成為廣大網友最常使用的工具。網路

使用者依靠電子郵件與親朋好友溝通，企業亦使用電子郵件當作全新

的行銷管道，這不僅是電子郵件的發送成本低、效率高，更是企業與

顧客維持長期關係的最佳方式，於是乎電子郵件日漸受到個人與企業

行銷的喜愛。 

此外，電子郵件具有雙向互動、即時回應，以及可被追蹤的特性，

不僅在企業內部提供聯繫與溝通的途徑，對外更扮演與目標族群溝

通、服務客戶的重要任務，是個人與企業重要的行銷及溝通媒介。 

電子郵件可應用於行銷執行，與後端資料庫整合，運用於行動簡

訊、直效行銷，針對個別客戶偏好與回應狀況，即時提供個性化的內

容及回覆，可掌握行銷時機，同時提高顧客服務滿意度，為企業取得

最佳行銷優勢。因此，如何有效發揮電子郵件優勢，建立一對一行銷

策略，成為個人與企業在規劃相關行銷策略時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2.4.4 搜尋引擎 

(一)登錄搜尋引擎 

全球的網路使用者絕大部分都是使用搜尋引擎作為尋找需要資

料、產品及服務的方法，但要從數萬筆的搜尋結果中脫穎而出，並排

名在前幾頁之內，獲得潛在客戶的青睞，進入公司網站瀏覽，進而達

成交易，因此登錄搜尋引擎成為增加網站曝光率、提升網站流量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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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重要行銷模式。 

(二)搜尋引擎自然排序優先的方法 

1.仔細運用登錄關鍵字與說明：每家搜尋引擎可容許登錄的關鍵字組

數不一，可以多寫盡量多寫，網站名稱跟公司名稱等其實不需要佔

用一個關鍵字欄位。 

2.多登錄幾個搜尋引擎：各家搜尋引擎也會有互相找彼此資料的情

形，有可能多登錄幾個搜尋引擎後會發現在同一個搜尋引擎結果會

找到多筆資料，讓網頁資料產生多一些曝光的機會。 

3.網頁抬頭與內文：HTML 標籤<title></title>與<body></body>內的文

字也有可能會被搜尋引擎自動抓取登錄，如果是圖檔需有設定 ALT

屬性例如<img alt=“說明”>，才可以被搜尋引擎抓取到。 

4.增加網站流量與注意主機擺放位置：有些搜尋引擎有偵測網站流量

的功能，所以搜尋時若人氣流量比較旺盛的網站往往會排在比較前

面。 

5.多與其他網站交換連結：在其它網站網頁上有本網站連結時，有些

搜尋引擎除了會依此關連找到本網站，一方面也會有助於搜尋排序

上的提升，所以多與其他網站交換連結也是很重要的。 

6.盡量申請有意義的網名：有意義的英文單字獨立網址在被搜尋時亦

比較容易具有排名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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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專注某幾個關鍵字：不要過度想要使用太多關鍵字，最好預先將想

要的關鍵字規劃好，網頁上只列上幾個主打的關鍵字就好，想要一

個網頁很多關鍵字都搜尋排序名列前茅是不切實際的。 

8.階層最好不要超過 3 層：網頁的目錄與分類階層最好不要過多，因

為搜尋引擎大部分不會搜尋過深階層目錄下的網頁，所以建議最好

網站架構的子目錄或網頁連結位置不要超過 3 層為佳。 

本研究在網路行銷策略上，所採取之方式為建立具中國風的特色

網站作為店家在網路上的推廣媒介，並設置木雕專欄以木雕作品圖片

搭配故事性方式描述木雕產業之文化內涵。在搜尋引擎最佳化則在網

頁抬頭、HTML 語法、CSS 語法、JavaScript 語法內設定關鍵字以及

增加交換連結來提升網站被搜尋到的機會。 

2.5 電子商務資訊安全 

2.5.1 資訊加密技術 

(一)對稱式加密 

對稱式(Symmetric)金鑰密碼系統，又稱為秘密金鑰密碼系統

(Secret Key Cryptographic System)，加密端與解密端均需要使用同一

把金鑰(即 Secret Key)，為傳統之加密方式。 

對稱式(Symmetric)金鑰密碼系統可以將明文轉換為密文。密文使

用加密金鑰編碼，對於沒有解密金鑰的任何人來說它都是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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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於對稱金鑰加密在加密和解密時使用相同的金鑰，所以這種加

密過程的安全性取決於是否有未經授權的人獲得了對稱金鑰。這就是

它為什麼也叫做秘密金鑰加密的原因。希望使用對稱金鑰加密通信的

雙方，在交換加密資料之前必須先安全地交換金鑰。 

 (二)非對稱式加密 

非對稱式(Asymmetric)金鑰密碼系統，又稱為公開金鑰密碼系統

(Public Key Cryptographic System)，加密端與解密端使用不同的金

鑰。這兩個不同金鑰，一個為私密金鑰(Private Key)由擁有人自行保

存、另一個為公開金鑰(Public Key)公諸大眾，兩個金鑰彼此配對使

用，稱為金鑰對(Key Pair)。非對稱式加密有兩種方式，一種是使用

送方的私密金鑰加密，和使用送方的公開金鑰解密，可以確保送端的

身份；另一種是使用收方公開金鑰的加密，和使用收方的私密金鑰解

密，可以確保資料的隱密性。 

(三)混合式的加密機制 

公開金鑰的密碼機制雖然可以有效地解決金鑰管理的問題，但其

加解密的過程需要大量計算，使應用範圍受到很大的限制。例如：手

機、PDA、智慧卡等裝置因為要便於攜帶，所以大部分都具有體積小、

重量輕等特性，也因此其計算能力、記憶體大小都遠不及一般的個人

電腦，所以需要大量計算的公開金鑰密碼機制並不適合用於這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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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同時解決金鑰管理及運算效率的問題，便產生混合式加密機

制。混合式加密機制顧名思義就是同時採用祕密金鑰密碼機制及公開

金鑰密碼機制的加密系統，截長補短， 使它可以同時擁有這兩種密

碼機制的優點。 

2.5.2 數位簽章 

數位簽章是一組公開/私密金鑰的概念，驗證個人身分及訊息資

料的一種方式，由於數位簽章具有與傳統簽名相同的特性，因此在網

路上運用數位簽章在法律上可視為本人簽名。 

數位簽章使用功能強大的加密技術，以及公開金鑰基本結構，先

簽章(Digital Sign)、後加密(Encrypting)方式，使用自己(傳送方)的私

密金鑰產生數位簽章，使用對方(傳送方)的公開金鑰(Public Key)再進

行解密，驗證成功，身份確認無誤且資料正確；驗證失敗，身分無法

確認或資料被篡改。 

數位簽章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種。 

1.鑑別性 (Authentication) ：可鑑別文件來源的合法性，而非經他人

偽造。 

2.完整性(Integrity)：可確保文件內容不會被新增或篡改。 

3.不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簽章者事後無法否認曾簽署過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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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認證中心 

在電子商務的應用上我們需要一位可信賴的第三者來做公鑰的

認證工作。這個第三者就是所謂的憑證管理中心 (Certificate 

Authority，簡稱 CA)，而 CA 必須是可被傳送者和接收者信賴的角色，

他會依據合法申請者的請求發出數位憑證，數位憑證裡面包含了申請

人的辨識資料(姓名)、公鑰及 CA 對這把公鑰的簽章，有 CA 的簽章

背書後，我們就可以信賴這把公鑰。在網路上只要透過 CA 的公鑰的

驗證我們就可以辨識對方的身分，如此一來，不同的個體就可以在高

度的信賴下進行電子商務了。 

(一)認證中心的設置有以下幾個目的 

1.使用者登記認證，使其網路身分生效並具法律效用。此過程就如同

民眾向戶政機關登記，政府核發身分證來證明其身分一樣。 

2.使用者將其公開金鑰登記認證，以確認使用者的公開金鑰。這個過

程就如同我們到戶政機關或銀行辦理印鑑證明一般。 

3.每個使用者所持有的數位憑證，就如同現實社會中的身分證一般，

可用來證明自己在網路世界中的合法身分。 

4.提供一個值得信賴的安全基礎建設，使用者可在網路上進行身分認

證，並確保資料在網路上傳輸的保密性、鑑別性、完整性及不可否

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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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密性：確保資料的安全保密。 

(2)鑑別性：可鑑別通信雙方的身分。 

(3)完整性：可確保資料在網路的傳輸過程中正確無誤。 

(4)不可否認性：傳送者事後無法否認曾經傳送過資料或否認曾經

簽署之文件。 

 

2.5.4 電子商務交易安全機制 

 

(一)SSL(網路資料傳輸的安全協定) 

SSL 主要功能是建立瀏覽器與 Web 伺服器之間資料傳遞的安全

通道，是提供瀏覽器至伺服器間一個經過認證和加解密的溝通管道，

目的是保障網路交易的安全性。 

 

(二)SSL 所提供的安全服務 

1.提供資料傳送的機密性 

2.提供資料傳送的完整性 

3.提供資料使用者與顧客間的身分鑑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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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SL 第三方憑證廠商 

表 2-4 第三方憑證廠商比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現今第三方憑證中心的服務內容大多是相似的，而且 SSL 安全

交易機制下所提供的安全性都是完整的，所以依上述比較後，本小組

根據廠商的資金及可行性的考量下決定以 Thawte 做為在交易過程中

的第三方憑證中心。 

 

 

 

 

品牌名稱 Global Trust Thawte VeriSign 

憑證名稱 
Pro SSL 

Certificate 
Web Server 
Certificate 

Secure Site 

加密長度 

40/56/128 位

元，最高 256

位元 

40/56/128 位元，

最高 256 位元 

40/56/128 位

元，最高 256

位元 

退款政策 30 天內 7 天 30 天內 

重置服務 有 有 無 

價格(1 年) 12,000 12,800 17,800 

提供安裝服務

與技術諮詢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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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三義天喬雕刻店，首先與公司負責人詳細討論之

下，得知公司未來的發展方向，透過學生實習並親身體驗作業流程，

近而了解產業的經營模式與產品種類。本研究主要為天喬雕刻店建置

電子商務網站。 

 

3.1.1 公司簡介 

處於人潮偏少的三義雕刻南街，在 70 到 80 年代只是生產雕刻品

批發予全省的客戶，偶爾客人提及何不賣些多樣化的藝品，買送人、

採購也便利，慢慢轉型為既生產亦批發又零售的店面了。 

 

3.2 研究方法 

本專題研究方法可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資料收集 

從蒐集網站所需相關資料開始，包含店家資料、商品圖片、相關

文案、軟體功能等等，最後與店家進行詳細的溝通，確認需求及方向。 

2.網站規劃 

將相關資料彙整，規劃出形象網站及購物網站之基本架構，並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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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製作方式，做出相關工作分配表，以確保作業流程上的運作。 

3.網站建置 

本網站運用 HTML 語法、CSS 樣式表，DreamweaverCS4 軟體互

相搭配來建置形象網頁部分，在購物專區上採用開放式程式碼的購物

車軟體進行修改，最後設計介面則使用 Illustrator、Photoshop 等軟體

來設計相關網頁元素與商品照片編修。 

4.修改及測試 

以相關軟體進行檢測及修改，利用不同方法檢驗是否符合標準建

置規範。 

 

3.3 系統建置工具 

 

3.3.1 PHP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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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處理結果送到網頁瀏

覽器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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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以及很多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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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建成一個 Apache 模組

時，PHP 是特別的輕巧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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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HP 主要功能 

1.PHP 可以用來傳送 HTTP 表頭（header） 

2.可以設定 cookies，做授權管理 

3.將使用者重新導向至新的頁面 

4.提供了優良的資料庫連結功能（還有 ODBC 的連結功能） 

5.提供與各式各樣的外部檔案庫（library） 

 

3.3.2 MySQL 

MySQL 是一個小型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開發者為瑞典

MySQL AB 公司。目前 MySQL 被廣泛地應用在 Internet 上的中小型

網站中。由於其體積小、速度快、總體擁有成本低，尤其是開放原始

碼這一特點，MySQL 被許多中小型網站選擇作為網站資料庫(何曉

霞、楊立峰，2009)。 

(一)MySQL 具有以下特性 

1.使用 C 和 C++編寫，並使用了多種編譯器進行測試，保證原始程式

碼的可攜性。 

2.支持 Linux、Mac OS 和 Windows 等多種作業系統。 

3.為多種程式設計語言提供了 API。這些程式設計語言包括 C、C++、

Java、Perl 和 PHP 等。 

4.支持多執行緒，充分利用 CPU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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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優化的 SQL 查詢演算法，有效地提高查詢速度。 

6.既能夠作為一個單獨的應用程式應用在用戶端伺服器網路環境

中，也能夠作為一個庫而嵌入到其他的軟體中。 

7.提供多語言支援，常見的編碼如中文的 GB 2312、BIG5，日文的

Shift_JIS 等都可以用做資料表名和資料列名。 

8.提供 TCP/IP、ODBC 和 JDBC 等多種資料庫連接途徑。 

9.提供用於管理、檢查、優化資料庫操作的管理工具。 

10.可以處理擁有上千萬條記錄的大型資料庫。 

 

3.3.3 Apache 2.0 

Apache 是使用量較為廣泛的 Web 伺服器，它幾乎可以在所有電

腦平臺上運行。Apache 源於 NCSAhttpd 伺服器，經過多次修改，已

成為世界上最流行的 Web 伺服器軟體之一。Apache 取自「a patchy 

server」的讀音，意思是充滿補丁的伺服器，因為它是自由軟體，所

以不斷有人來為它開發新的功能和特性，修改原來的缺陷。Apache

的特點是簡單、速度快、性能穩定，並可作為代理伺服器。 

Apache 原本只用於小型或試驗 Internet 網路，後來逐步擴充到各

種 UNIX 系統中，尤其是對 Linux 的支援相當完美。Apache 有多種

產品，可以支援 SSL 技術，支援多個虛擬主機。它的成功之處主要

在於它的原始程式碼開放、有一支開放的開發隊伍、支援跨平臺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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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它的可攜性等方面(何曉霞、楊立峰，2009)。 

(一)Apache 伺服器擁有以下特性 

1.支援最新的 HTTP/1.1 通訊協定。 

2.擁有簡單而強有力的基於檔案的配置過程。 

3.支援通用閘道介面。 

4.支援基於 IP 和基於功能變數名稱的虛擬主機。 

5.整合 Perl 處理模組。 

6.整合代理伺服器模組。 

7.支援即時監視伺服器狀態和自訂伺服器日誌。 

8.支援伺服器端包含指令(SSI)。 

9.支持安全 Socket 層(SSL)。 

10.提供用戶會話過程的跟蹤。 

11.支持 FastCGI。 

12.透過協力廠商模組可以支援 Java Servlets。 

 

3.3.4 Photoshop CS4 

Photoshop 這套軟體是由 Adobe 公司出版，是一套以影像處理能

力見長的作業軟體，由於這些工具是由傳統的攝影處理所衍生出來

的，所以有些人稱它為數位暗房(Digital Darkroom)，是目前橫跨

Windows 以及 Mac 兩作業平台的影像軟體霸主。Photoshop 是身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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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者所必備的一項工具與能力，不論是平面設計、網頁製作、文書排

版或多媒體設計者，Photoshop 都能帶來絕佳的整合及效率。

PhotoImpact 與 Photoshop 的差別在於 PhotoImpact 主要是處理 RGB

色彩模式，無法處理 CMYK 色彩，而 Photoshop 對於兩種色彩模式

均可處理。 

(一)Photoshop 的主要功能 

1.數位相片編修 

2.影像合成、編輯 

3.各種形狀字體、圖形繪製 

4.創意無限的特效 

5.網頁、影像元件設計 

(二)Photoshop CS4 的 GPU 

Photoshop CS4 可以運用圖形卡的 GPU(圖形處理器)，而不是電

腦的主要處理器來加速螢幕重繪。若要讓 Photoshop 能夠存取 GPU，

使用者的顯示卡必須包含可支援 OpenGL(開放性圖形庫)的 GPU。 

Adobe Photoshop CS4 中的 OpenGL/GPU 功能包含以下幾點。 

1.所有縮放顯示層級的平滑顯示。 

2.動畫顯示的縮放工具。 

3.執行單節縮放時的動畫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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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拋影像。 

5.鳥瞰檢視。 

6.旋轉版面。 

7.非正方形像素影像的平滑顯示。 

8.像素格點。 

9.移動顏色符合 GPU。 

10.透過 GPU 繪製筆尖編輯回饋。 

11.3D GPU 功能包括 

(1)3D 加速 

(2)3D 軸 

(3)3D 光源 Widget 

(4)透過 Direct To Screen 加速 3D 互動。 

 

3.3.5 Dreamweaver CS4 

Adobe Dreamweaver是目前在網頁設計與網站建構領域中較為強

大的工具軟體，一般若想要製作一個較正式的網頁，必然會先想到

Dreamweaver，因為其相關網頁技術已開發到相當成熟的地步，幾乎

任何類型的網頁皆能製作。可與 Flash 搭配，用來製作多媒體動態網

頁，並搭配 Photoshop 進行影像處理，網頁整體的呈現與美觀度大幅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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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網頁設計，早已不是只有「程式碼設計」一種途徑，而是

「程式碼、分割、設計」此三種基本的設計模式。Dreamweaver CS4

提供了各種視覺化的配置工具、程式開發功能及程式設計支援，使開

發人員及設計師不再備受技術深淺與新舊之限制，而可以各自選用最

適合自己的方案來製作網頁。 

Dreamweaver CS4 同樣提供了跨瀏覽器檢測功能，在儲存網頁或

開啟網頁時，自動檢測網頁與不同瀏覽器之間的相容性，只要指定你

想要支援的瀏覽器，軟體就會自動檢測網頁標籤，並確保網頁不會使

用該瀏覽器不支援的標籤或 CSS 結構。 

Dreamweaver CS4 新增了許多功能。 

1.全面的 CSS 支援增強功能 

2.Adobe Photoshop 智慧型物件 

3.相關檔案和程式碼導覽器 

4.Ajax 和 JavaScript 架構的程式碼提示 

5.Sub Version 整合 

 

3.3.6 OsCommerce 2.3.1(中文版) 

OsCommerce 為 Open Source e-Commerce 的縮寫，是一種開放原

始碼的購物系統。OsCommerce融入了開放原始碼解決方案，使用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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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穩定的 Apache 網頁主機以及 MySQL 資料庫主機為基礎，提

供一個完全免費和開放的購物開發平台。 

(一)OsCommerce 主要功能： 

1.前台 

(1)客戶會員功能 

(2)電子郵件通知功能 

(3)可使用 SSL 安全機制 

2.後台 

(1)良好的操作介面 

(2)可新增/編輯/移除 商品分類、商品、製造商、客戶和商品評論 

(3)前後台可分開置於不同主機 

(4)提供備份工具 

(二)OsCommerce 2.3.1 新增功能： 

(1)修正許多 V2.2 ms2 的程式錯誤及安全漏洞，讓系統的安全更為可靠。 

(2)商品介紹可上傳多張商品大圖片，以及使用 HTML 加入 Flash 影片。 

(3)版面加寬、字體加大，讓網站在主流的高解析度大螢幕上，可以呈現

最佳的視覺效果。 

(4)新增 Facebook & Twitter 等社群網站的推文按鈕。 

(5)台灣縣市資料已修正含『新五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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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統配備 

表 3-1 開發環境 

項目 使用軟體 

作業系統 Windows 7 Ultimate 

網站伺服器 Apache 2.2.8 

資料庫 MySQL 5.0.51b 

開發語言與管理 PHP 5.2.6 / phpMyAdmin 2.10.3 

購物系統 OsCommerce 2.3.1 

瀏覽器 Firefox 3.6.16 / IE 9.0 

網頁修改 Adobe Dreamweaver CS4 

圖片處理 Adobe photoshop CS4 / Adobe lllustrator CS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2 Server 端系統需求配備表 

項目 使用配備 

作業系統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6  

處理器 Intel(R) Xeon(R) CPU X3450 @ 2.67GHz 

記憶體 4G  DDR3 1333 ECC  

硬碟 750GB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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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Client 端系統需求配備表 

項目 建議配備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處理器 Intel Pentium4 2.4 GHz 以上 

記憶體 512MB 以上 

硬碟容量 80GB 

網路 2M/256K 以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5 可行性研究 

 

(一)經濟可行性 

本研究是為天喬雕刻店建置電子商務網站。依據天喬雕刻店之需

求來設計網站內容，評估推行網站所需增加的費用支出與維護使用

費，對目前經營模式之效益分析與網站實際經營所得比較後，近而得

知網站具有實質經濟效益。此經濟可行性成立。 

 

(二)法律可行性 

本網站中相關資料皆為天喬雕刻店所提供，網站內圖片、文字是

由本研究小組親自拍攝與撰寫，網站設計都是自行規劃與排版，所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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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網路資源及書本資料皆在參考文獻列出資料來源及網址，所以並

不會侵占他人之著作財產權、違反現行法律或不當得取的資料或盜

拷。此法律可行性成立。 

 

(三)操作可行性 

在網際網路蓬勃發展下，宅經濟更加速的成長，消費者從網路上

可得知許多訊息，本網站提供一個資訊平台與購物專區，使消費者對

雕刻業可以迅速了解，並依照行政院無障礙網路空間去設計電子商務

網站，讓社會大眾都能操作本網站，故此網站可行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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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分析 

4.1 網站架構與流程圖 

 

4.1.1 形象網站架構 

 

圖 4-1 形象網站架構 

圖 4-1 為天喬雕刻的形象網站架構，主要為六大架構，其內容主

要為提供木雕相關知識、木頭種類分辦、聯絡資訊，同時也可以了解

天喬雕刻的相關訊息與雕刻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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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入頁 

 

天喬雕刻網的導入頁面是呈現本店雕刻家成名著作及店內擺設

與外觀，如圖 4-2。 

 

 

圖 4-2 導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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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新消息 

 

提供三義地區人文文化活動及天喬雕刻相關資訊，讓顧客可以透

過本網站從而了解三義的相關文化，如圖 4-3。 

 

 

圖 4-3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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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喬產品 

 

提供雕刻藝品於使用者欣賞，圖片呈現是利用名為 Lightbox JS

之 java Script 技術所設計出來的，點選商品圖片後即以彈出式頁面放

大展出，這樣更能展現出作品的細部與紋路，如圖 4-4。 

 

 

 

圖 4-4 天喬產品(放大圖示彈出式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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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喬百科 

 

為讓使用者對傳統木雕產業有進一步的認識及了解，廠商提供了

木雕的入門知識及常規用料讓使用者得知木雕相關知識，如圖 4-5。 

 

 

圖 4-5 天喬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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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於天喬 

 

分為經營理念與雕刻藝術家介紹；透過介紹店家的經營型態與雕

刻家的成名著作，來了解天喬雕刻，如圖 4-6。 

 

 

圖 4-6 關於天喬 

 

 

 

 

 

 

 

 

 

 

 



55 

6.聯絡天喬 

天喬雕刻的聯絡資訊及相關地理位置，如圖 4-7。 

 

 

圖 4-7 聯絡天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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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購物網站架構及流程圖 

 

圖 4-8 購物網站架構 

圖 4-58 為天喬雕刻的購物專區架構，主要為六大架構，而其商

品分類可分為五大系列、本站訊息可以分四大須知，本購物專區主要

為提供顧客購買商品、評論商品、聯繫我們，同時得知天喬雕刻相關

訊息與產品資訊的購物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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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區首頁放置了天喬藝品購物網之產品最新消息、商品分類、

快速搜尋、本站訊息、購物車、商品評論及我的帳號，如圖 4-9。 

 

 

圖 4-9 購物專區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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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註冊 

 

註冊會員方面以電子郵件為註冊帳號，確認基本資料後，傳送信

件至會員電子郵件，成為天喬雕刻網站的正式會員，如圖 4-10。 

 

 

圖 4-10 會員註冊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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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登入 

會員從購物專區首頁輸入 E-mail 與密碼後，系統判斷帳號與密

碼正確完成，購物專區首頁會出現會員專區，如圖 4-11。 

 

 

圖 4-11 會員登入流程圖 

 
 
 
 



60 

會員註冊、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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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開始進行購買，如圖 4-12。 

 

 

圖 4-12 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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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基本資料填寫 

 

 

圖 4-13 會員基本資料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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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本網站將商品有條理的分類，讓顧客可方便與快速找尋所需之商

品，亦可查看商品之評論及價格；點擊小圖示，即可使圖片放大觀看

其細部的紋理，如圖 4-14。 

 

 
 

圖 4-14 購物專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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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購買 

進行線上購物必須登入會員帳號與密碼，選取商品後，利用購物

車統計出商品數量、價格與付款方式，訂單確定之後，系統會發送

E-mail 通知顧客訂單明細，確認訂單正確無誤之後，廠商會與買家聯

絡並完成此買賣，如圖 4-15。 

 
 
 
 
 
 
 
 
 
 
 
 
 
 
 
 
 
 
 
 
 
 
 
 
 
 

圖 4-15 線上購買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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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購買流程 

 

購物車系統是可即時讓消費者檢視網站所選購商品數量及價格

的資訊，並且填寫送貨資料與付款方式，最後查看資料是否都填寫正

確，確認正確無誤後按下確認鍵即可完成訂單購買，如圖 4-16。 

 

 

圖 4-16 商品購買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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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評論 

天喬購物專區有商品評論區，提供完成訂單並收到產品之顧客進

行評論，可為其他消費者參考，而廠商也可得知顧客反應之態度，如

圖 4-17。 

 
 
 
 
 
 
 
 
 
 
 
 
 
 
 
 
 
 
 
 
 
 
 
 
 
 
 
 

圖 4-17 商品評論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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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特性 

(一)整體風格 

形象網頁設計以傳統木雕圖案和蓮花、荷花、中國雲紋等自然元

素題材作為基本圖形架構，而色彩方面則選用幾種常見木雕用材之色

系來配色，頁面風格呈現古典、典雅又不過於傳統的設計風格。 

(二)Logo 設計理念 

Logo 設計靈感來自於本店木雕藝術家創作作品老人，因老人屬於

天然竹雕創作，令人印象深刻，因此我們選用此件作品作為我們的主

要識別標誌，如圖 4-18。 

 

 

 

圖 4-18 網站 LOGO 

(三)導入頁面設計 

以傳統木雕紋樣做為上下裝飾圖案，中間則採用空心花窗放入店

家室內及室外照，可讓初次瀏覽者一覽天喬藝品概貌，如圖 4-19。 

  

 

圖 4-19 導入頁面 傳統木雕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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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導覽列文字標題 

採用從日本江戶時代而來的勘亭流體，這種字型穩重柔軟具有獨

特的個性，而多年來也成為現代常用的大標題字，因此選用此種字體

作為我們的裝飾標題列，如圖 4-20。 

                     圖 4-20 文字標題 

(五)主要網頁背景 

本網頁背景以白色為主要底色，在上方背景選用中國雲紋作為圖

型設計，雲紋在中國是屬於多彩的裝飾古典紋樣，被廣泛運用在雕

刻、建築、工藝品上，其文化內涵意義包含生命力跟代表性，因此在

設計過程中我們也融入這種精神元素，讓設計出來的作品更具有文化

性及審美性，如圖 4-21。 

 

 

 

圖 4-21 網頁背景樣式 

(六)目前導覽位置 

為了讓使用者清楚知道目前所在位置，且更快速回到原點，我們

採用一種麵包屑理論的設計方式，不管瀏覽者點了幾個連結過後，還

是不會在眾多連結中迷路，如圖 4-22。 

 

 

圖 4-22 麵包屑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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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文標題圖 

木材種類多樣，顏色差異明顯，有些色澤高雅，有些則是給人柔

和文靜，而我們使用了紫檀、黑檀、花梨木、沉香、檜木等木頭材色

運用在內文標題圖上，同時更穿插幾個傳統自然元素以提高整體的美

觀度，如圖 4-23。 

    

    

 

圖 4-23 內文標題圖 

 (八)地圖設計 

使用手繪方式描述店家地理位置後，再用古捲軸的方式呈現出

來，如圖 4-24。 

 

 

 

 

 

 

 

 

 

 

 

圖 4-24 地圖-古捲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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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R-model 

在購物網站內，除了豐富的前台功能與後台管理之外，還需要擁

有一個完整的資料庫，而資料庫主要包含了購物車、會員資料、訂單、

產品與商品評論，規劃完整的資料庫是可以方便儲存網站的資料與整

合，因此資料庫是不可或缺的。 

 

圖 4-25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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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料庫明細 

Customers(會員資料):包含性別、姓名、生日、e-mail、電話、住

址、帳號、密碼等資料。 

表 4-1 Customers 資料庫明細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欄位註解 

customers_id int(11) 否   客戶帳號 

customers_gender char(1) 是  NULL 客戶性別 

customers_firstname varchar(255) 否   客戶姓氏 

customers_lastname varchar(255) 否   客戶名字 

customers_dob datetime 否  
0000-00-00 
00:00:00 

客戶出生日

期 

customers_email_address varchar(255) 否   
客戶郵件地

址 

customers_default_address_id int(11) 是  NULL 
客戶預設地

址名稱 

customers_telephone varchar(255) 否   客戶電話 

customers_fax varchar(255) 是  NULL 客戶傳真 

customers_password varchar(60) 否   客戶密碼 

customers_newsletter char(1) 是  NULL 客戶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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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_basket(購物車):包含產品名稱、價格、數量及客戶帳

號，讓使用者可以方便購物。 

表 4-2 Customers_basket 資料庫明細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欄位註解 

customers_basket_id int(11) 否   購物名稱 

customers_id int(11) 否   客戶帳號 

products_id tinytext 否   產品名稱 

customers_basket_quantity int(2) 否   購物數量 

final_price decimal(15,4) 是  NULL 價格 

customers_basket_date_added char(8) 是  NULL 
加入商品至

購物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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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s(訂單):包含顧客資料(詳細住址、電話、信箱)、交貨方式、

處理狀況、付款方式等，使後台管理者可以清楚的知道客戶資料及訂

貨資訊，以方便出貨處理。 

 

表 4-3 Orders 資料庫明細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欄位註解 

orders_id int(11) 否   訂單名稱 

customers_id int(11) 否   客戶帳號 

customers_name varchar(255) 否   客戶名稱 

customers_company varchar(255) 是  NULL 顧客公司 

customers_street_address varchar(255) 否   街道名稱 

customers_suburb varchar(255) 是  NULL 鄉鎮名稱 

customers_city varchar(255) 否   縣市名稱 

customers_postcode varchar(255) 否   郵遞區號 

customers_state varchar(255) 是  NULL 國家名稱 

customers_country varchar(255) 否   城市名稱 

customers_telephone varchar(255) 否   客戶電話 

customers_email_address varchar(255) 否   顧客郵件地址

customers_address_format_id int(5) 否   地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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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_name varchar(255) 否   交貨名稱 

delivery_company varchar(255) 是  NULL 交貨公司 

delivery_street_address varchar(255) 否   交貨街道名稱

delivery_suburb varchar(255) 是  NULL 交貨鄉鎮名稱

delivery_city varchar(255) 否   交貨縣市名稱

delivery_postcode varchar(255) 否   交貨郵遞區號

delivery_state varchar(255) 是  NULL 交貨國家名稱

delivery_country varchar(255) 否   交貨城市名稱

delivery_address_format_id int(5) 否   交貨地址名稱

billing_name varchar(255) 否   訂單名稱 

billing_company varchar(255) 是  NULL 訂單處理公司

billing_street_address varchar(255) 否   
訂單處理街道

地址 

billing_suburb varchar(255) 是  NULL 
訂單處理鄉鎮

名稱 

billing_city varchar(255) 否   
訂單處理縣市

名稱 

billing_postcode varchar(255) 否   
訂單處理郵遞

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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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ing_state varchar(255) 是  NULL 
訂單處理國家

名稱 

billing_country varchar(255) 否   
訂單處理城市

名稱 

billing_address_format_id int(5) 否   
訂單處理地址

名稱 

payment_method varchar(255) 否   付款方式 

cc_type varchar(20) 是  NULL 信用卡種類 

cc_owner varchar(255) 是  NULL 信用卡持卡人

cc_number varchar(32) 是  NULL 信用卡卡號 

cc_expires varchar(4) 是  NULL 信用卡期限 

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NULL 最後修改 

date_purchased datetime 是  NULL 購買日期 

orders_status int(5) 否   訂單狀況 

orders_date_finished datetime 是  NULL 訂單完成日期

currency char(3) 是  NULL 貨幣 

currency_value decimal(14,6) 是  NULL 貨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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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產品):包含商品目錄、商品數量、商品圖示、商品上市

日期、訂購、最新商品，讓消費者可以自由選購喜歡的商品 。 

表 4-4 Products 資料庫明細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欄位註解 

products_id int(11) 否   產品名稱 

products_quantity int(4) 否   產品數量 

products_model varchar(32) 是  NULL 產品範例 

products_image varchar(64) 是  NULL 產品圖片 

products_price int(11) 否   產品價格 

products_date_added datetime 否   加入產品日期 

products_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NULL 產品最後修改 

products_date_available datetime 是  NULL 產品有效日期 

products_weight decimal(5,2) 否   產品重量 

products_status tinyint(1) 否   產品狀況 

products_tax_class_id int(11) 否  NULL 產品稅金 

manufacturers_id int(11) 是  0 製造廠商 

products_ordered int(11) 否   產品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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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商品評論):包含評論者資訊、評論產品、評論內容、評

論狀況等，其評論結果可以提供其他消費者做為選購的參考。 

表 4-5 Reviews 資料庫明細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欄位註解 

reviews_id int(11) 否   評論名稱 

products_id int(11) 否   產品名稱 

customers_id int(11) 否 NULL 客戶帳號 

customers_name varchar(255) 否   客戶姓名 

reviews_rating int(1) 是  NULL 評論等級 

date_added datetime 是  NULL 加入日期 

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NULL 最後修改 

reviews_status tinyint(1) 否  0 評論狀況 

reviews_read int(5) 否  0 評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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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未來展望 

5.1 結論 

基於本專題研究目的及動機，本專題小組結合初始規劃、網站建

置、相關文獻蒐集、軟體應用等方法，最後將成果展示於店家網站中。

本研究的結論將總結於下列所示： 

(一)整體形象一致性是在設計與整合中重要的考慮層面，不僅圖型、

色彩選用、關鍵字這些，在網域名稱及郵件系統上更是透過 Google 

apps 的服務將 Email 與店家網域名稱整合，讓店家的識別名稱更

趨於一體。 

(二)透過 OsCommerce、Opencart、TWE-Commerce 等開放式購物車

軟體比較及測試後，若要進行實際上線營運，版本的更新或修改

是必要的，因為久未更新的版本，安全性上就有相當的疑慮，在

往後更有可能造成無法繼續經營的因素，因此版本的決定也是基

於官方網站釋出及說明後，最後再選擇一套真正適合我們的購物

車軟體進行建置。 

(三)本研究完成後，轉交給天喬雕刻店管理時，為能使廠商快速學習

如何使用此網站，往後在網站功能上，也可依照天喬雕刻店的需

求，增減各種功能。而使用 Dreamweaver CS4 所建置的部份，會

將相關製作與修改步驟教導於廠商，並以書面方式製作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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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廠商參考使用。 

 

5.2 效益分析 

我們評估瀏覽人數、上線成本、營業稅、維護成本及安全性，來

進行我們對網站的效益評估，由於廠商營業方式較為獨特，成本方面

不易計算，建置網站的成本大概會增加廠商總成本的 7%，而本小組

預期建置網站完成後，可使來店客源增加、知名度提高、營業收入可

大於網站建置成本。 

 

5.3 未來展望 

木雕產業是台灣傳統產業的一環，多數店家仍以實體化店鋪來做

為主要銷售管道，且少有其他管道供產業資訊傳播，為讓廠商能利用

網際網路優勢達到宣傳及增加通路銷售，本小組與廠商長期協調下，

以謹慎評估方式製作形象網頁及購物網頁。而目前建置完成後尚有許

多需要改善的空間，像是：形象網頁大多採用 HTML 語法撰寫，並

無後台介面讓廠商立即作修改的動作，在日後可能需建立出完善的後

台介面管理，以增加更改的便利性。 

網頁資料的豐富度是決定瀏覽人數的其中要素之一，因此在未來

需要逐年增加並定期更新網頁內容，才能達成建置網站的效益。 

此次購物車軟體採用 OsCommerce 2.3.1 版，其安全性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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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較以往 2.2 版本提升許多，但在修改自由度還是相當有限，例如：

在樣版設計上，經過多次切模後，仍然無法解決 PHP 語法的問題，

希望未來有機會的話，能夠做成專屬的購物車版型。 

會員註冊方面並無驗證碼及認證信件，所以增加無效訂單的機會

也大為提高，在未來想減少此類情況發生，就得發展相關配套措施。 

目前付款方式僅有貨到付款，待廠商訂單日益增加後，還需新增

不同的付款方式，以提高顧客購買的便利性。 

在綜合以上幾點考量後，以本小組的技術及資源尚未能建構出當

初規劃的形象網站及購物平台，但主要風格與廠商要求功能還是能達

到所預期的效果，未來將可依照現在的規劃雛形建置更為完善的形-

象網站及購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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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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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無障礙網頁相關規定 

無障礙網頁規範內容包括可及性設計 4 項原則、3 個優先等級、

3 個檢測等級、14 條規範、和 90 個標準檢測碼。 

 

(一)無障礙網頁設計準則 

本章說明網頁開發人員在設計網頁時應該依循的作業方式和考

量原則。 

 

1.無障礙網頁可及性設計原則 

原則 1：多媒體相關資訊的可及性 

原則 2：網頁結構和呈現處理的可及性 

原則 3：網頁開發和輸出入裝置相關技術處理的可及性 

原則 4：網站瀏覽機制的可及性 

 

2.無障礙網頁設計程序 

步驟一：網站規劃階段 

步驟二：網站設計階段 

步驟三：網站檢測階段 

步驟四：網頁認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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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網頁設計流程圖 

(二)14 條規範 

規範 1：對於聽覺及視覺的內容要提供相等的替代文字內容  

規範 2：不要單獨靠色彩來提供特殊資訊  

規範 3：適當地使用標記語言和樣式表單  

規範 4：闡明自然語言的使用  

規範 5：建立編排良好的表格  

規範 6：確保網頁能在新科技下良好地呈現  

規範 7：確保使用者能處理時間敏感內容的改變  

規範 8：確保嵌入式使用者介面具有直接可及性 

步驟一：網站規劃階段 

無障礙網頁可及性設計四個原則 

步驟二: 網站設計階段 

無障礙網頁十四條規範 

步驟三之一： 網站檢測階段 

無障礙網頁標準檢測碼 

機器檢測 

步驟四: 網頁認證階段 

無障礙網頁檢測認證標章 

檢測通過 

步驟三之二： 網站檢測階段 

無障礙網頁標準檢測碼 

人工檢測 

檢測通過 

檢測不通過 

檢測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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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9：設計裝置獨立網頁 

規範 10：使用過渡的解決方案  

規範 11：使用國際與國內官方訂定的技術和規範  

規範 12：提供內容導引資訊  

規範 13：提供清楚的瀏覽網站機制  

規範 14：確保簡單清楚的網頁內容 

 

(三)標準檢測碼 

本章敘述標準檢測碼的設計，考慮包括網頁文件語言、優先等

級、規範條文、和檢測狀態等因素。 

 

1.標準檢測碼格式 

標準檢測碼格式為 1 個字母和 6 位數： X999999 這 7 個字符共

可分為 5 欄，如後所示： 

(1)起始字母：網頁語言。本字母代表本標準檢測碼適用的網頁語言，

目前本規範訂定 HTML 語言相關的檢測碼，就以 H 字母表示。 

(2)第 1 位數碼：優先等級 

(3)第 2、3 位數碼：14 條規範(Guideline) 

(4)第 4 位數碼：檢測狀態(Status) 

標準檢測碼的檢測狀態可以定義為以下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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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機器辨識/機器檢測(Machine Identify/Machine Check) 

1：機器辨識/人工檢測(Machine Identify/Human Check) 

2：人工辨識/人工檢測(Human Identify/Human Check) 

(5)第 5、6 位數碼：規範內的流水號碼 

 

2.檢測碼訊息 

規範 1：對於聽覺及視覺的內容要提供相等的替代文字內容  

1.1 H101000-圖片需要加上替代文字說明 

1.2 H101001-對於 applet 提供替代文字說明 

1.3 H101002-對於 object 提供替代文字說明 

1.4 H101003-對於表單中的圖形按鍵提供替代文字說明 

1.5 H101004-影像地圖區域需要加上替代文字說明 

1.6 H101105-當影像地圖使用為上傳按鈕時，每一作用區域必須分

別使用不同的按鈕 

1.7 H101106-當 ALT 屬性的文字陳述大於 150 個英文字元時，考慮

另外提供文字敘述 

1.8 H101007-提供 LONGDESC 以外的描述性超連結(如使用以 D 為

提示的超連結)，來描述 LONGDESC 的內容 

1.9 H101108-圖形替代文字陳述不夠清晰時，提供更多的文字描述

(如使用 longdesc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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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H101109-所有語音檔案必須有文字旁白 

1.11 H101210-以可及性的影像來替代 ASCII 文字藝術 

1.12 H101111-視訊中的聲音必須提供同步文字型態的旁白 

1.13 H101112-伺服器端影像地圖中的超連結必須在網頁中有額外

對應的文字超連結 

1.14 H101213-多媒體視覺影像呈現時，必須提供聽覺說明 

1.15 H101214-多媒體呈現時，必須同步產生相對應替代的語音或文

字說明 

1.16 H301015-客戶端影像地圖中的超連結必須在網頁中有額外對

應的可及性超連結 

 

規範 2：不要單獨靠色彩來提供特殊資訊  

2.1 H102100-確保所有藉由顏色所傳達出來的訊息，在沒有顏色後

仍然能夠傳達出來 

2.2 H202101-確保前景顏色與背景顏色彼此呈現明顯的對比 

 

規範 3：適當地使用標記語言和樣式表單  

3.1 H203200-以實際存在的標記語言(如 MathML)呈現網頁內容(如

數學方程式)，避免使用圖形影像呈現 

3.2 H203201-確定網頁設計文件，有效使用正規的 HTML 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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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203002-在 DOCTYPE 標籤中，使用標準規範的敘述以識別

HTML 版本類型 

3.4 H203203-盡可能使用樣式表單控制網頁排版與內容的呈現 

3.5 H203004-要使用相對尺寸(如%)而非絕對尺寸(如像素) 

3.6 H203005-適當使用巢狀標題呈現文件結構 

3.7 H203106-避免使用 header 標籤來產生粗體字效果 

3.8 H203107-項目符號及編號之標籤(如 li、ul)僅可使用於實際網頁

內容的項目條列，不可用於編輯格式 

3.9 H203108-確保 Q 和 BLOCKQUOTE 標籤只是用來當引用語而不

是用來縮排  

3.10 H203209-以 Q 及 BLOCKQUOTE 標籤來標記引用語 

 

規範 4：闡明自然語言的使用 

4.1 H104200-明確地指出網頁內容中語言的轉換 

4.2 H304201-使用ABBR及ACRONYM標籤表示網頁中呈現的文字

縮寫與簡稱 

4.3 H304002-明確指出網頁文字所使用的自然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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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5：建立編排良好的表格 

5.1 H105100-對於每一個存放資料的表格（不是用來排版），標示

出行和列的標題 

5.2 H105101-表格中超過二行/列以上的標題，須以結構化的標記確

認彼此間的結構與關係 

5.3 H205102-在網頁內容呈現設計時，避免以表格做多欄文字的設

計 

5.4 H205103-若表格只做為版面配置時，勿使用表格之結構標記(如

th 標籤)作為網頁格式視覺效果 

5.5 H305004-表格須提供表格摘要說明(如 summary 屬性) 

5.6 H205105-資料表格須提供標題說明  

5.7 H305106-表格行列過長的標題，須提供縮寫或簡稱 

 

規範 6：確保網頁能在新科技下良好地呈現  

6.1 H106100-使用 CSS 樣式表編排的文件需確保在除去樣式表後

仍然能夠閱讀 

6.2 H106001-頁框連結必須是 HTML 檔案 

6.3 H106102-使用 Script 語言需指定不支援 Script 時的辦法 

6.4 H106103-若網頁內的程式物件沒有作用時，確保網頁內容仍然

可以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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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H206104-若網頁物件使用事件驅動時，確定勿僅使用滑鼠操作 

6.6 H206005-使用頁框時要指定不支援頁框時的辦法 

 

規範 7：確保使用者能處理時間敏感內容的改變  

7.1 H107200-確保網頁設計不會致使螢幕快速閃爍 

7.2 H207001-避免使用 blink 標籤閃爍螢幕 

7.3 H207002-避免使用 marquee 標籤移動文字 

7.4 H207103-避免使用動態 gif 圖片 

7.5 H207004-不要讓網頁每隔一段時間自動更新 

7.6 H207005-不要自動轉移網頁的網址 

 

規範 8：確保嵌入式使用者介面具有直接可及性 

8.1 H108100-對由 scripts、applets 及 objects 所產生之資訊，提供可

及性替代方式 

 

規範 9：設計裝置獨立網頁  

9.1 H109100-盡量使用客戶端影像地圖替代伺服器端影像地圖連結 

9.2 H209201-對所有網頁內容元素，確保有滑鼠以外的操作介面 

9.3 H209002-確保事件的啟發不要求一定得使用滑鼠 

9.4 H309103-具體指出按下 Tab 鍵在表單控制項，超連結及物件間

移動的順序 



91 

9.5 H309204-對經常使用的超連結，增加快速鍵的操作 

9.6 H309105-對於表單元件考慮提供鍵盤快速鍵的操作 

 

規範 10：使用過渡的解決方案  

10.1 H210100-除非使用者知道將會開啟一個新視窗，不要隨便開啟

一個新視窗 

10.2 H210101-如果使用 script 語言開啟新視窗或改變目前視窗的網

址，要讓使用者能事先知道 

10.3 H210102-確保表單的控制項與控制項說明之間的配合很適當 

10.4 H310103-若有以表格直欄格式呈現的網頁文字內容時，提供線

性文字替代 

10.5 H310004-在網頁文字輸入區中須有預設值 

10.6 H310005-勿單以空白間隔分開相連之超連結 

 

規範 11：使用國際與國內官方訂定的技術和規範  

11.1 H111200-如果不能使這個網頁無障礙化，應提供另一個相等的

無障礙網頁 

11.2 H211201-儘量使用開放性的最新國際標準規範  

11.3 H211202-避免使用過時的 HTML 語法 

11.4 H311203-允許使用者依照個人喜好設定網頁呈現方式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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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12：提供內容導引資訊  

12.1 H112000-需要定義每個頁框的名稱 

12.2 H212101-如果頁框名稱無法描述頁框中的內容的話，應加上額

外敘述 

12.3 H212102-把太長的選單項目群組起來 

12.4 H212103-在表單控制項中，使用 FIELDSET 及 LEGEND 標籤

作群組間的區隔 

12.5 H212204-儘可能將網頁內容有相關之元素聚集在一起 

12.6 H212005-在表單控制項上，以 LABEL 標籤提示資訊 

 

規範 13：提供清楚的瀏覽網站機制  

13.1 H213200-設計並確保有意義的超連結說明，便於網頁內容的閱

讀 

13.2 H213101-如果需要的話，為每個超連結加上內容描述 

13.3 H213202-指向不同網址的超連結，不可使用相同的超連結說明 

13.4 H213203-使用metadata標籤來記載電腦可以了解運用的網頁資

訊 

13.5 H213004-為網頁加上標題 

13.6 H213205-為網站提供網站地圖或整體性的簡介 

13.7 H213206-網頁設計使用清楚且一致的導覽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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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H313207-提供網頁導覽連結工具列，以利存取網站導覽結構 

13.9 H313208-能辨別出意義上有群組相關的超連結 

13.10 H313209-若有群組超連結，在群組之前增設一項繞過此區域

的超連結 

13.11 H313210-若網站具有搜尋功能，可以設計不同的網頁內容搜

尋方式，以提供不同技能與喜好者搜尋選用 

13.12 H313211-在網頁標題、段落、及列表之前，提供辨別訊息以

利識別 

13.13 H313212-以 metadata 標籤來識別網頁文件包含於整體文件內

的所在位置 

13.14 H313213-避免在網頁上使用 ASCII 文字藝術 

 

規範 14：確保簡單清楚的網頁內容  

14.1 H114200-網頁內容要使用簡單易懂的文字 

14.2 H314201-使用可及性的圖形促進網頁內容的理解 

14.3 H314202-網頁彼此間設計呈現的風格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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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虛擬主機 

廠商 威博達 捕夢網 智邦 

主機類型 美國 Linux 基本型 Linux 基本型 Linux A 

主機空間 1GB 3GB 10G 

月流量 5 G 10G 40G 

次網域 10 個 1 個 0 個 

Email 帳號 20 個 20 個 2 個 

MySql 1 個 0 個 0 個 

附加網域 0 個 0 個 0 個 

網域寄放 2 個 0 個 0 個 

安裝費 免費 免費 450 元 

Web管理介面 Cpanel Plesk 專屬後台 

支援程式 

PHP 5.x    

PHP PEAR    

perl    

CGI    

Frontpage 支援    

Dreamweaver    

Ruby on Rails    

FLASH    

資料庫支援 

Mysql    

phpMy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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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工作分配表 

組員 工作分配 

陳泳銓 
書面整理，形象網頁規劃，商品拍攝，購物專區基本

設定與修改，ER-model，投影片製作 

林宇鴻 
書面資料蒐集，研究架構，業者訪談，形象網頁風格

製作，商品介紹，虛擬空間架設 

鄭宜芳 
書面編排與整理，參考文獻，甘特圖，邀請卡製作，

影像修圖，形象網頁製作 

林湘榆 
書面資料蒐集與整理，影像修圖，流程圖製作，資料

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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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甘特圖 
預定進度 

已完成進度 

   年月份 

 

工作項目 

98 
10 
月 

 
11
月

 
12 
月 

99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0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訂定專題題目 
 

                   

蒐集資料及文

獻查詢 
 

 
                  

撰寫書面報告     
  

              

討論系統架構      
 

              

圖像與色彩處

理 
       

 
 

 
          

整體視覺風格

擬定 
       

 
            

標準樣版設定         
  

          

第一次口試            
 

        

測試與修正               
  

    

修改書面報告                
  

   

第二次口試                  
 

  

繳交完整研究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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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 訪談記錄 

1.確認市場區隔及廠商的工作？ 

目前市場區隔比較沒那麼明顯，但多半客戶來自於學校老師、教

授，或是公司管理階層等等。早期的方向是著重個人產品的雕刻，現

在主要是批發零售為主，如客戶有特別的需求，將以訂製的方式來製

作。 

2.網頁想結合甚麼元素來呈現？ 

主要想以木雕產業的角度，融入與產業性質或特色有關的內容。

像是傳統的素材，花鳥或是木頭紋路，色材做結合。也可以加入一些

特定主題以增加區隔性。 

3.網頁中希望加入何種內容項目？ 

清楚介紹我們店家，像是雕刻家介紹(包含創作歷程、作品集)、

主要商品、詳細聯絡資訊，亦可以加入一些關於產業的資訊及三義地

區相關活動。 

4.簡單描述一下貴店的經營方式？ 

我們屬於小本經營，客戶的培養多半是經過購買滿意度較高而成

為長期顧客，再經由長期顧客幫忙介紹以提高更多客源，因此對於第

一次交易經驗及初次見面的印象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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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望以何種風格來輔佐你的理念？ 

店內是採用簡單風格作為擺設，卻又能讓第一次來店購買的客戶

有尋寶的感覺，所以希望在網站的地方也能夠延續這種理念來增強對

店家的識別性。 

6.由於你所需要靜態與購物網站，因此我們想了解你是以何種方式與

客戶進行交易？ 

大多數是以現金或是以 ATM 轉帳，有時則採用貨到付款與客戶

進行交易，不過如果是要在網路進行販賣，可能會選用貨到付款作為

交易方式，因為這樣收款會比較方便。 

7.在購物網站中有何特殊需求？ 

在使用上可以簡單明瞭，在出貨的作業上能方便處理，最好也能

顯示每個月所販賣的產品數量及營收，確定何種商品較消費者接受、

喜愛，以增減其數量。提供消費者完善的購買方式及退換貨說明，也

提供商品評論讓消費者之間相互分享，讓消費者可了解我們店的誠

信。 

8.想販賣何種類型的產品？ 

由於這種產業的商品較為特殊，多數的產品只有一件，除非是要

大量訂作才有辦法供應大量的貨源，因此在網路上較能夠販賣的可能

是量產化，並且供應量穩定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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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產品的放置規格及呈現方式？ 

基本介紹像是木頭的材質、尺寸(包含長跟寬)、主要用途或是擺

設地點等等，最好用一些比喻，或文案的介紹來提高顧客的購買意

願，在產品圖片背景也可以加入一些其他裝飾物品，提升整體商品的

精緻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