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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隨著報章媒體的幅度報導，宅經濟這新型消費型態，也逐漸讓社

會大眾趨之若鶩，這種改變人們以往消費習慣的方式，讓大家知道，

原來只要坐在家裡動動手指頭東西自然就能送到家的消費方式，讓上

班忙碌的 OL 族群、提著菜籃的婆婆媽媽或是想撿便宜的學生們、甚至

是一些令人會尷尬的物品，都有了不同以往新的買賣銷售管道，這潛

在的億萬商機，讓小老百姓也有了致富的機會，舉凡團購、網拍、淘

寶、虛擬店鋪…種種不一樣的創意想法消費習慣都能在網路上完成，

這也讓想開店當老闆但資金少的人有了新的開店選擇，也因網路的蓬

勃發展，全球超過六億人有網路購物的經驗，在亞太區，最近一個月

平均網路購物次數是 5 次，在新

加坡、台灣、澳洲及中國大陸市

場最近一個月平均網路購物次數

為 5-6 次，這也不然看網際網路

的方便性。 

圖 1.1 網路購物比例圖 

(資料來源:創世際市場研究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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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覬覦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改變了我們以往的生活消費方式，主

要目標為研究電子商務網站的架構，選擇使用網站套裝軟體規劃出一

個 B2C 的購物網站，並了解此系統的功能及其營運方式，也能知道網

際網路作為溝通及資訊流通的橋樑的重要性及其便利性。 

    透過建置購物網站也能體會時下年輕人超夯的網路創業方式，進

而了解虛擬店鋪以及實體店面的不同之處及其優缺點分析比較，和網

路購物對人民消費習慣產生何種改變，這種不被時間、地點、商品種

類規範著的購物方式，以及無法實際看到真實商品的特性，將成為時

下最夯的新興行業。 

而將 POS 系統導入宅配後，將使宅經紀食品行之工作流程ｅ化，

縮短工作時間、提昇工作效率，有效節省人力與物力，使管理者更加

容易掌控狀況，並且精確地了解店內財務狀況，進而提昇整體環境使

其達到最佳效果。將科技真正融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中，以創造新的

消費模式以及愉悅的使用經驗。 

1. 將宅經濟實品行全面 E 化 

2. 架設網站 

3. 內部流程 POS 化 

4. 網路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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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選擇冷凍食品這種能有多元化商品且方便料理的種類作為銷售之

商品，並利用 EC SHOP 網頁套裝軟體建置網路虛擬商店，並提供宅配

服務，貨到付款、轉帳付款。 

 

 

 

 

 

 

 

 

 

 

圖 1.2 四流圖 

(資料來源:供應鏈管理劉文良) 

1.3.1  網站建置 

    網站之架設是 e 化不可或缺的要素，藉由網際網路將宅經濟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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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受地域、國界之限制。 

1.3.2  作業電腦化 

    許多工作範疇，可透過電腦作資料建檔，有效地彚整繁瑣的文書

作業，以減輕員工繁複的工作量，更能使工作品質提昇。再者是透過

電腦，更可清楚地紀錄財務與工作狀況，提高資料以及大量數據的正

確性，並且清晰可見內部整體狀況。 

1.3.3  網路訂購 

此功能為現今服務業最廣泛採用的部分，倘若在此方面成功地ｅ

化，將可預知當日訂單及數量，以更加明確地掌控當客源流量，才不

致造成混亂的局面及庫存短缺。 

1.3.4  pos訂單方式 

由於宅經紀食品行以冷凍食品為主體，因此傳統方式由手寫方式

填寫訂單，爾後，一一告知客戶所訂購之產品及宅配時間，才完成訂

購的手續。如此的訂購流程，容易造成手誤口誤，而至使客戶訂單送

貨錯誤及不必要的時間浪費，針對於此方面可以有所改進，例如：建

置大多數服務業所廣泛使用的 POS 系統 便可大大的節省手續時間，

也將方便貨運人員及額人確認訂單之數量。 

並且，為使食品行內部的運作流程更加快速，除了建議採購電腦

之外，亦可租用寬頻網路，以方便查看網頁現況，即時掌握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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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圖 

 

圖 1.3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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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何謂宅經濟? 

       台灣，御宅族被用來形容足不出戶、只會上網購物、下載音樂以

及熱愛電動，卻沒其他嗜好的人們，這種社會現象常見在台灣大學生

們身上，不喜愛出們，一切生活只在網路上，也造就了網路購物的發

達，這股「宅經濟」的社會現象其實可以被追朔到 1992 年出版的「爆

米花報告：生活型態新預言」這本書作者對美國未來消費趨勢的十個

走向進行預測，其中一項與現在的宅經濟概念很像，叫做「繭居」。 

裡面談到的十種趨勢，列出如下: 

1. 一種繭居族的新人類，家是他們的堡壘。 

2. 活在現實，卻又渴望夢幻式歷險。 

3. 受之無愧的小小放縱。 

4. 自我喜好是選擇商品或服務的基礎。 

5. 想逃脫現狀遠離都會，為自己而活。 

6. 人老心不老，為年齡與行為重新註解。 

7. 強烈地自我保健，不惜一切代價。 

8. 消費者高度警戒意識促使廠商更人性化。 

9. 生活的多樣使人同時扮演許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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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OS 拯救社會將是人求生存必須採取的行動 

這種生活方式所引發的經濟活動被現在普遍媒體稱呼為「宅經濟」

根據理財周刊指出台灣有七大行業是宅經濟的代表行業，包含快遞宅

配、線上遊戲、消費娛樂、線上音樂、網路通訊、電腦相關設備和通

路業者。 

    常玩線上遊戲者以 13~45 歲者為大宗，線上遊戲的確越來越受到

歡迎。宅世代對於快遞/宅配/宅急便、電玩遊戲、數位音樂等使用率

與購買率都較其他人高，除此之外，在平均擁有行動電話支數、平均

家中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台數、電子字典、PDA、數位相機、

MP3/MP4、GPS 衛星導航等科技商品擁有率以及使用無線上網比率宅

世代都較一般人高，隨著宅世代的成長，所引發的經濟活動影響力將

會越來越大。  

在 2009 年受到失業率影響， 台灣當起宅男宅女還真的增加不少

不出門也能生活，窩在家裡把錢省著花的宅活動，漸漸成了一種全民

習慣，景氣差的現在什麼都要省，許多人乾脆少出門，也學 起宅男宅

女那套。以金額來看，網購民眾一年平均花費 10661 元，男生大多買

電子產品、平均花費 13000 多元，女生主要買服飾精品，平均約在 9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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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女生選購商品                 

         

             圖 2.1 性別與購買網路商品之交叉分析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商業司) 

 

 "宅經濟"發燒 商機 3000 億 

                                   

 

 

 

 

 

圖 2.2 網路購物市場規模預測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商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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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的好處 

    電子商務講求是速度、便捷和縮短時空的隔閡，經由電腦和網際

網路聯結的方式可以縮短交易時間和交易成本，進而滿足組織、商品

與消費者的需要，改善產品、服務與增加傳送速度服務的品質，並達

成提高各地的商業速度，降低訊息傳送的成本，也增加了商務透明度。 

1. 降低成本：減少固定成本、流動成本、節省開發廣告費用 

2. 增加效率：縮短交易流程、搜集情報容易、24 小時開放 

3. 拓展市場：全球行銷、直接開發目標市場、增加產品通路  

4. 以小博大：成本低廉、商機無限、網路之上人人平等  

5. 免費資源：免費查詢全球貿易相關資訊、晉身資訊前線  

6. 直接互動：直接聯繫客戶、線上售後服務、掌握客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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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子商務的四流 

從商業買賣流程的角度來看，商業交易通常包括循著交易活動所

產生的商流，隨之發生的交付款項之金流，商品交付遞送的物流，以

己利用資訊系統傳書處理儲存資料流程的資訊流，構成了商業流通的

基本屬性，也成為電子商務運作的四個要素。 

 

「商流」：買賣雙方順利溝通以利交易完成，商品的所有權 

完成轉移。 

「物流」：實體貨物的移動，廠商以何種方式將產品遞送至 

消費者手上 

「金流」：透過金融體系完成付款機制，強調完善的付款系 

統及安全性 

「資訊流」：隨著商務交易過程中得到的資訊，企業應注意 

維持資訊暢通，以有效控管電子商務正常作包 

括商品資訊提供，促銷、行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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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網站設計之注意事項 

早期網站設計，通常著重在網站視覺的美編及動畫的特效，然而

此種網站設計方向已不符合現階段的需求，因為瀏覽者到我們的網頁

是為了查詢對他們有用的資訊，因此豐富的資訊、良好的網站動線、

適當且清楚的文章段落編排，才是現階段目前網站設計的重點。 

2.4.1 網頁必需要有良好的「動線」 

也就是網站中每個頁面間的連結必需讓瀏覽者十分清楚，隨時讓

瀏覽者知道目前是處在網站的那個單元。 

2.4.2 避免過多不必要的元素 

過多的圖片、動畫，事實上是會影響網站及網友瀏覽的品質 

2.4.3 網站設計風格符合企業形象 

為了加深瀏覽者的印象及消費者對企業或商品的形象，網站製作

和設計的的風格必需要與企業的 CIS 一致，才能突顯網站或企業的特

色。當然設計一個與眾不同的網站也是一個不錯的方法。 

2.4.4 文字或標題必需明確且一目瞭然 

網友到我們網站瀏覽，如果沒有在 30 秒內看到對他們有興趣的文

字或標題資訊，通常會直接選擇離開我們的網站到其它相關甚至同業

的網站去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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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豐富的資訊及內容 

網站內容越豐富，資訊越完整，將會讓網友願意停留更多的時間，

甚至會推薦給親朋好友來瀏覽。 

2.4.6 系統功能人性化 

大多數的網站為了加強資訊發佈的即時性及增加與網友互動的機

會，通常會於自已的網站加上系統功能，例如：「訊息管理系統、商品

管理系統、會員管理系統、訂單管理系統、討論區或留言版系統…等」。  

 

 

2.5 網站行銷 

 網路行銷大致上皆以自己的網站或部落格曝光，來達到行銷的目

的與效果，目前在網路上方式也非常多，其實每種都可以達到行銷效

果，但是要仔細評估成本支出與效益分析，這是一般比較專業及需要

長時間觀察的，以下將網路行銷的方式略作說明： 

 

2.5.1 網頁優化 SEO (關鍵字行銷)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這是在所有的網路行銷中最具專業性與難度最高的，也是最具有

準確性需求的行銷方式，瀏覽者會在自己喜歡的搜尋引擎中，輸入關

鍵字來查詢相關資料。一般台灣會以 Yahoo 及 Google 做為主要網站排

名的依據，Yahoo 的商家多數都以台灣產業為主，而 Google 的商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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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進出口貿易方面相關的需求。除此之外，國內還有其他知名的如：

中華電信、MSN、PCHOME…等。目前 Yahoo 的人為干擾機制較為頻

繁與商業化，故在 Yahoo 做網頁優化 SEO 的確需要不定時的觀察與修

改，但是 Google 的排名是一般 SEO 比較肯定與推崇的，原因是排名的

規則很容易搜尋與學習，也不會有商業化及干擾的問題。 

 

2.5.2 關鍵字廣告 Pay per click PPC 

這是針對一個新網站在無法有效搜尋與曝光前，是所有網路行銷

中最快速與有效的方式，但是如果貴網站的人氣與曝光度高的話，就

不建議購買關鍵字廣告。目前所有知名的網站中當然是以 Yahoo 的知

名度最高，可是相對而言，問題也是最多，例如：不肖經銷商惡意點

擊、點閱 IP 不公開…等，因此建議可以參考 Google 或其他入口網站，

雖然瀏覽率低但是至少不會有 Yahoo 這些質疑的問題產生，同時廣告

費用成本也會相較來的少。 

 

2.5.3 部落格行銷 

一般部落格形態大多以個人或餐飲、食品…等小型企業為主，如

以個人來說多數會以心情、日記、圖片、知識…等分享，所以交流的

成分居多，對於小型商家架設部落格，當然至少不用因架設網站所需

費用(網址、網頁設計、虛擬主機空間、修改維護)，而增加成本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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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瀏覽者來說這樣的部落格比較屬於小規模公司型態，所以公

信力也會降低許多，同時台灣每個入口網站都有部落格，一般的部落

格也大多只能在自己的入口網站中曝光，這些都是商家必需謹慎去思

考的行銷課題。 

 

2.5.4 部落格貼文 

這種業者在台灣大約有十來家，但是近年來已經漸漸萎縮與消

失，主要原因是目前台灣的部落格幾乎是較具規模的都已經加上需輸

入＂驗證碼＂機制，程式貼文來說目前這個問題是無法破解，必須以

人工方式來輸入，非常消耗人力與時間。同時以國內的部落格版主來

說，若是具有廣告行為的留言，版主通常也會以刪除或檢舉的方式來

回應，反而得不到實質上的效果。這樣的結果造成業者目前多以租或

買的方式提供商家選擇，但是必須自己去操作與設定，在時間的作業

上是需要的，當然這種方式的目的也是為了增加曝光與網站流量，在

行銷上是屬於假性需求。 

 

2.5.5 EDM 行銷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這是屬於強制性電子發信行銷方式，主要藉由信件點選後增加行銷

曝光，但是現在這種產業已經沒落，原因在於一般這種信件大多會被

搜尋引擎阻擋，而成為垃圾信件，同時這些 EDM 所發信的信箱，也無



  15

法正確及有效性去區分收信者(性別、年齡、行業、收入、興趣…等)，

甚至有些帳號都是程式產生的空帳號。一般人收到這種信件會有厭惡

感，甚至擔心信件中含有中毒木馬程式而予以刪除，而大部分的商家

也會以傳銷、八大行業(票貼、借貸、A 片)居多，此種方式如果收件

者點閱，對網站行銷來說就是增加唯一流量方式。在國外也已經立法

通過，針對這種 EDM 商家會有實質上的罰款機制，所以相信台灣以後

也是如此。 

 

2.5.6 簡訊行銷 

    這種方式以 SKYPE 居多，其效果當然與 EDM 廣告相似，選擇這

種行業也大多與 EDM 相同，甚至目前有些色情業者都是利用此方式線

上詢問使用者，令人不堪其擾！這種方式很容易讓人當成中毒信件，

大多數人也會直接以封鎖方式處理，因此效果微乎其微。 

 

2.5.7 入口網站登錄與廣告 

    前台灣許多資訊業者也開始架設一個專屬行業平台，來吸引廣大

族群與商家，一開始的做法會以 EDM、SKYPE、MSN、部落格留言方

式來讓商家免費登錄與曝光，當然最主要的受益還是該入口網站，因

為商家免費登錄後即可以衝高網站流量與積分。入口網站廣告主要不

是在於價格高低，而是整個網站的人氣與公信力效果，同時在這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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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瀏覽者是否可以很容易的搜尋到，這些都是商家要去評估的課題。 

    其次是行銷觀念的重要問題，即使搜尋引擎可以於首頁曝光，但

是相對而言，該入口網站中幾乎都是行業對手，因此，如何讓瀏覽者

可以進入該入口網站，這與自己的網站內容、標題，相輔與否息息相

關。 

 

2.6 宅配業的特性 

冷凍食品宅配屬於服務業的一種。但比一般的服務業更特殊，因

為所提供的服務是立即呈現的。  就該業特性詳述如下： 

 

2.6.1 即時性 

食材的提供和快速的服務是同時進行的。要如何讓顧客留下美好

印象及滿意是服務必須重視的課題。 

 

2.6.2 地區性 

食品行的行銷板圖和路線具有固定範圍性。因此地區性會影響到

客源。包括地理位置是否設在人口集中、流量大的地區、是否交通不

便、停車場容量大小等。 

 

2.6.3 便利性 

食品行屬於地區性產業，在規劃宅配路線與時間，必須考量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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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貨時間與便利。 

 

2.6.4 異質性 

宅配業無法像製造業一樣標準化作業，即使服務流程標準化，但

遇上不同需求，有不同期望的客人，服務內容就須因人而異。 

 
 

2.6.5 產品不可觸摸性 

當售販之食品無法提供試吃再消費時，消息者只能靠口碑或廣告

決定是否到購買產品，而購買後的食材須親自品嚐，亦無法靠觸摸來

感覺是否美味，故冷凍食品業必須具備不可觸摸性。 

 

2.6.6 常溫下不可儲存性 

冷凍食品講求方便性及冷凍儲存，故常溫下儲存的時間十分有限。 

 

2.6.7 時間性 

為配合消費者宅配時間，因冷凍食品在常溫下只能放置2~3小時便

會開始溶解，所以要在出貨前必需跟客戶作好時間的溝通，以在半小

時內客戶可以收到物品所以客戶通常會選擇在，下班時間收取物品。

那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將貨品送至客戶手中，路線的規劃相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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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應變性 

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態度會隨著環境、所得..等而改變，而宅配

業者及服務人員都須具備高度的應變能力，以應付各式各樣的客人。 

 

2.7 網路創業之注意事項 

1. 創業資金規劃 

2. 15~20 萬的資本額 

3. 創業的內容 

4. 資訊分析 

5. 經營目標 

6. 美美照片可以增加交易機會 

7. 參考市場價格決定售價 

8. 勤於回答賣家問題 

9. 審慎評估進貨商品的接受度及流通性 

10. 成本控管 

11. 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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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需求分析 

 

經營好一個電子商務網站所需具備的不只是資金和金錢，如何讓

消費者感受一個功能完善商品供應鏈也順暢且品質有保障的B2C電子

商務網站來讓用戶體驗良好，這裡面所需的功能及知識是非常多樣

的，為了解決並完成本小組之研究目標，我們擬定了以下之研究方法。 

3.1 架設冷凍食品交易網之優點 

1. 無店面租金：只要架設網站就能開一間店。 

2. 減少人力成本：一人就可以管理。 

3. 空間不受限制：因為沒有店面，只要看網路上的商品。 

4. 年齡不受限制：任何人都可以進入購買。 

5. 搜尋物品較容易：不需花太多時間逛街挑商品。 

6. 商品樣式多：可以快速瀏覽資訊。 

7. 不用出門就能在家購物：大熱天、雨天，因天氣交通因素可不必出

門。 

8. 24 小時不打烊：隨時隨地都能在網路上購物。 

9. 網路普及化：網路越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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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發工具 

3.2.1 ECShop 

 

圖 3.1 ECShop 

ECShop 是一套免費的購物車軟體，透過各種新技術，讓您不論在

商品管理上還是商品促銷上，都有著其他購物車軟體比不上的彈性及

效率。ECShop 網路商店系統可免費下載、免費使用、免費升級無使用

時間與功能限制。ECShop 網店系統是一套免費開源的網路商店軟體，

無論在穩定性、代碼優化、運行效率、負載能力、安全等級功能可操

控性和權限嚴密性等方面都居國內外同類產品領先地位。  

網路商店系統只專注於網上商店軟體的開發，因為專注所以專

業，已成功為數以萬計的企業和個人用戶提供完美網上開店解決方

案，成為目前兩岸最受歡迎的網上購物軟體之一。ECShop 網路商店系

統支持多種類型商品銷售，實物商品銷售及虛擬商品（如電話卡遊戲

點卡等）可在同一個網路商店中進行管理。ECShop 網路商店系統提供

了靈活強大的模板機制，有多套免費精美模板，同時可在後台任意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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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讓您即刻快速建立不同的網店外觀。同時您可以對網店模板自定

義設計，建立個性化網店形象。ECShop 網店系統強大的站內商品搜索

引擎，結合 Ecshop 獨有的商品屬性可搜索功能，買家在您的網店可以

輕鬆找到所需商品。ECShop 功能強大，操作簡便 用過其他購物車系

統的您一定知道，在過去，想要新增一個商品，眼睛及滑鼠要在螢幕

上移動好幾分鐘，但是現在，ECShop 導入了 Web2.0 的操作概念，連

編輯商品都是輕鬆的工作，變更商品名稱、商品價格只要半秒鐘。 

網站促銷的好幫手：折價券、禮券、紅利積點、主商品搭配配件

可以享有優惠價，這些功能以往都要另外購買昂貴的程式才能夠做

到，現在 ECSHOP 直接內建，而且免費！讓您有更多的促銷手法可以

吸引客戶。當然，一般常見的廣告系統，ECSHOP 也有強力的支援。 

高效率，高速度 市面上常見的購物車系統都有一個通病：商品一

多了，整個網站速度就會下降，ECSHOP 透過資料庫快取以及頁面快

取功能，讓您的網站速度永遠不會慢！一萬種商品和一種商品，網站

運作的速度一樣是 0.0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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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Free Hostia 

 

圖 3.2 Free Hostia 

Freehostia 的伺服器，無論是管理介面、功能等各方面都非常優。

就連後台都可以一鍵安裝 40 種各式應用程式，包含 Joomla 在內。這

些功能免費版通通都有，只可惜留量與空間稍小，可能希望大家升級

付費版吧。 

    DEMO 站是用後台一鍵安裝的。連線速度比以上幾家都快了些。 

 

圖 3.3 Free Hostia 網站後台 

 網站空間 ：25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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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流量 ：6GB 

 空間資源 ：MySQL 資料庫 1 個、子網域 15 個、網域寄放 5 個。 

 空間後台：cPanel 11 (多國語言/有簡體中文) 

 顯示廣告 ：無廣告空間 (建議自己加上主機代管字樣) 

 
3.2.3 Photoshop 

 

圖 3.4 Photoshop 

    Photoshop 主要處理以像素（Pixels）所構成的數位影像。利用其

廣泛的編修與繪圖工具，可以更有效的進行圖片編輯工作。獨特的歷

史紀錄浮動視窗和可編輯的圖層效果功能使使用者可以方便的測試效

果。對各種濾鏡的支援更令使使用者能夠輕鬆創造出各種奇幻的效

果。目前，Photoshop 也正在被更多的用於處理網路圖片。Photoshop

的幾個後續版本中捆綁了一個獨立的軟體 ImageReady，加強了

Photoshop 對網路影像（主要是 GIF 圖檔）的支援功能。而在 CS3 中

ImageReady 被 Fireworks 所代替。Photoshop CS3 允許使用者更容易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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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到最新的硬體平台，支援蘋果的 Intel 為核心的系統。2010 年 4 月 12

日發布的 photoshop cs5 版將原生支援 64 位術。 

 

3.2.4 虛擬主機規格表 

表3-1虛擬主機規格表 

作業系統 
Windows 

機房 
Free Hostia 

網站空間 
250MB 

每月流量 
6GB 

基本功能 HTML、CCS、JavaScript、等靜

態網頁功能 

程式語言 PHP、Perl 

資料庫 
My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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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網頁建製流程 

本小組利用宅經紀食品行所提供之相關資料，建構出基本網站。

 

圖 3.5網頁建製流程 

 

 

製作前計劃 

取得製作網站所需的資料

網站規劃 

取得 DM 資訊及拍攝 

增加圖片資料及推薦 

食品行網站建置完成 

符合要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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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架設網站方法比較 

將網頁編製完成後，尚需另尋管道將之放置於網路上，其中最直

接的方式便是交託網路公司，代為管理。而基於本公司的考量，由於

內部人員不熟悉ｅ化處理方式，因此，本組針對以下三種架設方式做

比較。 

3.4.1虛擬主機 

所謂的「虛擬主機」服務，應該是目前建構網站最直接快速的方

法，客戶定期繳交月租費給予網路公司，便可租用網路公司建構的主

機系統及網路頻寬，就可以享受主機所有的功能，省卻了採購主機的

硬體成本以及高昂的網管工程師費用，是目前多數人所採用的建置網

站方案，但是缺點是必須與多人共用主機資源及分攤主機所有的風

險，由於成本相當低廉，因此有相當多的人選擇虛擬主機做為建置網

站的解決方案。 

3.4.2主機托管 

所謂的主機托管服務，簡單來說就是將客戶的網路主機擺放在專屬

機房裡，或向其租用一台伺服器，藉由四通八達的快速網路來提供全

年 365 天 24 小時不間斷的網路服務，並有專業的網路工程師團隊來

監控維護您的主機。將企業主機的網路資料放置於此，就好比放置在

高速公路一般，網路上大量瀏覽的人潮，隨時可以輕而易舉地擷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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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大大地增加網友點選網站的頻率。 

3.4.3數據專線 

建置單位租用固定連接式的數據專線，對外連接網際網路。租用

數據專線方案由機關內部人員負責維護網站，擁有網站的完整控制

權，具有安全的防護能力。不需利用遠端連線的方式來更新網站內容，

由於對外網路頻寬固定，無法依使用者增加而隨時調整，容易造成網

路壅塞。因此應避免大量的多媒體資料傳輸。 

3.4.4網站軟體 

本小組採用 ECSHOP 製作線上訂貨系統。以下就 ECSHOP來作介

紹。 

ECShop是一套免費的購物車軟體，透過各種新技術，讓您不論在

商品管理上還是商品促銷上，都有著其他購物車軟體比不上的彈性及

效率。ECShop網路商店系統可免費下載、免費使用、免費升級，無使

用時間與功能限制。 

3.4.5 表單設計 

以下我們就宅經濟線上訂貨表單內容設計依據加以討論說明。 

(一) 預約項目 

選擇的內容包含下列六項 

1. 來店購買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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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 元專區、50 元專區 

3. 餅類-專區 

4. 水餃類 專區 

5. 烘培類 專區 

6. 肉品類專區 

現場購買即只貨品、數量，結帳等選項擇宅配;而如果直接選擇宅

配，則使系統上出現 會員資料，數量結帳備貨品。 

(二) 預約時間 

預約宅配的時間是相當重要的，方便業務安排路線，以免造成同

時段訂貨衝突。 

(三) 姓名 

消費者留下姓名方便於聯絡時稱呼外，此亦為基本的要件，可供

顧客基本資料建檔用。 

(四) 性別 

性別亦提供顧客基本資料建檔之作用。 

(五) 生日 

顧客填上生日後，以便宅經濟記錄及寄送賀卡。 

(六) 聯絡地址 

除了顧客基本資料建檔外，於過年過節宅經紀食品行尚可寄發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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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予以祝福。 

(七) 聯絡電話 

便於顧客線上訂位成功後，宅經紀食品行致電做確認的動作。及

客後服務滿意調查。 

(八) 行動電話 

現代人多使用行動電話，留兩支聯絡電話以備不時之需。 

(九) E-mail 

有了顧客的 e-mail，餐廳可於節日寄送賀卡給予祝福外，宅經濟

尚可定時的寄送新品相關資訊、特惠活動供顧客參考，亦使顧客們感

受到宅經濟貼心的舉動。 

(十) 詳細內容 

顧客填寫完所有資料後再詳細標明希望餐廳應多注意之事項，或

特別的提出要求與宅經紀做溝通用，以免發生錯誤，影響消費心情。 

 

3.5 宅經紀食品行銷售型態分析 

宅經紀食品行狀況分析在文獻部分我們提到了如何應用許多不同

的方式，或是不同的定位方法，來將食品行予以分類。而宅經紀食品

行係屬於何種業別？又該如何分類呢？以下與您分享。 

宅經紀食品行係以提供各大廠牌膳食為主，首要以著名的統一一

元水餃為服務主題的食品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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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食品行特性 

特性包含有下列八項。 

1. 即時性 

2. 地區性 

3. 公眾性 

4. 異質性 

5. 產品不可觸摸性 

6. 常溫下不可儲存性 

7. 時間輪值性 

8. 應變性 

3.5.2 本個案分析──缺乏地區性 

宅經紀食品行，在各方面條件優越，並符合食品行特性最重要的幾

項原則，但尚缺乏特性之中的「地區性」。因在地區的限制之下及時

效的關係，所有自行宅配的部份只能侷限在大台中地區，而無法將板

圖擴展至全台，因此缺乏地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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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1) 憑藉完整的售後服務，快速的宅配物流，產品都具有國家安全認

証讓消費群眾頗具有安心感，信賴度。 

(2) 宅紀經位於南屯區文心路黃昏市場旁地點佳，備有小型的停車場。 

(3) 冷凍食品的定位明顯，客源穩定。 

(4) 合作廠商不定時的食材開發，料理研發，積極有效儼然已成體制。 

(5) 配合各大廠商如統一、大成、桂冠，名聲遠播。 

(6) 菜色美味、種類繁多服務佳。 

Weakness 弱點： 

(1) 家族企業，管理制度有待提升。 

(2) 傳統業務，憑藉口碑，守株待兔的業務作風，極待突破。 

(3) 雖有口碑，侷限台中縣市，營業範圍有待增點。 

Opportunity 機會點： 

(1) 逐漸建立各機能別管理制度，善用標準化及數據化管理。 

(2) 公司營業點完全合法化，立於商業區、安全衛生合法化、證照齊全，

硬體設施多元化，有利業務彈性化。 

(3) 積極配合管理資訊電腦化，累積儲存商業資料客群資料，有利 

CRM 和行銷通路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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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ness 威脅點： 

(1) 台中市大型賣場及7-11等林立，有待加強行銷。 

(2) 台中市區，外來競爭者不斷投入，生態丕變。 

(3) 台中競爭同業不斷價位波動，影響消費者比價觀感，競爭更激烈。 

(4) 人工記帳，手寫憑証，易造成人為疏失。 

3.7 POS 成效分析表 

表3-2 成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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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rmodel 
 

ER MODEL 架構 

 
 

 

圖3.6 ER MODEL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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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ER MODEL 資料庫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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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ADMIN資料庫關係圖 

 
1.ecs_admin_action  

管理員許可權列表樹 

2.ecs_agency  

辦事處資訊 

3.ecs_admin_user  

管理員資料許可權清單 

4.ecs_admin_message  

管理員留言記錄表 

5.ecs_admin_log  

管理員操作日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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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ER MODEL 商品資料庫關係圖  

 

1.ecs_category  

商品分類表，記錄商品分類資訊 

2.ecs_goods_attr  

具體商品的屬性工作表 

3.ecs_goods  

商品表 

4.ecs_goods_cat  

商品的擴展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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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ER MODEL 拍賣資料庫關係圖  

 

1.ecs_auction_log  

拍賣出價記錄資訊表 

2.ecs_users  

使用者帳號資訊，包括資金和積分等 

3.ecs_goods  

商品表 

4.ecs_goods_activity  

拍賣活動和奪寶奇兵活動配置資訊 

5.ecs_snatch_log  

奪寶奇兵出價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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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ER MODEL 購物資料庫關係圖 

 
1.ecs_cart  

購物車購物資訊記錄表 

2.ecs_favourable_activity  

優惠活動的配置資訊，優惠活動包括送禮，減免，打折 

3.ecs_attribute  

商品類型屬性工作表，該表記錄的是每個商品類型的所有屬性的配

置情況，具體的商品的屬性不在該表 

4.ecs_goods_attr  

具體商品的屬性工作表 

5.ecs_goods_type  

商品類型表，該表每條記錄就是一個商品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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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POS 系統規劃與評估 

 

4.1 內部ｅ化 

在經由實習過程之中，我們發現宅經紀食品行尚使用傳統電話點

單方式，此傳統手寫訂單，易造成作業流程上偶有錯誤或是溝通不甚

良好的情形發生，亦容易造成內部工作場所，貨品擺放上不雅的現象

等。另外，食品行內部許多文書資料，亦無完整系統性的規劃或編排，

因而無法擁有固定的顧客資料，做進一步的商店促銷宣傳，或其他更

多用途。 

為此，我們以宅經紀為主，期望將其內部系統有效地 e化，作為

此次研究目標。 

 

4.2 解決方案 

現今，許多零售業的工作流程大多交由電腦來處理，以減少錯誤

率，提高工作效率，更可提昇整體品質。而我們決定參考目前受餐飲

業者，最為廣泛使用來管理內部的 PO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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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參考對象 

在決定如何改善宅經紀食品行的現況後，我們以 POS 系統為主要

方向去搜尋可以做為參考的對象，我們透過許多方式以蒐集資訊，例

如：至奇摩知識尋問相關 POS 系統的設備、價目等問題或者，上網搜

查是否有哪些公司，其工作負責範疇有涉及POS 系統的資訊科技公

司；另外，至數家規模或性質，係與宅經紀食品行相似的餐廳，稍為

地對其內部工作流程，與其使用設備調查與觀察等等。 

而在經由多方面的綜合與評估後，與宅經紀老板溝通之下我們選

擇了一套免費的POS系統 ONE POS。 

 

4.4 評估：評估內容包含有資訊公司與系統軟體。 

由於在食品行的尚未使用過任何的E化產品，何老板在使用上抱持

著使用看看的心態，以及經費上的限制在他的要求下我們找遍了所有

的POS系統，尚發現唯有ONE POS 符合要求，以免費為前提作好宅經

紀食品行的E化及全面作業POS化。 

贏家公司（http://hk.one-pos.com/index.htm） 

系統軟體：評估後採用「ONE POS管理系統」。 

POS 系統所包含可使用之軟體繁多，可針對不同的對象、環境或

是產業等，而有其不同可使用的軟體系統，而初步涉略評估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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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ONE POS管理系統」。 

本小組曾與許多資訊公司接洽並深入了解，發現到許多資訊公司

所提供之系統，價位昂貴，但相對的，所附設備也是一樣的，就只差

在POS系統上的操作，至於品質上，硬體所使用是與，高價位POS系統

完全一樣。 

ONE POS管理系統之價位為免費，其系統與WINDOS作業系統類

似，並且也囊括多種功能，可多方面處理傳統類型食品行之瑣碎事項，

最重要的是其操作方式淺顯。 

POS系統的操作因為包含了，眾多功能，因為在何老板的溝通挑選

了ONE POS 軟体，方便易學，另外，此套系統於2010-08: ONE-POS 

會員人數首破  9,000在那麼多人的見証及使用下，相信這套軟

体功能不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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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訪問內容 

在進行對宅經濟內部，規劃 POS 系統化時，不免會有許疑問，更

是擔心當傳統餐廳與科技做部分結合時，是否會有所衝突？為此，本

小組多次與「贏家科技」接洽與詢問。 

以下是本小組初步評估，於採用 POS 系統ｅ化後，其可能遇到的

問題，逐項列之: 

 

1.POS 系統含有哪些設備？ 

2.設備與價錢為何？ 

3.有無系統售後服務？並包含哪些？ 

4.系統或是設備於故障後之處理方式為何？停電或當機後           

如何解決？     

5.POS 餐飲管理系統所支援之作業軟體？ 

6.假設分店設立後，是否可繼續使用或是結合？ 

7.使用系統後，原先的工作流程是否得改變？ 

8.使用後，有哪些方面之優勢？又有什麼優點？ 

9.POS 系統推出至今，使用者有無使用上的問題？ 

(以上問題將於第六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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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管理系統之比較 

傳統的食材店，一般記帳及庫存管理方面，都是採用記事本的方

式來管理自家的庫存及銷售產品、帳目、結帳，完全都是用手工的方

式來記載，以手工方式來處理這些鎖碎的事情在忙碌時非常容易出

錯，造成整個帳目出處或者是庫存管理不當。 

在這個時事講求快速有效率的時代，事半功倍是最必要的處理方

式，現今已有許多傳統零售業，將紙筆作業方式改為電腦科技的操作，

具有高率，無錯誤作業環境，達到整體效果。以下是本小組經由調查

統計，針對餐飲業者最廣泛使用之兩種點菜系統，所做的介紹與比較。 

 

4.6.1 POS觸控式管理 

傳統式零售店的經營，倉管與外務於各項事務，都需要特別地協

定出一套固定模式，以免因溝通不良而產生錯誤，例如註記每樣產品

簡稱，甚或廠商的產品、包裝的重量等，都須各別註明。但儘管如此

還是會有許多錯誤發生，因為每個人行為模式的不同，加上，每個人

字跡都不同，常讓外送人員摸不著頭緒。 

以往會計小姐訂單完畢後，都需親自送單到倉庫，而 POS 系統即

是藉由觸控式螢幕將客人所點的菜輸入至電腦，再由電腦將資料傳送

至倉庫，列出客人的訂單，另外，亦含有結帳功能，大大減去以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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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抄寫、結算等繁鎖的工作手續，並且省去外送人員送貨的負擔。 

POS系統軟硬體需求 

電腦主機：IBM 相容個人電腦。 

觸控式螢幕：15 吋即可。 

作業系統：Windows XP/2000。 

中文系統：Windows 相容系統。 

記憶體：256Mb 以上。 

硬碟機：80 GB 以上。 

一般印表機：列印結帳單、統計分析報表。 

發票機：列印二聯式或三聯式發票。 

菜單印表機：自動送單到廚房及吧台(可接多台)。 

餐單列印機：列印點餐單。 

錢 櫃：收受現金, 和發票機連動開啟。 

客戶顯示器：中文或英文客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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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系統優缺點評估: 

以下就餐飲管理系統的優缺點詳加說明。 

優點 

(1)能快速分析與統整整體財務並可予以圖表化，使財務數字清晰見： 

凡是輸入 POS 系統電腦主機的任何數據或是項目，在輸入當下便

立即有秩序的歸檔，於一日營業之後，結帳時便能清楚地看出當日財

務狀況，例如：整體成本消耗狀況、費用支出、當日收入等等，所有

相關財務狀況的數據都能清晰可見，免去以往傳統手寫的手續以及錯

誤的可能性，節省時間並降低錯誤率並方便老闆查詢，更容易地看出

金錢帳務上的漏洞，以精確地掌握財務走向，節省開銷。    

   另外，更可交由 POS 系統來作出會計上種種，所需報表或是圖表。

以往的會計財務需要花上一段時間來統整所有財務數據，再一一的計

算來做成財務報表或圖表，此過程所花費的時間與精力，讓許多的會

計小姐們總是忙到手軟又精疲力盡。但現在的資訊系統早有可以替代

的會計處理程式，隨電腦列印而出的報表，不僅賞心悅目方便管理者

查看，更可以大大地減少以往傳統又麻煩的手續過程，而此為 POS 系

統所含有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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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可做多方面資料分析與統計: 

傳統食品行販賣樣式眾多，為保留其多樣化，在點單上的項目更

是琳瑯滿目，也許可以觀察出客人們最愛的購買的食材，但卻無法精

確地得知哪些是客人顯少選取的？進貨量是否需要稍作調整？以及客

人每天、每月來來往往，老顧客們以月為單位的光顧率？客源的資料

總是無法建檔？ 

POS 系統除了在輸入帳目可迅速統整之外，同時間所輸入的客人

們所選取食材項目，也可一併做資料處理，同樣地於結帳時可以觀看

「當日銷售王」，或是以月為單位的查看是否有「該下架商品」，亦

即為「食材統計排行榜」，如此，便可方便老闆作庫存的調整，更可

以因此而食材的庫存的成本。或者，可以做客源資料分析， 

例如：客人們的年齡層、基本資料等，甚至於統整出老顧客們以月為

單位至店內的消費總額，這些細項也可以為老闆精密地結算而呈現

哦！ 

(3)成功地解決會計與庫存人員手續上的錯誤： 

傳統食品行總以手寫式紙條，作為在工作人員、倉庫人員與送貨

員之間的傳遞工具，經常可見的是在牆上佈滿一張張送貨單，或是櫃

台桌面堆疊客人們結帳後的紙張，而有時因忙亂而寫出不易辨認的字

跡，而造成會計與送貨人員溝通不良或是爭吵，這些種種的狀況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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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見於食品行裡。 

許多手續在人經手後，錯誤的發生是難免的，但經由 POS 系統處

理後，可減少紙張的用量並固定出餐廳內部制式的處理方式。此系統

附有二部出單機放置於倉庫內部，透過與主機連線便可直接印出出貨

單，使倉庫內部可有效地分工合作。菜單以條列時註明細項、時間與

地址，客戶名稱電話 既讓倉庫人員可有條不紊的整理貨，亦使外送人

員無須總是因錯誤而分心處理或安撫客人。雖然不可說出錯率為零，

但根據觀察，假若有錯誤發生，多為人為不慎所致。 

(4)制止或避免內部人員疏失： 

以手寫為主要紀錄工具的食品行，其收據多為三聯單式或是二聯

單式為主，而這類型的菜單於書寫上易造成人為造假。假若內部機制 

POS 化之後，有心人士將無法故計重施，如此便可以精確地掌控庫存

量或控制成本。 

(5)能令使用者內部做有效的統整，予以組織化： 

在參考或是使用 POS 系統的眾多食品行之中，大多數係為傳統式

食品行，欲為其內部系統進行改造計劃而採用，而其內部組織結構，

多因員工們長期熟悉工作範疇而容易造成工作劃分上具有多重混淆。

經由此系統成功地植入，便可明顯地分別出各區域（如櫃檯、倉庫與

外送人員等）的工作範圍，使食品行內部員工有效地再組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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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來設立分公司亦可上傳結合： 

尚未開設分店之使用者，使用後假若欲設立分店，只需將系統做

適度調整並快速升級，便可延續使用，將系統擴大規模，上傳與主機

連線。 

 

缺點 

(1)將系統植入，需經歷一段謀合期： 

POS 系統的植入，是為了改善使用者傳統作業的繁鎖流程，將內

部再組織化以提昇整體效率，幫助員工們於工作時可以達到最佳狀

態，並且令管理者可以在短時間之內了解店內工作狀況。於系統導入

時，內部員工除了需適應資訊產品的操作方式之外，尚需改變原有的

工作模式，以習慣修整後制度化的分工合作；另外，亦需將點單予以

標準化，再以檔案管理之方式作有效的資料編排並重新編號，以方便

系統執行。以上敘述，係為系統導入初期，使用者可能面臨的狀況欲

將原有工作模式與系統結合時，必定經歷的謀合期。 

(2)系統一旦使用便無法更換維護廠商： 

用者與資訊公司談妥協調完畢後，雙方以契約協定，記錄細項與

約定，於限定試用期限之後，契約經由修改完成，雙方一旦簽妥之後，

事後之使用相關細項與維修部分皆需由同一間資訊公司來負責，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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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資訊公司之系統程式皆有其獨立性，無法混合或參雜使用，而契

約雙方需履行契約內容至期限完成。 

 

評估與建議 

建議使用「POS 觸控式餐飲管理系統」，因觸控式主機較為簡其

操控方式亦容易使用，對於剛初步學習電腦科技類產品的服務人員們

而言，較為適合。並且，其成本相較於其他系統，也較為低。而本小

組評估，依據宅經紀環境如欲添設此套系統設備，需包含主機、出單

機、收銀機等。 

主機  msi allin one 一台 16000 

出單機 x 2    一台  $6000 

收銀櫃 x1    一台   $3000 

條碼機 x1    一台  $4500 

條碼出單機x1  一台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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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餐飲前台消費活動 

 

 

圖 4.1 餐飲前台消費活動圖 

 

 

客戶來電消費 

客戶手工填單 

電腦 KEY 單 

出單發票 

倉庫出單 

倉庫出貨 

結帳 

是

否

結帳處理 

送客、結帳完畢 

加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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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餐飲前台營業系統架構 

以零售業而言系統流程包括有電腦點單、倉庫連線、出納結帳、

發票管理、線上訂購、會員折扣作業等，如圖： 

 

圖 4.2 餐飲前台營業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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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功能 

 

5.1 網站建置 

本小組為宅經紀食品行規劃使用「虛擬主機」的方法，使用此法，

餐廳僅需繳交月租費，省卻了採購主機的硬體成本及高昂的網路管理

工程師費用，也是目前最多企業使用的方法；而主機托管需要專業人

員的修改，將造成成本增加，數據專線較貴也較複雜。 

DNS 名稱  HTTP://rimaxnana.freehostia.com 

 

5.2 網站內容 

 

 

 

 

 

 

 

 

 

圖 5.1 網站架構圖 

首頁 

商店簡介 

 

最新消息 各式料理

 

特價品 訂購專區

 

交通引導 關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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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網站解說 

5.2.1.1 網站-首頁 

宅經紀網站首頁使用極具簡約風級設計美感的風格，由於使用美

化的美食照片方式呈現，使得首頁活潑、時尚，簡約，而給人有購買

的意願統一1元水餃係為該食品行主要熱銷之產品，所以將該產品放置

首業加強廣告效果，搭配西式美食拍照方式打破以往單調的圖拍。並

且採用PHOTO SHOP修改圖片，使整個網頁風格呈現時尚感，亦能使

消費者一眼就覺的這產品值得購買。 

而【宅】字，除使用該毛筆字法圈起加重印象，  而【本站累積

人氣指數】不僅記錄到網站瀏覽之人數，更能以此記錄製作網站之實

際效益。 

 

圖 5.2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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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網站-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可隨著宅經紀早餐食材所推出之促銷活動而做更

改。另外，所有活動及最新產品都會在此處展現。(圖 5.3 最新消息) 

 

圖 5.4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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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網站-宅經紀簡介 

【宅經紀簡介】，內容包括“宅經紀簡介＂“理念＂“目標＂“服

務地區＂四個部份，清楚得說明特色以及記載著配送方法! 

 

圖 5.5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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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網站-餐點 

商品照片之內容為本小組親自於宅經紀老闆及員工們採訪的內

容，他們憑著籌劃開店至今的經驗，清楚的告訴我們哪些商品為客人

選購率最高之商品，本小組也請老闆告知我們嚴選商品，讓瀏覽點選

圖片時亦能直接呈現特色商品的原貌，讓消費者方便選購。 

 

圖 5.6 餐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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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網站-各式料理 

【各式料理】，此頁以大量的圖片來呈現。透過老闆的配合，由

本小組之同學協助幫忙拍攝進數張菜餚之圖片，並根據公司之菜單來

做分類排列，凡點選圖片即可放大，以使瀏覽者更清楚地看出菜餚的

原貌。而網底更運用白底除了給人視覺上的舒適感之外，更重要的是

以此來襯托出菜餚的色香味。 

 

圖 5.7 各式料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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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 網站五贈一專區 

30&40 元菜單，簡單的以文字方式呈現，詳細的列出菜單與價位，

以供消費者參考，網頁的左側以詳細的列表，讓消費者能方便的找尋

自己所需的需求品，亦能讓消費者感到菜餚的豐富及美味廉價。 

 

圖 5.8 五贈一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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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 網站優惠活動 

優惠活動，本小組與老闆商談交談後，得知老闆想要每個月四次

的特加優惠活動，因此捷近列內設有優惠活動的選項，能使消費者依

進入網頁後迅速掌握每期優惠活動，達到撿便宜的效果，老闆也能在

每期活動中給消費者最物美價廉的商品。 

 

圖 5.9 優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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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留言板 

留言板，提供了留言、投訴、詢問、售後服務、求購的部份，留

言版位顧客以及店家們提供各種 Q&A 的問與答，其實很多新買家在購

物之前都會先看看留言板的評論，及老闆的用心程度，知名且成功的

網路賣家都非常注重在留言版中所提問的大小事，不但讓顧客多了一

份親切感，也能降低顧客的不確定性。 

 

圖 5.10 留言板 

 

圖 5.11 留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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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網頁分析 

首頁介面的六個要素 

一個網站的建置，最主要就是瀏覽者角度來感受整個網頁的流暢

度，以下就是本小組使用顧客介面的六的要素來分析宅經紀網站 

基模 

一、基模的層面: 

A.機能 

1. 區與區之間的分界 

宅經紀網站最上層的架構包含團體活動、優惠活動、留言版等，

在此架構下也因標示清楚而讓使用者能輕易上手。 

2. 速度 

因為宅經紀網站設計簡單，並無複雜的圖片及多媒體所以速度快。 

3. 可用性 

網頁的下載速度快、網頁架構、安排清楚與圖片設計者皆可吸引

使用者。 

B.美觀 

 顏色設計 

網頁的首頁使用白色為主，使整個網頁充滿時尚感。以大圖的方

式來呈現首頁，使整體變得活潑、現代，不再死板，了無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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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頁【宅經紀】二字以古銅金色呈現，係延用該公司大門口招

牌顏色呈現，其象徵簡單、快速。 

而內部網頁大量運用白色、橘色兩色，運用白色來襯托出菜餚的

色香味，保留瀏覽者視覺上之舒適感，給予明亮清新的感覺，來吸引

年輕的族群，將整個網站營造出相當現代及時尚的風格。 

整個網頁呈現出時尚，也能使消費者感受的到【宅經紀】是一間

相當認真、用心的公司。 

二、網頁基模的典型: 

整合式 

整合式的典型是在格式化與機能性二者中取得平衡，的網站除了

重視外觀色調的調配外，亦重視提供完善資訊予瀏覽者之機能，視覺

設計的部分，雖使用大量的圖片，但所佔的容量不高，因此在瀏覽時，

可以不需花過多的時間去開啟圖片。 

內容(content) 

(1) 內容的層面 

供給組合：網站通常由產品、資訊和服務所構成，而宅經紀網站

所重視的是將美食的資訊完全傳達至消費者，較不強調服務。 

多媒體組合：宅經紀網站所用到的多媒體組合僅只於文字、圖片，

主要由產品的照片、資訊和定價所組成。所以幾乎沒有用到語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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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的功能。 

內容的種類：宅經紀網站上的產品部分具有時效性，因食材具有

季節性，例如時鮮類，還有當季的蔬果等。因此網站上的菜色將會不

定期的更新，以滿足所有的顧客 

(2) 內容的典型 

供給導向 

專賣店 

專賣店提供特定產品或特定顧客的需求產品或服務。專賣店除提

供大量的產品描述與建議外，也提供折價或特價等其他誘因。宅經紀

是主打簡便迅速的專賣店，提供各式各樣中西式料理，吸引來自四面

八方熱愛料理的老饕們。 

社群(community) 

社群所指的是，有相同感受的一群人，這群人有強烈的社群參與

感並和群體中其他成員分享共同的興趣。透過交換看法與分享共同興

趣，人們就能發展出社群中強而持久的關係。但社群所包含的不只是

共同興趣和群體的接受感，還包含個人的投入。社群的感覺有助於鼓

勵使用者和顧客回到網站。宅經紀目前是新建設的網站，其會員制的

部分，將以優惠活動的方式，來登錄會員的資料，加強與顧客間的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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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customization) 

客製化的典型可從客製化的來源來做分類 

(1) 由使用者設定的個人化 

這種形式的客製化能讓使用者根據自身的偏好，來修改網站的內

容與基模背景。 

(2) 由網站來量身訂做 

此形式的客製化能讓網站根據使用者過去的行為或其他使用者類

似的資料檔案，來重新設計網站。 

通常會設置客製化的網站以入口網站及採用會員制之網站居多，

此類網站的共同點，皆是屬於會員與會員之間有密切之互動，例如:愛

情國小、e 美人網等。而宅經紀僅重視於提供消費者食材之資訊，所

以客製化的功能對消費者而言需求較不強烈。因此，宅經紀沒有設置

客製化之功能。 

 

溝通(communication) 

溝通，指的是由企業組織所發起的對話。這個對話可以是單方面

的或是互動式的。 

一、溝通的層面: 

A.互動式 



  65

(1) 顧客服務:消費者可藉由宅經紀線上留言板，來表達意見，以達到

溝通的目的。 

B.廣播式 

(2) 常見問題(Q&A)：目前網站上已設立常見問答集，消費者可透過

此頁面，得到所需資訊。 

連結(connection) 

連結是指網站與其他網站連接的程度。網站透過超連結方式由某

一網頁到另一網頁。這些連接都設計在網頁之中，而且最常以劃底線

或特別強調的字眼、照片或圖片來呈現。使用者按下這個連結，就會

立即啟動文字、圖形、聲音檔案或綜合各種檔案之網頁傳輸。這些檔

案可能存在於一些地區性的伺服器，或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伺服器。 

宅經紀的網站目前已登錄於奇摩、Pchome、Hinet、蕃薯藤、Google 

一些知名入口網站，並且在奇摩知識、奇摩生活留言與網友討論，反

應相當良好！另外在節慶時，將使用奇摩賀卡的功能來拉近與顧客間

的關係，使其不致太商業化。最後，與明日網際聯盟、及任逍遙等知

名網站作友站連結，使更多的網友能藉此連結到宅經紀的網站。 

商務(commerce) 

商務是指支援各種交易之顧客介面的功能，例如:常見的購物車、

付款方式、安全機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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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推廣行銷 

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產業逐漸凋零，不論是傳統的或是有形的

市場均受到了網路虛擬市場的衝擊，企業為求轉型無不選擇e 化、架

設網站等現代科技溝通的方式，來提升產業的自我競爭力！ 

宅經紀公司為求在日新月異的世代中生存，除了利用一般廣告媒

體介紹及顧客彼此之間的口耳相傳之外，亦架設了一個專屬網站，以

迎合時下潮流並且提升競爭力，滿足廣大的消費族群。 

提昇宅經紀公司知名度，及網頁曝光率的方法很多，但由於考量

宅經紀公司預算問題，因此，大都以免付費的方式來替網站做推廣，

並同時觀察免付費的方式未來所能帶來的經濟效益，如果效果良好，

未來宅經紀公司將再考慮以付費的方式來做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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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網站推廣 

5.3.1.1 哇客滿 

哇客滿為一個論壇，並提供友站連結的功能，只需填妥資料，將

網址登上去，便能使消費者按下圖標後，輕易的連結到宅經紀網站。 

圖 5.12 各大網站連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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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Life Show 免費個人廣告 

提網站提供中部地區之登入及廣告，使消費者輕易的查詢到宅經

紀之相關資料。 

 

圖 5.13 各大網站連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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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106TV分類廣告 

106TV係提供北、中、南商家訊息查詢之網站，106TV網站登入後

消費者便可查詢宅經紀公司相關資料，並讓網友評價及留言。 

 

圖 5.14 106TV分類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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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Google 公共服務搜尋 

Google 是全世界資料最豐富的搜尋網站，它有強力的搜尋引擎，

將陸園餐廳網站登入後，亦能輕易搜尋到相關資料。 

 

圖 5.15 Google 公共服務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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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 奇摩知識 

奇摩知識是目前相當受歡迎的一個交換知識的方法，有問題提問

的人將題目登上，便會收到來自各界的回應答覆，透過此方法，在一

問一答間已成功的將網站推廣出去了。 

 

圖 5.16 奇摩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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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奇摩賀卡 

透過寄奇摩賀卡的方式來提升知名度，並使消費者感受到宅經紀

的用心，進而拉入與顧客間的距離。 

 

圖 5.17 奇摩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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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7 facebook 

時下最流行的社交平台facebook,許多消費者會在facebook做美食

推薦，網友可透過網站上的評價及留言，透過社交平台的推廣與推銷

來增加公司的知名度以互相留言，來傳遞訊息及廣告。 

 

圖5.18 facebook 

 

 



  74

5.3.1.8 關鍵字廣告[yahoo] 

宅經紀在 yahoo 網站中作登錄，之後就可以透過搜尋，在yahoo 網

站中，找到宅經紀的網站及相關資料。 

 

圖 5.19 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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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 奇摩拍賣 

透過奇摩拍賣推薦宅經紀的網站，使得消費者能經由奇摩拍賣搜

尋引擎搜尋到宅經紀的產品。 

 

圖 5.20 奇摩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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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0 奇摩blog推薦您的網站 

透過奇摩推薦宅經紀的網站，使得瀏覽者能經由奇摩搜尋引擎搜

尋到宅經紀的網站。 

 

圖 5.21 奇摩推薦您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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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線上訂購 

宅經紀之顧客原以電話預約、現場購買等做預約宅配，現在將增

設網路訂購，本小組針對宅經紀公司製作線上購買系統做說明。 

5.4.1 線上購買之必要性 

目前網際網路蓬勃發展，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由於重視高效率，

現在的消費者喜愛簡單化、便利化的模式，傳統的方法已漸渖被淘汰。

「食」是人類最基本的需求，餐飲業之於我們是密不可分的，以下是

我們針對宅經紀公司使用網路購物，預期能帶來的效益及必要性做說

明。 

(1) 節省等待時間 

每天忙碌工作的現代人，往往喜歡利用上班的短暫時間閒暇之於

上網購物，採買日常生活所需之用品，消費者常因長途的路程跑去大

賣場購買，因路程塞車而造成購物不悅。如果能用網路上宅配到府的

服務，便能有更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假設能線上訂購，就能在家享

受便暪時宅配到府的服務能有充裕的時間選擇菜色，並以愉悅的心享

受佳餚。 

(2) 不受營業時間限制 

網際網路是無遠弗屆，不受時間、地區限制。傳統的電話訂購、

現場購買，常常受到食材店的營業時間而有所限制，假如使用網路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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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即可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不僅便利於消費者，更可增加食材訂購

率，提高收益。 

(3) 可配合地區相關活動 

假如宅經紀能與政府機關或各大公司合作，做主題性的促使得從

未消費過的客人增加購買慾，讓消費者可以透過線上訂購購買到宅經

紀早餐的美食 

(4) 使業者可具效率 

庫存及食材的有效日期掌握對食品行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有了線

上訂系統後，食材店的倉管便能事先採購、避免食材短缺，並且可在

顧客到場前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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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管理者介面 

以下針對陸園餐廳處理線上訂位時的畫面做說明。 

5.4.2.1 管理者登入 

ecshop本身操作介面淺顯易懂只需輸入帳號密碼即可進入管理介

面。 

步驟一、設定一組帳號及密碼後，便可登入查看。 

 

圖 5.22 管理者登入 

 

步驟二、登入正確密碼後即會出現資料庫裡顧客們訂位之資訊。 

每日宅經紀員工只需簡單的登入後便可看到顧客們訂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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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顧客訂購資料圖 

 

5.4.2.2 瀏覽者介面 

以下為消費者欲線上訂位填單時的表單畫面。 

 

圖 5.24 消費者填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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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 訂單步驟 

以下為線上訂購時訂單的步驟，分為就業者及就消費者而言兩部

份做敘述。 

 

5.4.2.4 就業者而言 

以下就宅經紀員工處理線上訂單之步驟做說明。 

(1) 每日以檢查三次為原則，查詢訂單資訊以及信箱中之資料，接獲

訂單即給予電話確認。 

(2) 確定接獲訂單後，將顧客需求及各項應注意之細節記錄下來，並

將顧客資料建檔，以供日後查詢。 

(3) 顧客最重視的莫過於資料安全性之問題，並非每位員工皆能閱

讀，在宅經紀裡僅只何老闆及會計小姐有此權限。 

 

5.4.2.5 就消費者而言 

以下針對顧客線上訂位之步驟做說明。 

1.查看網站上各式冷凍食材，如欲線上訂位即前往【訂購專區】 

2.頁面做資料填寫。 

3.詳細閱讀訂單注意事項: 

欲網路訂購的顧客，請於訂購完成後確認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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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您務必正確填寫訂位表單中所需之資料。 

5.如完成網路訂購成功者，請確認訂單可來電。 

6.宅紀經將於您訂位後給予您電話確認，謝謝您的支持! 

7. 詳細填入訂席所需之資料。 

8. 等待宅經紀給予電話確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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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研究貢獻 

宅經紀雖然經營近兩年之久，但只依賴傳統的模式管理，不僅無

法跟隨時代快速的變遷，吸收快速變化的新元素，與大量新進後輩競

爭，另外，在無形之中，亦會逐漸累積許多潛藏的問題。而經營者兼

職管理者與倉管的身份，會使得管理經營上無法發揮最佳的效果，對

於工作職場上，也會因此而常有不易發現或是忽略的角度。 

網站建置以及內部 e 化使得宅經紀更現代化，但仍不失其原來的

風貌。網站的建置使顧客不需親自到店面便可藉由無遠弗屆的網際網

路即時的看到有關產品的所有相關資訊，不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減少

時間成本以及空間上的不方便，使宅經紀時時存在消費者的生活裡，

更貼近消費者。 

POS 系統係為現今銷售管理上，最廣泛使用的輔助系統，它可以

有效的統整數字資料以及相關會使用到的文書資料，如7-11等亦使用

POS系統，來提昇改善店內狀況與效率。 

財務上，POS 系統能有效的處理金錢收入支出，統整財務狀況擬

出圖報表；資料上，除了基本的文書處理功能，更可使檔案有效率管

理與編排；工作流程上，縮短員工與員工之間的距離，將制式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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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揮，避免溝通上障礙的發生。 

以上所述，皆是宅經紀目前所需要的，使管理者可以更清楚地看

出店內經營狀況，更加地仔細地掌控金錢流量，並藉以準確地抓出帳

面錯誤，而資料處理上，亦可透過此系統，處理瑣碎事項，使自己可

以輕而易舉的觀看統整分析，甚至可藉此得知至店內消費人群的分

析，固定的年齡層、性別、喜好等等，至於工作流程上，藉此更可以

觀察出員工的工作能力，也可使店內制度有效的組織化，透過觀察淘

汰一些老舊或不必要的規則，並使員工的服務與工作狀態最佳化。 

眾多的延伸效益，皆是使老闆可以更容易的管理，更輕易的掌握

店內狀況，藉此提昇工作效率，更重要的是可以省卻不必要的人力與

物力，將整體效益提昇至最大，達到事半功倍的功效。並且，經由餐

廳ｅ化後，亦可帶給消費者煥然一新的感受，使餐廳看來除了親切服

務之外，還有專業的感覺。 

 

6.2 研究結論  

「飲食」對人類而言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零售業亦是許多

人自行創業的途徑。但不論其型態、規模大小，經營零售業是相當辛

苦的一件事。從要求內部員工的服務態度、店面的佈置、美味的食材、

帳務處理，一直到如何吸引顧客的策略等，都需要經營者投注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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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力。若業者能擁有一套完善的電腦化資訊，相信必能使零售業產

生更高的效能，以減輕工作量，減少許多不必要浪費的人力成本。 

在暑期實習的過程之中，本小組亦親自體會到零售業的辛苦，學

習到如何與客人的應對得體，與零售業人員應有的能度，便是以客為

尊，無時無刻都需保持最佳狀態，以服務所有消費者！ 

而網站架設的部份，雖然一開始的出發點僅單純的計劃為宅經紀

架設網站，但是，在這一整個製作過程之中，意外的促使我們學習到

許多相關製作網站的知識。 

此次的研究報告除了使我們在知識上的增進外，亦讓我們學習到

團體裡大家合作無間的精神，這寶貴的經驗是書本上所學不到的，著

實讓我們受益良多。 

 

6.3 研究建議 

在此次的研究分析後，本小組針對合作業者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現今的消費型態大都趨向於會員製，重視消費者的意見，留言板、

討論區即是很好的選擇，使整個網站更加人性化，給人更活潑的感覺。 

未來消費者可透過列印優惠卷的功能，來加入會員，有了會員制

的功能，網站則可以加強客制化的功能。會員可根據自己的偏好來選

擇內容以及文字的佈置，另外根據過去的購買行為及偏好，可適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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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議。電子商務亦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趨勢，愈來愈多消費者喜歡

線上購物，建議宅經紀未來能採用宅配、線上交易。會員登錄後，可

在網站儲存信用戶資訊、送貨地址及偏好，將所預訂購餐點放入購物

車，亦可使用信用卡交易。另外，針對信用卡交易，會員最在乎的是

資料是否會外流，所以針對此功能，網站需加強其安全性，最好是能

通過鎖碼及授權技術等安全技術能力，以保障所有會員的資料。在下

單完成後，網站要能讓會員追蹤他們的產品配送現狀。 

而宅配則能將佳餚的香氣傳播至各地，不僅使顧客與日俱增，更

能增加收益。配送的方式可制定配送速度及配送成本來供會員作選

擇。建議可採用付費方式的網站推廣，更完善的規劃，以更有效的方

式，來提升其知名度。 

台灣的服務業正逐步走向連鎖化經營的成熟階段，其中以餐飲業 

為甚，如何在有效率的成長下，穩健地管理運籌，使宅經紀在服務品

質上達到高超的水準，並讓經營者能夠準確地掌握經營資訊，是店家

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而資訊系統的導入，絕對是協助店家成功的重

要因素。 

對管理者而言，能夠及時且正確地掌握營業數字，瞭解營運現況

是非常重要的。例如，三皇三家透過導入 POS 系統後，總公司店與店

前之間的銷售狀況與營業額，若資料在傳輸過程中遺失，總公司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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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線直接從分公司電腦中查詢到所需要的數據。 

另外，透過系統，櫃檯人員可以將點單資料事先輸入於餐飲管理

系統中，在點餐結帳時能夠快速又準確地自動計算金額及折扣，免於

手寫筆誤，加速點餐效率，提昇服務品質，而此對於倉管而言，即時

將明細傳送至倉管，資料清楚快速，可以節省時間人力並加速出菜速

度，是非常重要且有幫助的。 

全面引進 POS 系統後，由於介面操作大量簡化，有效地改善了前

檯人員誤植的問題。 

宅經紀 e 化之後經營者可以切實掌握營業數字，使營業及現金流

量狀況能夠以多元的方式呈現，經營管理者便能掌握詳細的分類與準

確的分析，即時了解營業走勢，做出良好的判斷。這在經營規模成長

以及連鎖加盟門市的增加，相關的物流管理、銷售分析等工作日漸龐

大複雜，效果更是顯著，大幅度的節省了人力資源與時間成本。 

不過，雖然 e 化可以大幅改善前後端連結、帳務管理並提昇工作

效率，但傳統的零售業在導入 e 化的過程中往往比新興的科技產業要

面臨更多的挑戰，尤其是工作人員對於電腦感到陌生且心態封閉、工

作習慣與工作流程無法配合等都是零售業在導入ｅ化時最常面臨到的

問題。因此，店家在導入ｅ化計畫的初期，應該進行訓練，讓相關員

工對新計畫有基本認識，同時提供意見表達與溝通的管道，減少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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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力。在系統導入的過程中則應定期檢討執行結果，作為後續規劃

或修正計畫的參考。 

除了提供高品質的餐飲，並透過 e 化整合上下游供應鏈的環節，

方便經營者快速地掌握營運資訊之外，如何透過資訊管理系統分析顧

客資料及消費行為，加強消費者對產品的忠誠度，以及增加顧客的來

店次數進而增加營收，也是各連鎖電家在行銷策略中重要的環節。為

了能更深入瞭解顧客的消費習慣，並提供更優質的個人服務使資訊系

統可以進一步分析消費者的喜愛，進而作策略的調整，提供消費者更

完善與個人化的服務，以提升忠誠度、強化顧客關係管理。 

零售業結合資訊科技為顧客們帶來了更多樣化的服務，並降低交

易成本，而如何透過 e 化來提升產品品質及提供更便利、優質的服

務，是所有業者在 e 化過程中共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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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A、 關於宅經紀 

【宅經紀】由老闆──何明衡所創立， 何老闆憑著衝勁與毅力，

外加業務六年的經驗，開始了現在的【宅經紀】。 

【宅經紀】並非只是一個傳統零售業，兩年來憑著客戶的累積與

支持而成長，將傳統的經營方式呈現給大家，使顧客不陌生，進而將

【宅經紀】生活化。 

附錄 B、 關於何老闆 

何老闆於二十多歲便開始了他對業務鑽研的熱忱，至各地向業務

界前輩討教，練就何老闆業務上的能力。更曾經到加拿大留學兩年,學

習與外國客戶溝通上的禮節與語文能力。他也是嶺東的校友呢。 

在吸收到許多業務前輩的經驗，了解到經營一間成功的零售業並

非只是將好的產品推荐給客戶即可。 

「顧客至上」才是經營理念中最重要的道理，顧客的反應最能直

接表達出成果的好與壞，藉由與顧客們的交流，才可得知潮流的訊息，

使店家能精益求精來提升顧客滿意度。 

附錄 C、POS 餐飲管理系統介紹 

本小組曾與許多資訊公司接洽並深入了解，發現到 POS 系統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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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可使用之軟體繁多，而許多資訊公司所提供之系統，因其價位昂貴

超過何老板所要的需求，但相對的，其功能上大至相同。在經由初步

涉略評估後，決定參考「onepos系統」 

Onepos餐飲管理系統品質穩定且是免費，並且也囊括多種功能，

可多方面處理傳統類型零售之瑣碎事項，最重要的是其操作方式淺顯

易懂，這方面對宅經紀是非常重要的，宅經紀內部員工大多未曾接觸

過電腦，對於科技產品的學習能力也非常的快，學習之下非常的容易，

因此，容易操作的系統。只要會windowsxp的介面就會使用。 

另外，此套系統因此，經由本小組評估後，認為此套系統最為適

用於宅經紀食材行。 

功能說明： 

onepos管理系統功能模組說明如下： 

(1)點單結帳：用於訂購和結帳用。 

(2)交班作業：用於多班制時，用於統計各班營業額。 

(3)清帳作業： 用於收銀員在一天的營業結束時，做統計時使用。 

(4)收銀瀏覽：用於查看未結帳單、已結帳單、其他查詢使用。 

a.未結帳單：是指已點好餐，還沒有買單的。 

b.已結帳單：是指已經結完的單子。 

c.其他查詢：是查詢所有的刪單、更正、招待等一些資料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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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報表中心：可以對一些報表進行設計和查看 

(6)管理中心：用次對整個系統設置。包括：基本資料、餐點參數、印

表設定、環境參數、許可權管理。  

 a.基本資料：一些基本資料的設定。包括：商店 

基本資料、收銀機台設定、系統執行參數設定、傳輸資料設定、班別

時段設定。 

b.商品參數：用於對餐點的添加和刪除及重量設定。包括：餐點設定

價格形態設定、原因設定、口味設定、宅配設定。 

c.印表設定：用於設定各種報表的製作位置及印表暫存區內、報表的

瀏覽。 

d.環境參數：用於設置整個系統的運行環境。包括：風格變數設定、

事件管理、小數點設定、功能鍵設定。 

e.許可權管理：用於對用戶及各用戶許可權的管理。包括：管理用戶

和許可權、管理命令和許可權。 

(7)日結作業：用於連鎖店做日結作業時使用的，可以把一天的營業情

況傳給總部。 

(8)重新啟動：用於重新啟動諾亞餐飲管理系統。 

(9)關於諾亞：是顯示你現在所用軟體的版本號。 

(10)退出系統：用於關閉onepos餐飲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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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功能鍵： 

(1)預設數量鍵：可針對商品預設現有商品量、銷售扣數值、前台即時

了解商品銷售狀況。 

(2)暫停銷售：可將已售完的商品設定暫停銷售。 

(3)加單：可同筆消費分成不同結帳單。 

(4)招待、折扣、折讓：可設定權限及招待原因擁有權限的人才能執行

此功能，並記錄在資料內。 

四、one POS 系統設備價格表 

表5-1 POS 系統設備價格表 

項目 數量 價錢 備註 

Msi all in one 1 $13,900 

 

19 吋觸控式螢

幕 

1 $0 
All in on 主機 

Window XP 系

統 

 

1 $3,900 
Microsoft 系列 

 

出單機 

(熱感印表機) 

2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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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 

 

1 
$2,800 

 

噴墨式印表機 

 

二聯式發票機 

 

1 
$7,900 

 

錢箱 

 

1 
$1,490 

不斷電系統 

 

1 
$2,000 

 
 

客戶led顯示器

 

1 
$1,500  

軟體—標準版 

 

1 免費 有附加會員資料

建製以及簡易 

員工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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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操作介面 

(1)windows風格的操作介面 

 

圖 6.1windows 風格的操作介面 

一、銷售 pos 管理 功能 

支援觸控屏幕 /條碼掃描 

 結帳金額價格調整 

 即時變更營業員身份 

 彈性修改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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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多次收款 

 支援多種付款方法 

 支援銷售稅金計算 

 自選收據單格式 (A4 / 80mm / 50mm 卷紙) 

 支援台灣二聯發票 

 容易使用，前線員工只需簡單電腦知識 

 簡單銷貨退回流程 

 報表：營業成本分析  

 

二、倉庫管理 

 無限分區庫存快速查詢 

 簡易快速貨品，入庫輸入 

 根據銷貨記錄，開立送貨單 

 簡易物流，出入倉庫控制 

 不限記錄筆數 

 庫存數量歸零功能 

 各款倉庫記錄報表 

 新增：最低庫存量警告報表 

 新增：庫存成本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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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購單管理 

 簡易開立訂貨單(Purchase Order) 

 可真接 Win Fax 給供應商，省時、省紙、安全又環保 

 報表：供應商採購記錄 

 

四、小餐館管理模組 

 配合輕觸控式螢幕捷徑、可快速輸入 

 搭配：錢櫃收銀、出票機 -> 記錄餐桌號碼、點菜  

 使用條碼點菜單，可新增及修改 

 自動分發打印：後台廚房單、前台飲料單 

 客戶點菜打印：點菜記錄單、後結單、結帳單 

 

五、外賣小食管理模組                     

 配合輕觸式螢幕捷徑、可快速輸入 

 搭配：錢櫃收銀、出票機  -> 記錄等候號碼、菜單；針          

對快速結帳外賣小吃  

 可同區域設定收據出單機，自動分發後台廚房單、前台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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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客戶管理 

 新增客戶 

 詳盡客戶資料紀錄 

 CRM 功能：快速銷售紀錄查詢 / 自定客戶組別 / 支援圖片 

/ 郵遞標籤 / 電郵列表 / 推薦人 詳盡報表  

 客戶銷售分析報表 

 

七、 價格管理 

 價格客戶級別 ( 2 組 ) 

 折扣優惠：總額折扣 / 百分比 / 實收 

 整張單據折扣：定額差價 / 百分比 

 支援套裝產品折扣 

 商品價格促銷分日期、數量、比例  

 按時段決定銷售單價  

 按時段及指定數量的優惠售價  

 按時段及比例數量的優惠售價 

 

八、會員積分管理 

 會員透過購物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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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積分換取產品 

 手動調整積分 

 報表：積分結算表列印 

 

九、套票管理 

 套票總檔管理 

 客戶套票結存 

 前台購買套票 

 前台換取產品 

 套票結算表列印 

 （適用於： 美容院 / 診所 / 髮型屋 / 托兒所 / 書局 / 

音樂教室 / SPA） 

 

十、員工管理 

 權限設定 

 可否給予折扣 

 可否看到成 

 新增管理者 

 前台收銀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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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分析報表 

 產品銷售報表 

 營業員業績  

 成本／盈虧分析 

 庫存、供應商報表  

 客戶詳細資料報表 

 

十二、預約管理系統 

 全覽式虛擬預約表單 

 預約、缺席狀況更新 

 事件名稱建立 

 

十三、其他常用功能 

 日結功能可直接電郵至老闆 

 錢櫃 / 系統現金結算 

 資料庫備份 / 恢復 

 自定公司 Logo 

 區網連線狀況 

 列印 ebay 格式送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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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零售系統，在快速競爭的市場中，是為達到節省成

本、管理人員、店鋪的必備要素；您的門市每日營運都與零售

系統息息相關。 

1. 商品銷售流程控管  

2. 進貨銷貨庫存需求  

3. 正確報表分析  

4. 了解顧客需求  

5. 供應商採購狀況  

6. 員工績效及內控  

7. 貨存稽核及盤點作業落實  

好的 POS 系統不但節省您的時間，還提高櫃檯銷售準確性

及有效管理：店員、銷售、商品、客戶。但是，大多數系統涉

及高價格，複雜的設置，長時間培訓要求。而 DIY 零售 POS

系統 就是一套 操作簡單、容易上手、有效管理、安全性高的

POS 系統。 

所以不用再花一大筆錢去建立或購買 POS 系統，自己動手

建置 POS 系統，這樣幫店主省下一筆不少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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