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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 論 

  在現今社會中，網際網路已被廣泛利用，網際網路對現代人們有

著重大影響，最重要的改變是在商業行為上，藉由網路從事電子商

務，能夠提供更多元的服務與資訊。網路的盛行，可以讓企業對外的

資訊更為廣泛，不僅減少傳統店面的開銷也可以讓企業發展至不受時

間和地域空間的限制能夠充分拓展商品的銷售，提高企業的競爭力擴

展潛在的消費族群，延伸交易的範圍。 

 

 

 

 

 

 

 

1-1 研究動機 

網路購物的便利性、資訊完整多樣性等特性，提供了消費者另一

個購物或資料搜尋的通路。資訊科技的進步與電子商務市場日趨成

熟，使得網路購物的市場擁有可觀的成長潛力。除了實體店面，也藉

由在網路平台上開店，幫助店家促進商機，也可以讓更多的人也可享

受到美味的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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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 

本研究主題吳記鮮豆花源自於『基隆』，已經有 78 年的歷史了，

從推著小推車到如今的店面販售，本家祖傳三代的超綿密口感傳統豆

花和超香濃花生已經在北台灣讓許多人記憶深刻，業者這次在大台中

開設分店讓中部地區的朋友們也能一起來品嚐豆花的美味【1】。業者

也希望經由本小組架設網站來了解民眾的喜好、優缺點來加以改進，

來創造更大的商機。 

 
 
 
 
 

以下這首詩詞代表著本店的精神 

 

吳家豆花傳古味 

記究上品人欽讚 

豆花香傳千里巷 

     花開八方甲天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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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隨著網際網路的發展，網路上的行銷與販售已是不可或缺的商業

行為，本研究希望以下幾點來提昇店家的曝光率與收益。 

 網路 e 化使得上網消費成為現代人不可或缺的行為，藉由架設網

站，讓消費者可以直接透過本網站的介紹來下單購買。 

 利用 Facebook 的粉絲團和無名小站的部落格來提昇網站的知名

度，進而帶來更多的商機。 

 對於現代人講究養生，藉由此專題讓大家了解豆花功效及好處。

以下幾點是黃豆功效介紹 

1.減少更年期併發的病疾、潮熱 

世界學者一直在研究為何一些西方婦女常見的更年期症狀如

潮熱等在東方婦女卻不常見。他們發現黃豆所含的植物雌激素對減

輕潮熱很有功效。 

2.抑制癌細胞 

黃豆所含有兩種主要類黃素-gemstein 和 daidzein，目前已被用

作研究對象，以測試其對於抑制乳癌及前列腺癌，以及其他如肺癌

膀胱癌等病症的功效。雖然現在還未有臨床實驗以證其治癌功效，

但在動物測試上已初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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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降低膽固醇 

醫學人員測試，發現在 38 個實驗對象之中有 34 人在服食黃豆

之後其血清膽固醇含量是平均降低了 13%。這主要是黃豆蛋白質的

功勞。 

4.骨質疏鬆 

類黃素由於賦有雌激素的成份，對促進骨骼健康亦有功效。據

初步研究結果，更年期前後的女性服用大量含類黃素的黃豆製品，

其骨骼的鈣流失會比一般不服用的婦女為少。 

傳統中國人將豆腐及豆類製品列為老年人的健康飲食一部份是

有著高度智慧的。或者我們更應將黃豆製品進一步普及推廣至老、

中、青每一個階段，使它成為廿一世紀的最廉價而又最營養的健康

食品。 

黃豆的營養價值非常豐富，它含有 34.3%的蛋白質及 17.5%的

油脂。重點在於黃豆的蛋白質中含有米麵蛋白中最缺乏的離氨酸，

因此和米麵共食，會有氨基酸的互補效果，使攝取的蛋白質成為優

質蛋白質，足以媲美肉類。黃豆所含油脂也是以人體必需的亞麻油

酸及次亞麻油酸為主，並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尤其是維生素 B1 及

B6）、礦物質及膳食纖維。十九世紀時，德國專家分析了黃豆的成

份，認為可與牛肉相比，將之稱為「菜園的肉」。現在我們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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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牛肉更好，因為牛肉吃太多會造成血脂肪的上昇，而黃豆本身則

有控制血膽固醇的效果。除了營養素之外，黃豆含有的異黃酮類、

植物動情激素等一些植物性化學物質也被認為有助於捕捉自由基，

減輕婦女更年期症狀，甚至於預防癌症。 

  黃豆營養豐富，而且容易栽種，這麼好的食物，也有缺點。它

的組織較硬，因此不容易消化，也容易形成脹氣；而且黃豆中的某

些化學物質也使人吃起來有一種膩的感覺，而無法多吃；生黃豆含

有會阻礙蛋白質消化的物質，不過可以藉由煮熟來破壞。中國人將

黃豆加工作成了各種豆製品，如豆腐、豆漿、豆干、豆皮等；日本

人也將黃豆發酵，作成了納豆及味噌等製品。如此使口感更好，消

化更完全，也去除了有害物質。 

目前世界各國對黃豆最普遍的利用是將黃豆搾成油（大豆沙拉

油），再將剩餘的物質作成飼料或肥料。隨著世界人口的增加與素食

主義的高漲，黃豆加工的技術越來越受到重視，做出來的產品也越

來越多，有些產品的外觀和口感也越來越像真正的肉類。《1》 

 
 
註：類黃素(Isoflanones)，或叫植物雌激素(phytoestrogen)，類黃素為一

群植物體內之二次代謝產物(secondarymetabolities)，其基本構造

包括兩個 6 碳環(A 環與 B 環)及一個 3 碳之單位連接之複合物。

碳氧化程度不同產生不同形式的次級類黃素群產物，例如芳基烯

丙烯芳烴(chalcones)、黃烷酮(flavanones)、異類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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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建置網站的過程，本研究會先確定研究主題後再與業主訪談，得

到業主對網站的需求後，開始進行文獻與資料的彙整收集及規劃系統

與分析，而開始網站的建置，至網站完成建置後就會經過各組員的校

正與測試，最終完成網站，本研究的流程圖，如表 1-1 

  

 

 

 

 
 

 

 

 

表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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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2-1 認識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可以說是電子資料交換

(EDI)及加值網路利用的延伸。範圍除了包涵以企業間交易的 EDI 之

外，還包括商品研發、行銷、廣告及售後服務，傳送的內容除了「格

式化、結構化」的商業表單文件之外，還包括「非格式化、非結構化」

的文字，典型的例子是電子郵件和檔案傳輸，傳送的內容也可以包括

圖形、聲音、影像甚至動畫。 

電子商務的內容範圍非常廣泛，不只包括「商業交易」，還包括

政府提供的各項電子化的服務、保險醫療的申報、遠距離教學、電子

銀行、跨企業共同研發、企業之間的協同運作(Collaboration)…等。 

  電子商務一般可以分為兩大類：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

(B2B)、企業與個人(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B2C)；電子商務的蓬勃

發展，現今更出現企業對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電子商務(B2E)。任何企

業由傳統產業進入網路事業，所需要的不僅僅是架設一個網站系統而

已，最主要的是必須具備各方面的準備和相關的專業知識，一個成功

的網路公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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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網站定位 

電子商務可分四種交易模式，分別是(B2B)企業對企業、(C2C)

消費者對消費者、(C2B)消費者對企業、(B2C)企業對消費者，上述這

四種交易模式，本研究為 B2C 企業對消費者之交易模式，就以 B2C

來做介紹。 

電子商務系指透過網際網路進行的商業交易行為，由於近年網際

網路商業化應用興起，也帶動電子商務在全球的發展。 

 

電子商務構成元素有以下三項 

1. 企業必須建立一個讓合作廠商和客戶存取不同系統與資料庫

資訊管道。 

2. 確立資料安全與使用者認證流程。 

3. 訂定共通的電子款機制。 

依電子商務交易對象的不同，電子商務主要可分兩大領域，包括 B2C

與 B2B。前者包括新興的即時回復系統、電子表單等，通常較結構化；

後者包含企業透過網路對個人所作的服務與商業行為，如電子購物、

資料庫查詢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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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子商務的定義 

表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通訊的角度 利用電腦網路來傳遞資訊、產品及服務 

電子的角度 透過一組中間媒介，將數位的輸入轉換成加值

輸出的處理過程 

企業流程的角度 商業交易及工作流程自動化的技術 

上網者的角度 網際網路上的購買與銷售產品和資訊的能

力，讓消費者有更多選擇 

服務的角度 企業管理階層想要降低服務成本，及想要提高

產品的品質，加速服務傳遞速度的一種工具 

資料來源：電子商務概論(輕鬆快樂的學書與開店)作者：陳湘揚 

出版社：博碩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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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電子商務的優點 

表 2-2 電子商務的優點  

優點 說明 

降低成本 減少固定成本、流動成本、節省開發廣告費用 

增加效率 縮短交易流程、蒐集情報容易、24 小時開放 

拓展市場 全球行銷、直接開發目標市場、增加產品通路 

以小博大 成本低廉、商機無限、網路之上人人平等 

免費資源 免費查詢全球貿易相關資訊、晉身資訊前線 

直接互動 直接聯繫客戶、線上售後服務、掌握客戶資訊 

資料來源：電子商務概論(輕鬆快樂的學書與開店)作者：陳湘揚 

出版社：博碩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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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電子商務四流 

電子商務的任何一筆交易，應包含四個層面：交易的「商流」、

配送的「物流」、轉帳支付的「金流」、資料加值及傳遞的「資訊流」。 

一、 「商流」即是商品的的流通，指商品販賣交易程序及所有權移

轉的過程，其相關作業，例如：商品企劃與開發、交易談判、

風險分攤、市場開發、資金流通等。例如：以網站電子商務平

台,提供消費者下單購買。 

二、 「金流」指資金的流動，只在商流，物流，資訊流各項活動進

行中由金融體系配合的過程，例如：收付貨款。例如：在電子

商務購買的過程中，提供不同付款工具，如信用卡。 

三、 「資訊流」或稱情報流，只伴隨商流與物流等活動，而產生之

相關資訊的傳遞活動，例如：促銷資訊傳遞、顧客資料楚哩、

訂單處理、庫存管理、帳款管理、財務管理等等。例如：在電

子商務平台中，提供消費者查詢訂單，或提供商家庫存管理資

訊等。 

四、 「物流」指因商流帶來的商品本身的流動，例如：運輸、裝卸、

倉儲、路線安排、派車、配送、上架等等。例如：完成購物後，

提供不同運輸工具，如宅配至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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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電子商務帶來的衝擊 

電子商務提供了消費或企業各種所需要的資訊，使得各類的資訊

完全透明化，企業無法在利用空間或廣告等方式進行其競爭優勢。在

資訊透明化的電子商務中，消費者主權得以被保護，因為消費者可以

藉由網路的各種資訊來滿足自己需求，而企業則必須更直接的面對競

爭者，尋找更高品質與更快的速度來符合市場需要，這將使企業競爭

的情況更為明顯，故電子商務可以使社會整體福利在提昇。 

電子商務中，由於強調消費者主權，故在設計相關電子商務網頁

時，應注重與消費者的互動性，以爭取消費者的認同，如此才能在競

爭激烈的電子商務中建立品牌的差異，進而區隔出其他潛在的企業，

並獲得更多利潤，了解消費者的偏好與需求，給消費者更多樣化的服

務，這樣才能在電子商務中建立起消費者對其產品的忠誠度。 

電子商務並不是一種新產業，它所帶來的卻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

式。許多人雖然認為電子商務的確對未來的經濟社會影響深遠，但卻

常有摸不著頭緒的感覺，這正是因為電子商務所帶來的是一種無形的

革命，它改變了既有的經濟運作模式，強調資訊透明化與企業運作迅

速化，由於它不是某一特定產業，而是將新的運作方式與思維帶入整

個經濟社會，其影響自然更為巨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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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網站的行銷方法 

行銷是企業將自己的服務與商品推廣出去的方法。行銷的方式大

多是以電視廣告、廣播、報章雜誌等視聽覺傳達方式，來吸引消費者

的注意，隨著網際網路及寬頻的普及化，網路成了新的行銷媒介，例

如：網路信件、電子報、超連結等等都是網路行銷的種類，網站建立

完成後如何讓網站的曝光率增加來吸引更多客戶群。 

以下是本研究行銷方式： 

2-7-1 社群網站 

虛擬社群是社會的集合體，當足夠數量的群眾，在網路上進行了

足夠的討論，並付出足夠的情感，以發展人際關係的網路，則虛擬社

群因而形成。有著相同的興趣或目標，並隨著時間加深相互間瞭解的

一群人。關鍵字廣告或是部落格行銷，所採取的方式皆是以內容為

主，簡單地說，當業主下廣告時，目標物是某個文章類別或者網友搜

尋的關鍵字。但是，到了社群行銷的時代，它從內容走向了人脈。您

可以透過交友的篩選機制，更精確地接觸行銷所需的目標客群，好比

男性或女性、台灣或美國、年長者或年輕人等等。以實際的粉絲或朋

友數取代較難預估的點閱數：以前我們總喜歡用點閱數來評估一個網

站的熱門與否。當然點閱數除了不好預估之外，更重要的是點閱數常

常是來的快、去的也快。是故，透過粉絲或朋友數的觀念，把點閱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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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成更實質可估算的社群數值。當您發任何訊息時，這些朋友或粉

絲數的百分比就成了您可估算的點閱率，如此的計算方式會更加的精

確與務實。 

◆提高品牌或產品忠誠度 

由於在社群行銷的氛圍中，您跟您的朋友或粉絲是保持長期的線

上聯繫關係，因此，他們會源源不絕地接收您所傳遞出去的訊息。相

對地，這也是在增加這些朋友或粉絲對您企業的品牌或產品忠誠度。

當然，千萬別把社群網站當作廣告群組運用，它是一個顧客服務中

心，您要提供的是有用的訊息與服務，進而讓您的朋友或粉絲和您更

親近、更熟悉。 

◆提高顧客滿意度 

個人認為社群行銷的核心是顧客關係管理，而非廣告。因此，您

要思考的是，如何與您的朋友或粉絲相處，進而讓他們滿意、讓他們

喜歡您的企業、品牌或產品。當然，這些是需要時間與功夫經營，並

非立即見效。但是當您真正經營出屬於您企業的龐大社群時，我相信

您就會發現社群行銷所發揮的強大口碑效應與人脈價值。 

◆粉絲視窗可與企業網站或部落格相結合，有效擴張潛在社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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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視窗是 Facebook 在推廣粉絲專頁的一項利器，它可以讓企

業在自己的官網或部落格之中，外掛一個類似小型粉絲專頁的程式，

它可以呈現其社群成員數以及塗鴉牆的各類訊息，當網友閱覽到企業

的網頁或部落格時，更可以透過這個粉絲視窗來加入成為該企業的

Facebook 粉絲，是一項簡單卻又相當強大的社群工具。 

2-7-2 部落格 

現在有一種很夯的行銷方式，就是部落格行銷，透過免費的部落

格，把你們的專業和產品的特色，表達出來，進而達到與客戶的互動，

把品牌推廣出去，附加效果會比拍賣好很多，然後再把錢真正花在行

銷面上，比如衝高人氣、增加訂閱、排版美編進而衝上排行榜等等的。 

2-7-3 客戶群 

由於網路普及化，多數人上網使用率提升，奠定了網際網路行銷

的可行性，和上網無時間限制、無須面對面交易，這些趨勢下電子商

務必有他的便利在。能讓跨地區性、平時忙於工作的上班族也能方便

下單訂購，品嚐健康養身之豆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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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需求分析 

3-1 可行性分析 

可行性研究是管理學、投資學、市場學及工程學中常見的術語，

簡單而言即是計畫及考慮某項目建議的可行與否，大型項目開始之

前，當然必須要有一個理性的及詳實的可行性研究，不過簡單如個人

買一隻小貓回家作寵物也必須用上可行性研究，「停一停，想一想」。 

可行性研究是管理學上的計劃模型，其中過程包括清楚確定現行

的不足，期望的需要，列出所有解決方案，資料搜集，在各種資源條

件許可之下，列出最有可行的一個或多個計劃建議，有待最後審議及

批准。《7》 

 

3-1-1 經濟可行性 

本小組以吳記鮮豆花建置商務網站，在經濟不景氣下，能幫助店

家來減少成本獲得經濟最大的效益，若以廣告行銷方式相較之下，所

付出的成本會比自己架設網路商店來的高，因此在經濟可行性上是可

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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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技術可行性 

本研究使用 ECSHOP 來建立購物平台，本套裝軟體安裝容易可

立即使用，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商務特徵對 ECSHOP 進行訂製，增加

自己商店的特色功能，除了注重功能上的強大以外更重要的特點就是

操作上的方便，讓我們快速完成此網站的架設 

 

 

 

3-1-3 操作可行性 

  現代科技快速成長，資訊化的發展也已經從電腦到手機，消費者

可隨時隨地上網消費及即時性的提供線上服務，而店家可提供相當的

優惠活動讓消費者做選擇，使店家與顧客有良好的互動關係，故建置

網站必有它的價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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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工具 

3-2-1Ihost 

一、Ihost 規格表 4-1 

虛擬主機使用功能強大的 VistaPanel 平台。【5】 

 

2GB 流量/月 300MB 空間 FTP 帳號 

7 個 MySQL 資料庫 VistaPanel 控制台 
檔案管理 

(瀏覽器介面) 

6 個附加網域 PHPFlagsmanager 網頁信箱 

6 個網域 
自動安裝程式 

(29 種軟體) 

支援 POP 的 email 帳

號 

密碼保護資料夾 PhpMyAdmin 叢集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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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ECSHOP 系統簡介 

1. 可免費下載、免費使用、免費升級，無使用時間與功能限制。 

2. 是一套免費開源的網上商店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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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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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目前國

內最受歡迎的網上購物軟體之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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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同一個網店中進行管理。 

5. 提供了靈活強大的模板機制，內置多套免費精美模板，同時可在

後台任意更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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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強大的站內商品搜尋引擎，結合 ECSHOP 獨有的商品屬性可搜尋

功能，買家在您的網店可以輕鬆找到所需商品。 

7. ECSHOP 和一般專人設計的購物網站與拍賣網站比較-快速架

設、省時、省錢、自由度高、容易操作、網站風格可自由搭配、

功能完善、維護容易、不需要升級費用、資料備份容易，您的商

品永遠顯示在第一順位，不用支付成交費，商品數量無限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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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CSHOP 有如下特點 

1.強大的模版機制 

製做網站、頁面是一個頭疼的問題，如果每次的小改動都要去改

頁面模版代碼再上傳的話，作為商家的你，一定不厭其煩。ECSHOP

結合最流行的 AdobeDreamweaver 軟件實現了一套模版機制，讓您改

動模版不再需要上傳，而是在後台稍稍動動手設置一下就可以了。 

2.完全開放的插件機制 

  支付、配送，這個是商家每天都要面對的功能，如果您現在使用

的程序不夠開放，那麼在您想快速變更所用的支付、配送體系的時

候，很可能會拖了後腿。我們根據自己的長期運營和開發經驗，總結

出了一套開放、簡潔的插件體系，以支持不斷變化的支付、配送體系

的變更。屆時，您會發現，這塊事情將會解除您的憂愁，可以把精力

集中在更重要的事情上。我們同時也以插件形式支持會員整合。遷

入、遷出，不再煩惱。 

3.功能的 AJAX 化 

ECSHOP 使用目前流行的 AJAX 技術，為您實現簡潔修改，奠定

了基礎。同時在更多方面以減輕用戶的勞動，提供工作的效率為宗

旨，完整的實現了相關功能的 AJAX 化，由於是在底層完全支持，所

以也為以後的擴展打下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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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銷功能 

當您把商品一一上架、卻發現沒有用戶來關心，同樣是一個頭疼

的問題。那麼我們目前在提供了積分、紅包、贈品等常規促銷手段，

更根據自身的電商經驗，獨家加入了更容易吸引人氣的奪寶奇兵促銷

功能。把您每月做廣告的費用拿出來一點點，變成您所賣的商品，通

過奪寶奇兵活動吸引人氣、回饋用戶，我相信是一個比簡單的廣而告

之更有效的辦法。 

5.高效率的代碼和執行性能 

當你瀏覽自己的網站，發現速度很慢，要全部改成靜態頁面，根

據我們長時間的開發經驗，動態、靜態頁面在不同的用途下各擅勝

場，但是在有很多個性化功能的前提下，動態的頁面要比純靜態的頁

面好處多多，如果動態頁面的 URL 靜態化可以通過 REWRITE 方式

實現，那麼剩下就是一個效率問題。 

我們也認為，動態頁面的瓶頸 99％在數據庫上，我們通過以往

自己的數據庫架構設計以及優化經驗為基礎，設計了目前的 ECSHOP

數據庫結構，並通過緩存機制，實現目前的高效訪問。在不考慮網速

的情況下，與純靜態頁面相比，您不會感覺到絲毫的差別。我們也會

在以後的開發設計中，讓目前的架構更加完善、更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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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規功能的更完善實現 

有些軟件的功能雖然不錯，但是因為對於用戶不夠友善，也會讓

人敬而遠之，也往往把客戶拒之門外，我們希望能夠在常規的功能

上，也能為您和您的客戶提供更好的用戶體驗。 

7.免費的發展策略 

我們認為免費是一個趨勢，同時也是一個商業模式。我們不是說

我們不想收費，而是希望在用戶能夠在提高自身收入和價值的同時，

能夠讓我們之間形成一個雙贏的結局。我們認為的收費應該是以周邊

服務收費，而不是賣產品本身，所以在這之前我們與廣泛的業界同仁

進行過充分的交流，對自身是否可以實現這個想法也有一定的考證。

【2】 

 

3-2-3 MySQL 軟體簡介 

MySQL 是一個快速、多執行緒、多使用者且功能強大的關聯式

資料庫管理系統，可以與 C、C++、Java、Perl、PHP 等語言很容易

的連結，可以運行於多種平台上。 

MySQL 並不是一個 OpenSource 的計劃，因為其版權在某些情況

下是需要付費的，例如將它與其他產品包裝販售。大體上來說，個人

及非營利單位使用它是免費的，而 MySQL 所收取的授權費主要來協

助 MySQL 研發所需，使 MySQL 得以更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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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ySQL 的特性 

1. 使用 C 和 C++編寫，並使用了多種編譯器進行測試，保證原代碼

的可移植性。 

2. 支援 AIX 、 BSDi 、 FreeBSD 、 HP-UX 、 Linux 、 MacOS 、

NovellNetWare、NetBSD、OpenBSD、OS/2Wrap、Solaris、Windows

等多種作業系統。 

3. 為多種程式語言提供了 API。這些程式語言包括 C、C++、C#、

VB.NET、Delphi、Eiffel、Java、Perl、PHP、Python、Ruby 和 Tcl

等。 

4. 支援多線程，充分利用 CPU 資源，支援多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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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端服務器網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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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2312、BIG5，日文的

ShiftJIS 等都可以用作數據表名和數據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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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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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ySQL 的應用 

一般的個人使用者和中小型企業來說，MySQL 提供的功能已經

綽綽有餘，而且由於 MySQL 是免費軟體，因此可以大大降低總體擁

有成本。 

目前 Internet 上流行的網站構架方式： 

LAMP（Linux+Apache+MySQL+PHP），即是用 Linux 作為作業

系統，Apache 作為 Web 服務器，MySQL 作為資料庫，PHP（部分網

站也使用 Perl 或 Python）作為服務器端腳本解釋器。 

由於這四個軟體都是免費軟體，因此使用這種方式不用花一分錢

就可以建立起一個穩定、免費的網站系統。MySQL 加 PHP 的配對在

網際網路上的應用相比 LAMP 來說更為常見，並獲得了「動態配對」

（DynamicDuo）的稱號，大部分 Blog 網站基於的 WordPress 系統主

要運用 MySQL 加 PHP 的配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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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Flash 軟體簡介 

Flash 是 Macromedia 公司開發的網頁多媒體製作軟體，向量繪圖

與動畫編輯功能，簡易地製作連續動畫、互動按鈕、繪圖與音效在您

的網頁中使用！可以不需要任何程式腳本即可在網頁中增加互動式

多媒體。互動式的動畫和影音同步效果使網頁繪圖更加生動活潑，由

淺入深，容易學習與使用！Flash 提供了很棒的線上教學。只有以向

量為基礎的 Flash 多媒體，才能流暢地呈現在 Internet 上，即使放大

縮小也不降低本身品質。 

Shockwave Flash 提供 Netscape Navigator 使用的 Plug-in (外掛程

式)，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的 ActiveX control，皆可以免費在

www.macromedia.com 中取得。安裝 Shockwave Flash 後，任何人皆可

立即在 Web 上看到 Flash 的作品。 

Flash 向量繪圖與動畫編輯所製作出來的圖檔及動畫檔，都比起

您用點陣式圖檔或是 QuickTime 影片檔，檔案大小差了將近 10 倍！

它除了幫您節省檔案大小，所設計出來的動畫還能擁有極炫的影音互

動與視覺效果喔！極小的檔案 Size，您不必擔心網友上您的網站會是

漫長的下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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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有以下特性 

1. 使用向量式圖形技術來製作動畫，它使檔案容量較小（因為向量

圖形是使用數學函數來記錄圖形中的屬性）；而且將向量圖放大或

縮小，也不會失真，最重要的是檔案容量也不會改變。 

2. 可為網頁配上悅耳動聽的音效，而且是以 MP3 的音樂壓縮格式壓

縮，可大幅降低聲音所佔據的檔案容量，也可保有高品質的音質。

採用 Stream 資料流傳送方式，在檔案下載的同時即可流暢的播

放，不須等到資料全部下載完畢才能觀看動畫。 

3. 提供 Actions 指令設定環境，可使網頁作到極佳的互動性。 

4. 為了讓使用者可以在完成動畫之後，立即看到動畫在網頁中的效

果，Flash 可直接將動畫出版成網頁，產生 HTML。 

5. 具有抗鋸齒的功能，可讓文字或影像的邊緣都非常平滑。 

6. 加強與支援點陣式圖形處理(EnhancedBitmapSupport)，使之可旋

轉、拉長等功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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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軟體設備 

 

項目 規格 

架設方式 免費(租用)虛擬主機 

ECSHOP v2.6.2 
套裝軟體 

Flash 8.0 
動態設計 

FTP 
檔案傳輸 

MySQL 版本 5.1.45 資料庫管理系統 

PHP 版本 5.2.13 Web 伺服器開發語言 

 

 軟體設備 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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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店家網站比較表 

表 3-3 店家網站比較 

 吳記鮮豆花 安平周氏豆花 馬岡豆花

最新消息 ˇ ˇ ˇ 

運輸宅配 ˇ × × 

產品多樣化 × ˇ ˇ 

部落格 ˇ ˇ × 

粉絲團 ˇ × × 

線上購物 ˇ × × 

留言板 ˇ ×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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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物流比較表 

表 4-4 物流比較表 

 
 

黑貓宅急便 大榮貨運 新竹貨運 

常、低溫配送 
ˇ ˇ ˇ 

指定送達 
ˇ ˇ ˇ 

代收店 ˇ(便利商店) 
× 

ˇ(配合店家) 

運 費 大小 大小、重量 大小、重量 

貨到付款 
ˇ ˇ ˇ 

到府收貨 
ˇ ˇ ˇ 

 

貨運公司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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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系統分析 

4-1 網站功能與特色 

1.登入會員可自由選購商品。 

2.商品目錄一目了然。 

3.簡單化操作方式及購物車流程。 

4.設有留言板可讓顧客與店家做互動。 

5.不定期優惠活動。 

6.每天都有特定商品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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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系統架構 

 

 

(圖 3-3 網站架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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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會員登入流程 

 

 

 

(圖 3-1 會員登入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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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會員購物流程 

 

(圖 3-2 會員購物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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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網站資料庫 

在電子商務網站中，除了前台的功能服務外，另一個重點就是在

於資料庫，裡面包含了網站所有的資料，也包含了顧客所有的個人資

料並且也建立在資料庫裡。因此一個規劃完整的資料庫不但可以方便

儲存網站所有的內容，對於企業來說要做好顧客關係管理，資料庫是

不可或缺的一環。以下為 ER-Model 與資料庫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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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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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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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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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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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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文章資料庫關係圖 

 
 
 

 
 
 
 

1. ecs_article 文章內容表。 

2. ecs_article_cat 文章分類資訊表。 

3. ecs_comment 使用者對文章和產品的評論清單。 

4. ecs_auto_manage 處理文章，商品自動上下線的計畫任務列表，

需要安裝計畫任務外掛程式才有效。 

5. ecs_goods_article 文章關聯產品表，即文章中提到的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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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管理者資料庫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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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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網站介面 

5-1 網站首頁動畫 

 

圖 5-1 網站首頁動畫 

本網站的首頁是以 Flash 動畫製作，藉由此動畫生動的感覺，讓

使用者想去點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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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網站首頁 

 

圖 5-2 網站首頁 

提供使用者消費的平台，藉由此平台讓消費者知道本網站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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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會員登入 

 

圖 5-3 會員登入 

會員登入的畫面，會員由此登入，可以自行選購商品，也可知道最新

的訊息，讓會員享有更多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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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會員註冊 

 

圖 5-4 會員註冊 

會員註冊的畫面，新的顧客由此註冊，填寫資料完整之後，即可加入

本網站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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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購物車 

 

圖 5-5 購物車 

購物車的畫面，會員選購的商品可先行放至購物車，會員可以調整你

所要購買的商品，不需要購買時再一一點閱。



 

 45

5-6 留言板 

 

圖 5-6 留言板 

留言版的畫面，會員可在留言板發表意見，也可分享你對於商品的想

法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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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配送方式 

 

圖 5-7 配送方式 

宅配的畫面，消費者購物後可選擇要配送的方式，讓消費者方便收取

購買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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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管理者登入介面 

 

圖 5-8 管理者登入介面 

管理者登入介面的畫面，管理者由此登入，輸入帳號密碼與驗證碼，

登入後即可查詢及更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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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系統管理介面 

 

圖 5-9 系統管理介面 

系統管理介面的畫面，管理者可在此介面查詢，也可變更系統上的設

定，方便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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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部落格介面 

 

圖 5-10 部落格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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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粉絲團介面 

 

圖 5-11 粉絲團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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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論與未來展望 
  

現在網際網路已經無遠弗界，不論在任何地區都不受到現制，隨

時隨地都可以透過網際網路進行購物。現在大部分的人都透過網際網

路來購買商品，本小組替吳記鮮豆花建置的商務網站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讓消費者更方便的瀏覽本網站及提供更多服務來吸引消費者。 

本網站所提供的商品就是要讓消費者能針對自己喜歡的商品進

行瀏覽並可在留言板上提供訊息來加以改進與分享。選擇 ECSHOP

的原因是因為此套裝軟體安裝容易可立即使用、模組化、擁有強大的

PHP 程式語言等優點，確實讓我們快速完成了此網站的架設，但實際

操作後也發現了一些問題，其問題如下： 

1：因軟體功能置是花，一般使用者無法依不同特殊需求修改與設定。 

2：基本功能太少。 

3：註冊、登入、忘記密碼驗證方式太過簡單。 

4：大部分網站設計、功能皆大同小異。 

5：缺乏互動性。 

結合以上，將來可以將網站自行修改或是尋找專業的網頁設計公司幫

忙建置更適合、更具有特色的商務網站，可以吸引更多消費者，讓此

網站更符合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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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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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測試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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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實作改進說明表 

口試委員建議改進之處 報告修改/實作改善 

一、圖表編號方式不正確。 

二、標題字體大小應有階級區別。

三、研究動機與背景之內容調整

修改。 

四、冒號不用在標題之後。 

五、圖表編號在前標題在後，圖

標題在下，表標題在上。 

六、第三章 3-2~3-4 的部分，移到

第四章，第四章 4-1~4-5 的部

分移到第三章，整體的比較

恰當。 

七、3-2 ”會員登入流程” 標題有

誤，流程圖也有錯誤。 

八、整體排版可以在加強，某些

地方還有空格以及標點符號

與規格不符。 

九、軟體版本要註明。 

一、本小組以依照正式編排方式

修改完畢。 

二、本小組以依照正式文字規格

修改完畢。 

三、本小組經討論後以將研究動

機與背景修改完畢。 

四、本小組已將冒號刪除。 

五、本小組以修改完畢。 

六、這幾章已修改完畢。 

七、標題已更正，流程圖修正完

畢。 

八、排版部分已重新排過，空格

以及標點符號已刪除也按照

規格更改完畢。 

九、已標註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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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工作分配表 

 

工作名稱 組 員 

網站的建置與測試 邱文勇、賴敬仁 

訪談與廠商的接洽 賴敬仁、陳琬琦 

網站規劃與設計 邱文勇、賴敬仁 

撰寫書面資料製作 
劉怡伶、陳琬琦、 

吳靖儀 

投影片製作 
劉怡伶、陳琬琦、 

吳靖儀 

整體編修 全體組員 

收集資訊 全體組員 

 

(工作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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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網站 
 

【1】芝麻商店 http：//www.calldoor.com.tw/mystore/rosbergbaby 

【2】官方網站：http：//www.ECSHOP.com/ 

【3】討論社區：http：//bbs.ECSHOP.com/ 

【4】參考網址：http：//chensh.loxa.edu.tw/php/C_1.php 

【5】免費虛擬主機服務 http：//ihost.tw/ 

【6】fantastic-host 

http：//www.fantastic-host.net/introduction_ECSHO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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