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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建置電子商務網站為主，主題是以海莛民宿為例。在未

建立民宿網站之前，海莛民宿主要是以部落格來介紹其民宿的各個訊

息，在傳播性及方便性上有明顯的不足。在民宿網站的架設上，除了

原本的民宿基本內容之外，還提供了購物車及留言板等相關功能，透

過民宿網站來達到民宿的知名度，更提昇了消費者的方便性。 

 

而網站規劃的方向分別針對住宿相關訊息(房型、價位、線上購

物)，景點介紹、套裝行程、FAQ、交通資訊等訊息，留言版作為溝通

的平台，網站中相關的建置是希望能為民宿增加客源，提升住宿率與

名氣。網站內有住宿環境照片瀏覽，以房間為主軸，以利消費者對房

間陳設的了解。線上購物服務，方便消費者訂購當地名產、參考商品

評論，並告知匯款資訊，確認消費者完成匯款，完成購物。透過留言

版和消費者互動，消費者可以在此區發問或留言，業者可以在此區做

回覆的動作。業者可從中得知消費者需求，以穩定往後的經營發展。 

 

關鍵字：電子商務、民宿、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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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人民所得提高，樂活主義逐漸興起，

國人旅遊的次數逐漸攀升。不管在國內或國外旅遊，遊客對於

選擇住宿地方的趨勢也越來越廣泛，不再僅僅是「精緻化」，

而是「風格化」，有人說，民宿就是一種地方特色，也是融入

地方文化的一種方式，藉由民宿主人親切的講解著關於當地的

風土名情、歷史人文讓住宿不再只是休息，而是一種深度旅

遊，這也是國人逐漸轉變的地方。   

以往民宿給人的印象較傳統，像遠離郊區、設備落後等，

2001年 12月「民宿」正式合法後，民宿蓬勃發展，根據 2010

年4月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指出【1】，台灣合法民宿共

有2997家，由此可見民宿發展不容小覷，雖然民宿正在蓬勃發

展，但是很多缺少較專業的網站使得民宿的得名度不高，為此

本組以「台東海莛民宿」為例，為業者建置電子商務網站，希

望能提高民宿的知名度以及帶來更多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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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  

近年網路快速發展的狀況及科技的發達而造就了不少便

利，民眾幾乎不在以傳統的方式找尋資訊，因此業者紛紛投向

網路以協助產業的發展。在旅遊方面，近幾年因經濟不景氣的

情況下，人們在旅遊當下所考慮的要點自然是價錢，從旅遊的

地點到住宿的選擇無不考量到價錢，尤其現在人們有別於以往

的巴士旅遊，現今大都以趨向於小團體、小家庭的休閒旅遊，

民眾選擇民宿的機率也因此提高不少。   

 

1.2 研究背景  

本研究主題「海莛民宿｣是位於台東市區，2007 年 12 月 6 日縣府

核准設立，2008 年 1 月份開始經營。民宿主人本來的職業是金融業，

在學生時代就對旅遊業充滿興趣，還有在飯店實習過一陣子。因緣際

會下，他把自己的一棟民宅改建成民宿，當起民宿主人。 

海莛民宿除了提供住宿，民宿主人還會依遊客的需求，帶客包車

旅遊。未來規劃改建特色風格的房間和提供地方特色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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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現下民宿風格多樣化以利與其它業者競爭，不少民宿打著

主題風、精緻平價、觀賞大自然等等來提高消費者來網站的瀏

覽率。由於本組所研究的民宿並未設置網站只有部落格，所以

吸引消費者的能力有限，另外增加部落格所沒有的線上購物功

能來讓消費者方便訂購台東當地特有的名產，故本組為此希望

能幫助業者建置有系統的電子商務網站。  

 

1.3.1 部落格與網站的差別：  

1. 系統可隨業者需要而架設  

Ex：購物車、訂房系統…等等。  

2. 版面設計較無部落格制式化  

可依民宿風格或業者喜好自由設計較不受限制。  

 

1.3.2 以下幾點是網站建置所要達成的目標：  

1. 提高民宿的曝光率：除了部落格之外，增加一個平台可

供消費者取得更多的資訊，並提高網站的能見度。  

(1) 免費貼廣告的網站：  

貼一起分類廣告網  http://www.post17.com/ 

http://www.post1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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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斯特廣告資訊網  http://justad.info/ 

免費廣告分類  http://bbs.adhot.com.tw/ 

分類廣告通  http://www.cathaylist.com.tw/  

(2) 上各大入口網站登入資訊  

你到搜尋網站登錄你的網站： (這些都是免費的喔 ) 

http://tw.search.yahoo.com/free/request [奇摩(須會員)] 

http://dir.pchome.com.tw/register/ [PChome] 

http://www.google.com.tw/addurl/?hl=zh-TW&conti

nue=/addurl [google] 

2. 線上購物：讓顧客可以方便的訂購當地名產。   

3. 顧客互動：讓消費者提供問題及住客留下住後感想，使

業者可以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http://justad.info/�
http://bbs.adhot.com.tw/�
http://www.cathayli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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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確定主題 

↓ 

收集資訊 

↓ 

規劃架站 

↓ 

系統分析 

↓ 

系統美化設計 

↓ 

系統建置 

↓ 

系統測試 

↓ 

系統維護 

圖1.4.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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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針對電子商務與民宿網站架設的部份做探討，內容

包括：  

1. 電子商務的定義  

2. 電子商務的優點  

3. 電子商務之四流  

4. 民宿的發展  

5. 消費者選擇民宿網站的偏好  

6. 電子商務網站與民宿的結合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就是把傳統的商業活動搬到新興的網際網路

(Internet)上來進行。是個人與企業進行線上交易的流程，其中

包括了企業對消費者(B2C)，及企業與企業(B2B)之間的交易。【3】 

 

2.2 電子商務的優點  

1. 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  

2. 網路全年無休  

3. 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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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全球為市場的優勢  

5. 可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的特色  

6. 資料的獨立性  

 

2.3 電子商務之四流  

    金流：係指電子商務中錢或帳的流通過程，亦即因為資

產所有權的移動而造成的金錢或帳務的移動，主要重點在付款

系統與安全性。一般常見的付款機制有：劃撥、匯款、電子現

金、電子錢包、電子支票、信用卡轉帳、智慧卡、虛擬貨幣、

小額付款機制等等。而金流過程的安全機制，最常見的有 SSL

與 SET 等。本民宿是採用銀行匯款及 ATM 轉帳。  

 

    物流：係指實體物品流動與運送傳遞，電子商務上的物

流主要重點在廠商如何將產品送至消費者手上。因為，當消費

者透過網路，在該廠商的網站上直接下單，此時除了非實體商

品外，廠商無法直接透過網路，將實體的產品送給消費者，而

必須透過物流系統，將產品運送至消費者處。本民宿是採用大

榮貨運和新竹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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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流：指得是商品「所有權」的移轉，亦即商品由製造

商、物流中心、零售商到消費者的所有權轉移過程，如商品企

劃、採購、銷售管理、通路管理、消費者服務等、而在此的主

要重點係偏向網站的設計。因為企業網站本身就代表是一種店

面，所以網站的規劃也就等於店面的規劃。  

 

    資訊流：又稱為「情報流」，強調的是訊息的交換與移

轉，包含有，各項資訊交換、經營決策與管理分析等。電子商

務上的資訊流是透過網站上的留言板、監測軟體等，來收集有

關的消費者資訊。【3】  

 

2.4 民宿的發展  

台灣民宿產生的原因，是始於觀光地區住宿設施不

足。最早的民宿發展地區是墾丁國家公園，時間約在西元

1981年  ，解決住宿不足的問題。西元1991年原台灣省政府

原住民行政局，進行輔導原住民利用空屋與當地特有環境

經營民宿，增加原住民收入。政府於西元 2001年 12月 12日

頒定「民宿管理辦法」，正式輔導台灣民宿產業合法化。

2005年民宿快速成長趨於飽和狀態，民宿網頁成為熱門行



19 

銷工具。近年來都市地區民宿業者由於數量倍增，導致民

宿市場出現M型落差的兩極化消費型態。【16】  

 

2.5消費者選擇民宿網站的偏好  

網友不知道那家民宿的口碑如何，通常都會透過yahoo

知識家或一些民宿網討論區留言，有時候也會參考去過的

人所寫的心得、照片和個人部落格，再從中選擇符合自己

喜好的民宿。   

消費者選擇民宿網站的偏好不外乎是房間照片清晰、

明確的交通路線圖、訂房系統操作方便、與顧客互動的留

言版等功能。  

 

2.6電子商務網站與民宿的結合  

有別於以往舊有的行銷方式，電子商務網站主打著，

低成本、高知名度、客製化等服務的優點。各地民宿漸漸

主動或被動的成立民宿資訊網站，讓消費者只要進入這個

網站就能獲得詳細的民宿資訊。包括交通、住宿、美食、

觀光景點、行程建議等資訊，甚至還可線上訂房，對消費

者來說是相當方便而貼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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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業者而言提升曝光率，比藉著口碑來行銷效益更佳，

網路空間無限，可放置更多資訊，藉由互動性的留言機制，

也能詳細回覆消費者的疑問。對消費者而言，則省去資料蒐

集的時間成本，也不用花錢買導覽書，只要列印出所需資訊

即可。  同時藉著單一窗口的平台，可以多方比較，參考網

友經驗談，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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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宿網站功能差異比較  
3.1 台東伊亞咖啡民宿  

 (http://www.oiacafe.com/) 

 

圖3.1.1 伊亞咖啡民宿首頁圖  

伊亞咖啡民宿的首頁是以動畫搭配音樂來呈現，別具特別

風格，讓顧客為該民宿的印象提升不少，所以也是我們製作網

頁時所學習的地方。此網站的基本功能如：簡介、客房、交通、

景點等，另外還有餐點簡介，是餐廳與民宿的結合。缺點是影

音互動區建置不完整，也無訂房系統，是用訂房狀況 (以Excel

的方式呈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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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亞咖啡民宿網站功能表  

網 站 項 目  內    容  

關於伊亞  圖片、地圖、影音介紹。  

伊亞民宿  客房介紹、相關問題、訂房狀況。  

伊亞餐點  餐點介紹。  

給你報報  旅遊及交通相關問題。  

留言板   與顧客互動線上留言板。  

表3.1.1 伊亞咖啡民宿網站功能表  

 

 

 

 

 

 

 

 

 

 

 

 

 

http://www.oiacafe.com/�
http://www.oiacafe.com/�
http://www.oiacafe.com/�
http://www.oiacafe.com/�
http://www.oiac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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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綠茵小筑民宿   

(http://www.greenhouse.idv.tw/) 

 

圖3.2.1 綠茵小筑首頁圖  

 

綠茵小筑的首頁採該民宿景觀切換的方式呈現，頁面風格

簡單，內容整齊方便顧客操作，也是我們做網頁時所學習的目

標。在房型介紹裡，除了客房類型的簡介，網站上還有部落格

及貼心的旅遊網站相關連結。缺點是無訂房系統。  



24 

綠茵小筑網站功能表  

網 站 項 目  內    容  

關於綠茵 圖片、民宿簡介。  

客房介紹 客房介紹、導覽說明。  

線上訂房 無任何連結功能。  

小筑位置 旅遊網相關連結、民宿相關位置導覽。  

最新消息 最新活動資訊。  

旅遊資訊 附近景點介紹。  

訪客留言 與顧客互動線上留言板。  

表3.2.1 綠茵小筑網站功能表  

 

 

 

 

 

 

 

 

 

 

 

http://www.greenhouse.idv.tw/page1.php�
http://www.greenhouse.idv.tw/page2.php�
http://www.gracehouse.com.tw/index2.php�
http://www.greenhouse.idv.tw/page3.php�
http://www.greenhouse.idv.tw/news.php�
http://www.greenhouse.idv.tw/page6.php�
http://www.greenhouse.idv.tw/page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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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莛民宿首頁圖   

(http://www.98.to/海莛民宿 / ) 

 

 

圖4.3.1 海莛民宿首頁圖  

 

http://www.98.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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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製作的網頁內容裡網頁風格是學習伊亞咖啡民

宿的優點，本組利用Photoshop、Dreamweaver等來製作我們

特有手繪風格的網頁。本組的海莛民宿的首頁是利用Flash

來製作動畫呈現。我們的網站功能裡有最新消息來提供顧

客最新優惠活動訊息等專案；還有房型擺設的瀏覽，可讓

顧客更清楚的看到不同角度的房間擺設；本網站套裝行程

是以一日遊去量身訂做的行程，讓顧客可以參考且免去訂

定行程的煩惱；鄰近景點裡我們提供市區的旅遊景點讓遊

客參考；交通資訊裡，我們提供明確的地圖，讓顧客快速

找到民宿地點，減少顧客找尋地點的時間；除了留言版可

與顧客線上互動及發問問題，我們也會將顧客所有民宿的

相關問題即時回應，日後整理到FAQ的功能裡方便顧客查

詢；除了以上基本功能之外，我們也有訂房系統，可讓顧

客知道最新的訂房狀況，且縮短顧客訂房時間，也方便業

者整理 (本民宿訂房系統是業者加入 EZ訂民宿通所提供之

服務 )；我們另外還有線上購物，主要是賣當地名產，讓顧

客可以品嘗台東特有的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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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莛民宿網站功能表  

 

網 站 項 目  內    容  

最新消息  優惠活動。  

房型介紹  客房介紹、導覽說明、線上訂房連結。  

套裝行程  一日遊行程介紹。  

交通資訊  交通位置圖。  

鄰近景點  週邊商圈、特色餐飲。  

留言版  顧客評論。  

線上購物  訂購台東特有名產。  

FAQ 常見問題討論。  

表3.3.1 海莛民宿網站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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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民宿網站比較   

與伊亞咖啡、綠茵小筑兩家民宿比較起來，海莛民宿最大

的優勢是具有線上購物的功能。  

 

網站功能比較表  

    民宿名稱  

網站項目  
伊亞咖啡  綠茵小筑  海莛  

最新消息  V V V 

房型介紹  V V V 

餐點介紹  V   

套裝行程    V 

交通資訊  V V V 

訂房系統  訂房狀況   V 

鄰近景點  V V V 

相關連結   V V 

留言版  V V V 

線上購物    V 

FAQ   V 

表3.4.1 網站功能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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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分析  
4.1 硬體需求設備  

一、本系統執行時Server端所使用的硬體為：  

 

 

 

 

 

 

 

 

表4.1.1 Server端硬體需求  

 

二、建議Client端所使用的硬體為：  

 

CPU Intel pentium4 400MHZ 以上 

RAM 64MB 以上（建議128MB 以上）之記憶體  

作業系統  Windows XP/或更高版本  

表4.1.2 Client端硬體需求  

 

 

CPU Intel pentium4 3.0GHz 以上 

RAM 1.5GB 以上 

HD 80G 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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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開發軟體  

osCommerce 

以市面上的行情來說，架設購物網站動輒數十萬以上的費

用，讓人見了熱情馬上消減退半。 osCommerce的出現，扭轉

了大家對購物網站價格昂貴、難以架設的刻版印象，帶來了新

的選擇與機會，不論是一般大眾或企業都可以利用最簡單的方

式架設網路商店， osCommerce是屬於開放原始碼即完全免費

軟體，提供完整的購物交易功能，讓一般人也可以輕易架設與

管理，osCommerce是以Apache/PHP/MySQL架構所開發，可以

安裝於Linux、Microsoft Windows、BSD、MAC等環境，提供

真正跨平台、零成本與高效能的購物網站解決方案。【8】  

 

    自 osCommerce公開發表以來，由於其「開放原始碼」的

特性，在網路上快速流通並蓬勃發展，目前世界各國採用

osCommerce運作的網路商店家數已不計其數，成為最受歡迎

的購物網站架設軟體， osCommerce提供了購物網站完整的購

物機制，並且支援多國語言架構，包含繁簡中文、英文、日文、

法文、西班牙文等數十種語言，而且陸續有熱心技術人員提供

各國語言模組【8】，osCommerce的多國語言架構不僅僅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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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訊息的部分，也包含商品、付款、計價方面也提供模組化的

架構，讓使用者可以按照實際的需要來加掛不同的模組。【9】 

1. 購物車：購物網站最重要的便是購物車系統，提供客戶

線上選購商品，完成後直接進入結帳功能，進而選擇付款

方式與運送模式。  

2. 會員管理：除了登入會員的基本資料外，還提供通訊錄

給會員紀錄多組送貨地址，讓會員在結帳時可以選擇不同

的出貨地址。  

3. 商品分類： osCommerce的商品分類可以自由彈性調

整，建立適合自己商品的分類方式。  

4. 商品上架：除了基本商品訊息與照片管理之外，還可以

彈性設定上架與暫時下架，更可以做安全庫存量管制，以

及彈性的多種稅率選擇。  

5. 訂單處理：當客戶在訂購產品並結帳後， osCommerce

會用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客戶，管理者可以從後台對訂單

做處理同時更新訂單狀況，隨時通知客戶目前的訂單處理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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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子報：管理者可以透過電子報語會員溝通，其中還包

含產品通知，會員也可以針對感興趣的商品設定產品通

知，獲知產品後續相關訊息。  

7. 資料備份：可以隨時備份保存網站產品、客戶與交易等

相關重要資料，並提供資料庫還原功能。  

 

一個成功經營的購物網站，除了擁有完備的購物機制外，

最重要的還是在如何結合有效資源，創意行銷，在虛擬通路與

實體通路間，找出一個最佳平衡點，才能發揮 osCommerce能

帶來的最大效益。  

 

 

PHP 

PHP的全名為Hypertext Preprocessor，它是個被廣泛運用

在網頁程式撰寫的語言，尤其是它能適用於網頁程式的開發及

能夠嵌入HTML文件之中，它的語法和C、Java及Perl等語法相

似，且學習起來更容易上手。PHP的目的是為了能使網站開發

者可以快速的撰寫動態網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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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的特色： 

1. 學習容易 

2. 語法簡單，類似Ｃ語言，有經驗的人可輕鬆上手 

3. 開放程式碼，容易取得範例程式或免費的程式碼 

4. 可以自由地選擇作業系統(跨平台)和 WEB 伺服器  

5. 可被用來動態輸出圖像、PDF 檔甚至 Flash 動畫（使用 libswf 

和 Ming）  

6. 最強大最顯著的特性之一，是它支援多種的資料庫 

7. 在伺服器端執行 

8. 支援多種通訊協定 

 

Flash 

Flash 可以整合各種類型的多媒體素材應用，不論是點陣圖、向量

圖、影音檔、文字，其強大的整合功能與易學易用的特質，以及檔案

小、效能佳、適合發佈於網路上的特性，是 Flash 大受歡迎的最主要原

因，它不僅是一套互動式多媒體編輯工具，能製作流暢精美的動畫，

也可以利用其所提供的 ActionScript 程式語言來撰寫互動的功能。【13】   

可匯入、匯出多種檔案格式，可與資料庫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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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weaver 

Macromedia Dreamweaver 是一套功能強大而介面人性化

的網頁編輯軟體及管理工具，能支援更多的網路應用程式的

Tag，如ASP、 JSP、PHP等等，方便網頁設計能夠將網路應用

程式設計所開發出來的應用程式直接加到網頁上。它的最大特

色是功能完整、管理與維護工具眾多，且具有極高的擴充性，

可以讓初學者透過友善的操作介面，輕鬆地做出多媒體、動態

化與互動式的網頁，將所製作的網站檔案上傳到伺服器，以及

管理與維護整理網站。【12】  

 

PhotoImpact 

PhotoImpact是一套整合相片編修、影像設計與網頁製作3

大功能的影像編修軟體，重要的是它適合初學者，可以簡單的

使用美工及濾鏡特效，所有操作介面與工具列皆簡化增大，能

快速方便的去使用經常操作的指令工具。  

 

Photoshop 

是Adobe公司以點陣圖為基礎，包含部分文字編輯與向量

繪圖功能的數位影像處理套裝軟體。支持眾多的圖像格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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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的常見操作和變換做到了非常精細的程度，提供了相當簡

捷和自由的操作環境。【15】  

 

MySQL 

是一種跨平台、多使用者、多執行者、支援SQL語言、執

行速度快以及網際網路中大量被採用的資料庫系統。MySQL

屬開放源碼，可以免費使用及流通、進入門檻低、執行速度快，

跨平台 (WINDOWS平台也可以執行 )、支援工具多等特性，十

分適合用來開發各種系統！MySQL沒有所謂連線使用者限制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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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網站系統架構  

 

          首頁           

                         
                                

最新消息  房型介紹  交通資訊  鄰近景點   套裝行程  線上購物  留言版  FAQ 

                          

最
新
優
惠
方
案 

 

訂
房
系
統 

 

交
通
位
置
圖 

 
景
點
介
紹 

  

一
日
遊
行
程 

 
購
物
車 

    

  

結
帳 

 

圖4.3.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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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發展流程說明 

系統發展過程 說明 

確定主題 
根據同組組員和指導老師討論出來的結論，

確定本網站的主題為「海莛民宿｣。 

收集資訊 
收集相關海莛民宿資料、圖片以及相關各種

資訊。 

規劃架站 
根據同組人員討論出本網站的主要架構，而

開始進行網站製作。 

系統分析 分析該系統需使用何種軟體、系統需求。 

系統美化設計 開始製作圖片、頁面排版。 

系統建置 開始建置本系統，一邊建置一邊做網站測試。 

系統測試 

系統測試階段，若發現有不足或失敗的地

方，立刻做調整、修改，直到整個系統可以

完整運作為止。 

系統維護 
要常進行系統維護修改、測試、更新，讓本

系統完整運作而不中斷。 

表4.4.1 系統發展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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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線上購物流程圖                                                                                                                                                                        

會員登入：是則直接登入，否則請求加入會員。  

會員購物：選取好商品之後，利用購物車系統，紀錄所選取的

商品與數量，在經由買家付款後，完成此筆交易。  

如下圖4.5.1所示。  

 

圖4.5.1 線上購物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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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版：任何使用者均可觀看本網站留言版，以及發表新留

言；使用者可以利用此留言版與其他對海莛民宿有任何興趣或

疑問的人交流。  

 

圖4.5.2 留言版流程圖  

 
 

開始 

觀看留言內容 

是否發表 

新留言 

是否離開 

留言版 

結束 

NO 
YES 

YES 

NO  

發表新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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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網站資料庫 

在電子商務網站中，除了前台的功能服務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在於

資料庫，因為裡面包含了網站的所有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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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可或缺的。 

4.6.1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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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資料庫規格 

 

 

 

圖 4.6.2 會員資料表 

 

會員資料欄位：會員帳號、密碼、姓名、性別、生日、電話、傳真、

即時通訊、郵遞區號、地址、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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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3 購物車資料表 

購物車資料欄位：會員帳號、商品名稱、會員購買的數量、會員購買

的價格、最終決定不更改的價格。 

 

 

圖 4.6.4 購物車商品屬性資料表 

購物車商品屬性欄位：購物車商品屬性帳號、會員帳號、商品名稱、

商品的選擇、商品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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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 商品資料表 

 

商品基本資料欄位：商品名稱、商品數量、商品模型、商品圖像、商

品價格、商品最後價格、商品最後修改、商品有效日期、商品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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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6 商品評論資料表 

 

商品評論欄位：評論帳號、商品名稱、會員帳號、會員姓名、評論主

題、附加日期、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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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者介面說明  
5.1 網站首頁  

可看到功能及最新消息，如圖5.1所示。  

圖5.1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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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交通資訊  

了解如何前往民宿之交通位置圖。如圖5.2所示。  

 

圖5.2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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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房型介紹  

客戶知道房間周圍環境以及了解房價資訊。如圖5.3所示。  

 

圖5.3 房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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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線上購物  

線上購物的首頁。如圖5.4所示。  

 

圖5.4 線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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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登入會員  

此頁維新客戶新增帳號、舊客戶登入之功能。如圖 5.4.1所示。 

圖5.4.1 登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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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新增帳號  

加入會員時，請填以下資料，資料並送出成功後，使用者可開

始使用各項功能。如圖5.4.2所示。  

 

圖5.4.2 新增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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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商品介紹  

讓會員清楚知道商品各項分類以及商品價格。如圖5.4.3所示。

 

圖5.4.3 商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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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購物車  

可先把喜愛商品放入購物車，再繼續選購。如圖5.4.4所示。  

 

圖5.4.4 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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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結帳  

商品結帳時，可核對出貨地址及商品清單各項會員資料。如圖

5.4.5所示。

 

圖5.4.5 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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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套裝行程  

 

建議客戶一日遊行程。如圖5.5所示。  

 

圖5.5 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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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週邊景點  

 

提供民宿周圍景點資訊，讓顧客可以參考如何遊玩。如圖5.6

所示。  

 

圖5.6 週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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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留言板  

提供客戶來民宿遊玩或網購商品時，可發表感想。如圖5.7所示。 

 

圖5.7 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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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FAQ  

 

提供顧客基本問與答的基本問題。如圖5.8所示。  

 

圖5.8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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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管理者介面說明   

6.1 管理者登入  

管理者登入後，可查詢及修改各項功能。如圖6.1所示。

 

圖6.1 管理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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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系統管理  

管理者可透過以下各項分類進行管理。如圖6.2所示。  

 

圖6.2 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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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系統設定  

此介面管理者可管理群組及新增管理成員。如圖6.2.1所示。 

 

圖6.2.1 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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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我的商店  

系統設定可修改我的商品、會員資料、圖片設定等功能。

如圖6.2.2所示。  

 

圖6.2.2 我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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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商品目錄  

目錄可新增商品或修改商品之功能。如圖6.2.3所示。  

 

圖6.2.3 商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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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外掛模組  

管理者可修改付款、出貨方式及訂單統計等功能。如圖

6.2.4。  

 

圖6.2.4 外掛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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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客戶訂單  

此部分可管理訂單資料、客戶資料。如圖6.2.5所示。  

 

圖6.2.5客戶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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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各類報表  

此部分幫管理者分析那些商品熱賣，讓管理者參考。如圖

6.2.6所示。  

 

圖6.2.6各類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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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系統工具  

此部分可寄發電子郵件給會員。如圖6.2.7所示。  

 

圖6.2.7系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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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7.1 結論  

    本組完成建立電子商務網站，除了部落格之外，增加

一個平台可供消費者取得更多的資訊，並且整合部落格上

的資訊，以提高網站的能見度。在設計網站方面，我們是

參考伊亞咖啡民宿網站的風格，創造完全屬於我們海莛民

宿的動畫以及手繪風格的特色。在網站功能的設計新增許

多功能，交通資訊、客房瀏覽、景點介紹、行程推薦、FAQ

及線上購物車建置。並經由網頁的呈現，讓消費者可以看

見更多的商品，並藉由留言版的互動，更加拉近與消費者

之間的距離，讓消費者提供問題及住客留下住後感想，使

業者可以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本組經過長達一年來的專題討論，終於圓滿完成。在

製作專題的過程中，必須使用到一些尚未接觸過的軟體，所

以我們利用老師的建議與學校的資源，將其應用在專題實務

上。也由於這些問題的產生，才讓我們的專業能力更上一

層，也多了一份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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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開始的蒐集資料、網站建置到最後的osCommerce

線上購物系統，在這段期間，雖然不斷的有難題出現，但

是靠著組員們的分工合作、指導老師的協助，並透過民宿

業者的合作與不斷的溝通，才紛紛將難題解決，完成了符

合民宿業者與組員們所規劃的成果。  

  

7.2 未來展望  

未來我們會實際指導業者操作網站的功能與購物系

統。我們以後也會不斷的定期做更新及維護。例如定期更新

最新優惠活動，更新客房照片提升消費者視覺感受，進而增

加選擇的意願，且未來在網站的維護下，期望能使整個網站

能更安全且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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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工作分配表 
 

工作名稱 組員 

專題題目與資料收集 全體成員 

訪談與圖片收集 吳秉彥、吳彥禎 

書面製作 吳秉彥、吳淑惠、楊勝發、沈芳如 

網站架構規劃與設計 吳彥禎、吳淑惠、楊勝發、沈芳如 

網站建置跟測試 吳彥禎 

海報設計 吳秉彥 

投影片製作 吳秉彥、沈芳如、吳淑惠、楊勝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