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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超大型積體電路及相關資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網際

網路快速成長，電子商務也得以受到各界關注，改變了原本的商業模

式，成了今日商業活動的主流之一。未來人類的交易行為必然更仰賴

電子形式的交易，企業朝網際網路的發展已是不可避免，不論是傳統

產業還是新興產業都難逃這潮流的衝擊。近年來，明顯的發現，各行

各業對於此一領域皆有高度的興趣，其目的不外乎尋求生存，並進一

步尋找潛在的商機。 

為了提高研究對象的競爭力，並增加本組成員於此一領域之實務

經驗，本報告以經營三十年之久的「晶巧美術燈飾店」為案例進行研

究，實地瞭解案例的需求，協助案例量身訂做電子商務網站，並利用

網路行銷的概念進行宣傳及促銷，將有助於傳播產品資訊或提供客戶

分享之前購買經驗等資訊，藉此提高店面的曝光率與知名度，促進與

顧客的互動交流，以求更加了解顧客的需求，並改善經營體質與競爭

力，期望達到企業 e 化的階段。 

本專題規劃製作之電子商務網站不僅提供店家的產品相關資訊介

紹，還提供了產品搜尋訂購與討論區，讓顧客隨時能夠查詢到所需要

的資訊，提高服務品質及效率。 

 

 

關鍵字： 晶巧美術燈飾、燈具、電子商務、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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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現今是資訊網路蓬勃發展的時代，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

網際網路使用度相當普遍，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台甚至多台電

腦。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0)的資料顯示，民國 99 年 1 月，12

歲以上之民眾已有 72.56%(1,467 萬人 )曾使用過網路，比去年

(98 年 )增加了 1.61%，而每年調查都有往上攀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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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上網人口成長圖  
 

從圖 1-2 顯示，目前台灣地區可以上網的家庭近 595 萬戶，

普及性達七成六（76.79%）。而且，家中擁有電腦的家庭數量

將會持續攀升，可見網路已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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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家庭上網率  

 

網際網路的發展促使電子商務日漸受到企業的重視，造就

更多商業利益，也讓各企業的行銷策略隨之變動，企業朝網路

發展已是擋不住的趨勢，然而要如何善用網際網路來增加企業

的競爭優勢已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電子商務提供了更多樣化的消費選擇，也改變了消費者的

消費習慣與既有的經濟運作模式等。這些改變影響了傳統行業

的經營手法，不但減少傳統店面的開銷，並且不受時間與空間

的限制，延伸交易的市場範圍，讓商業行為更加的省時便利，

達到天涯若比鄰的境界，不再像從前那樣只是開店等待顧客上

門。  

此外，由於電子商務提供了消費者或企業各種所需之資

訊，使得各類的訊息完全透明化。在資訊透明化的電子商務

中，消費者的主權得以受到保護，因此消費者的購買門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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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通路逐漸轉變為網路消費，藉由網路獲取各種資訊來挑選

最有利於自己的消費組合，以節省生活上的花費，不再需要耗

費大量時間逐一比較商家的價格與服務品質。這將使企業競爭

的情況更為明顯，讓社會整體福利再提昇。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利用 TWE-commerce 軟體規劃出一個

B2C 網路購物平台，透過網際網路資訊的廣播，將店家的產品

資訊推廣予廣大的網路使用族群，增進店家的曝光率，提高營

運作業的效率與效能，並提供更為簡便完善的服務，促進與顧

客的互動交流，以了解顧客的需求。此外，希望能藉此探討電

子商務的經營模式及行銷推廣方式等相關問題。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與「晶巧美術燈飾店」接觸訪談，以了解該店家目前及未

來的發展需求。 

 針對「晶巧美術燈飾店」所期望的發展需求及市場進行研

究和分析，以便擬定未來發展的方針與方向。 

 依照「晶巧美術燈飾店」的需求建置一個電子商務網站，

將產品資訊推廣於更多消費者。 

 期望透過電子商務網站的建置提高曝光率，進而拓展晶巧

美術燈飾店之其他銷售通路，提升銷售量與知名度。 

 將「晶巧美術燈飾店」所販售之產品及店家相關服務資訊

之內容呈現於網頁，並且定期更新，讓消費者能夠隨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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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需之最新資訊。 

 經由架設討論區，促進與消費者的交流互動，了解並掌握

消費者的產品需求及消費者對店家服務內容之反應，以便

店家修正和增進產品與相關服務內容，藉此縮短和消費者

之間的距離，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也可透過此討論區進行

交流。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首先確定研究主題為晶巧美術燈飾店建置，探

討其研究目的，從書籍與相關文獻中收集相關資料，再深入分

析網路行銷的定義與優點，並架設網站提供上網銷售行為，經

過不斷的網站測試與資料修正，最後在將正確的資訊呈現於商

務網站之上，流程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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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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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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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限制可分為下列幾點：  

(1) 研究對象之限制：  

本研究之對象業主所經營的只是一般小本經營的店

面，在現階段只希望能夠以成本較低的方式做嘗試，因

此在能運用的資源方面有所限制。  

(2) 研究環境之限制：  

本研究網站目前架設於學校機台做專題用測試，以致有

許多問題限制，例如無法從外部連結到學校網站內部、

無法放到搜尋引擎上等。  

(3) 研究內容之限制：  

此次研究是本小組初次架設網站，在網站建置方面之經

驗稍嫌生疏，因此在網站頁面美化及網站內容部份可能

不是那麼完善，尚有進步與改善之空間。曾嘗試將網站

資料轉移至外部空間，卻因網站資料轉移不對稱，以致

無法轉移，加上時間緊迫，導致網站目前仍然架設於學

校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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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EC）最簡單的解釋就是

「藉由網際網路 (Internet)將購買與銷售、產品與服務等商業活

動結合在一起，進而調整交易的基礎和型態」 。電子商務主要

是建構在電子交易系統上，將傳統的金流和物流數位化，並且

發展「資訊流」，這就是所謂的電子商務。  

所謂的電子商務，許多學者分別有著不同的定義，整理如

下：  

Kalakota and Whinston(1996)認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企業

對電子商務的定義也會有所不同。整理如下表 2-1：  

表 2-1 企業對電子商務定義  

觀察角度 對電子商務之定義 

從通訊的角度來看 電子商務是利用電話線、電腦網路來傳遞資

訊、產品及服務。 

從電子技術的角度

來看 

電子商務是透過一組中間媒介，將數位的輸入

轉換成加值輸出的處理過程 

從企業流程的角度

來看 

電子商務是商業交易及工作流程自動化的技術

應用，即所謂的 e-corporation 

從上網者的角度來

看 

電子商務提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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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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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務的角度來看 電子商務是企業管理階層想要降低服務成本，

及想要提高產品的品質，且加速服務傳遞速度

的一種工具。 

 

Papazoglou & Tsalpatidou (1999)認為電子商務是指企業透

過電子網路 (例如 Internet、WWW)做生意，屬電子資料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擴展。其內容有：電子行

銷、電子市場、電子訂單、電子付款及售後服務等商業行為。 

Michal Bloch, Yves Pigneur & Arie Segev (1996)三位學者

認為，電子商務是經由數位電子設備，支援企業進行商業上之

任何交易活動。  

由以上學者看法可看出，電子商務與各產業息息相關。整

合以上的電子商務定義，我們認為電子商務不管從哪個角度來

看，都是經由數位電子設備將購買與銷售、產品與服務等商業

活動結合，依照自己的需求，來改善商品、服務與增加傳送速

度服務的品質，並且降低服務成本的一種工具。  

電子商務的應用層面相當廣泛，若依交易對象來區分，可

分為以下四項：  

1. B2B 電子商務：  

B2B(Business to Business)是指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務模

式。過去受限於地理與空間的限制，必須靠人的移動或傳真才

能處理，但是現在可以透過網路處理一切，不但改善批發商訂

貨的程序、並透過網路的聯繫、獲取產品的最新資訊更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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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達到供應鏈的整合，亦簡化企業間的資訊流通成本，使得

企業與企業間的交易流程更有效率，而且更快更便宜。  

許多專家與學者認為要做好 B2B 的經營模式，至少要完成

下列四個發展階段，以下為 Morgan Stanley(2000)公司所提出

的摘要：  

第一階段：電子資料 (EDI)交換階段  

這是初期的資料交換階段，在此階段，企業間各自

形成封閉網路，只透過既有的通訊標準來管制資料傳送

工作。例如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價單等等。  

第二階段：一般基礎電子商務網站交易  

企業與企業間可以在商務網站上進行交易，並完成

金流、商流等作業，不需仰賴仲介或代理商經手商務，

因此企業間將可降低經營費用。  

第三階段：電子交易市集  

尋求願意花錢建立電子商圈的業者，並廣招企業在

商圈內建立據點經營商務，提供一個讓買賣雙方交易的

環境。  

第四階段：協同商務  

除了注重自身企業內部流程外，將企業與其上下游

廠商整合在一起，共同致力於研發、行銷、採購、銷售

等業務流程，以使達到企業合作經營目的。  

2. B2C 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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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指企業將產品或服務販售到公眾或最終

消費者。這種無仲介化或去中間化(disintermediation)的企業可以跳脫傳

統的零售方式，直接將產品賣給消費者，並藉由減少仲介或代理商而

增加收益。 

傳統的 B2C 得透過實體的店面，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建構

銷售的管道，難免受到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但隨著網際網路的

發展，現今消費者除了可以在實體店面選購商品外，亦可直接

在網路進行採購行為，企業也能將商品型錄查詢、產品支援、

即時產品資訊報導、線上訂貨等資訊放在網路上供消費者參

考，並透過網路提供各式各樣的線上即時服務。例如： IKEA

宜家家居、B&Q 等。  

3. B2G 電子商務：  

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各項事務都可以涵蓋在 B2G 電子商務

中，包括政府採購、稅收、商檢、管理條例的發佈等。例如政

府電子採購網，政府的採購發包可以透過 Internet 在網路上發

佈，企業也可以透過 Internet 回應。  

4. C2C 電子商務：  

C2C 電子商務是最終消費者之間的網路交易活動，可能沒

有商家的參與。簡單的說，C2C 就是消費者本身提供服務或產

品給消費者，最常見的形態就是個人工作者提供服務給消費

者，如保險從業人員、傳銷人員的線上服務及銷售網站或是商

品競標網站。例如網路拍賣 Yahoo、 eBay 等。  

本研究之對象是將商品轉至店面販售的實體中間商，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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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進口廠商透過中間商來對消費者提供販售、安裝、維修、運

送等服務與品質的保證，透過研究將協助研究對象建立線上服

務的 B2C 電子商務網站，運用 e 化有效提升對象的競爭力，

進而促進行銷及增加商機。例如線上購物車、線上商品介紹與

圖片、討論區、E-mail、商品安裝諮詢等功能。  

 

2.2 電子商務的發展歷史   

網際網路起源於 1960 年代後期，當時美國國防部所設立的

尖端研究企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ARPA）

為了分散管理控制權，讓資料在戰爭時還能夠繼續流通，而研

發出 ARPANet 分封交換網路，但想不到，這 ARPANet 網路就

是今天 Internet 網際網路的前身。  

到了 1982 年，網際網路這個名詞首次被使用。在這之後，

網路開始逐漸成熟、普及於基層，不再只是屬於學術界或國防

界的特權。網際網路的興起，帶動了電子商務的發展，徹底顛

覆了傳統的商務體系，許多企業廠商紛紛將營運流程數位化，

使得營運更有效率。  

Kalakota and Whinston(1996)將電子商務的發展歷史，從

1970 年開始分為五個階段，其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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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電子商務發展沿革  
 

第一階段：電子資金轉換：  

1970 年代，銀行之間利用本身自有的網路，進行電子資金

轉換（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EFT）作業，藉由電子的

匯款資訊(例如轉帳、ATM 等)來提供電子支付體制。當時

在美國，每天就有四兆美元以上金額的 EFT 透過連接銀

行、自動票據交換所與公司的電腦進行交換。 

第二階段：電子資料交換與郵件服務： 

在 1970 年代晚期至 1980 年代初期，由於電子資料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以及電子郵件

（Electronic Mail；E-Mail）等電子訊息交換技術的出現，

在企業間廣為流行，使得電子商務有了新的風貌。而電子

郵件也是 Internet 所提供的工具中，最被廣泛應用的一種。

電子交換技術與郵件服務等電子訊息交換技術以自動化和

電子化取代了原本企業繁瑣的資料交換程序，大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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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的運作效率。例如：將採購訂單和發票之類的商業

文檔透過電子資料的方式發送出去。 

第三階段：世界地球村： 

1980 年代中期，以線上服務的形式，提供聊天室(Chat 

Room)、新聞群組(News Group)與檔案傳輸(FTP)等新的互

動方式，用較少的成本與地球另一端的人進行溝通、資訊

的存取與交換，這樣的互動創造了網路世界居民，並且衍

生出虛擬網路社群(Virtual Community)的想法，同時也產生

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 

第四階段：電子化工作流程： 

198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初期，這段時間企業組織紛紛

講究高效率，因此經由電子資訊的技術轉化成工作流程系

統(Workflow Systems)的設計或群組軟體(Groupware)的應

用，透視企業流程的瓶頸，提供流程數據分析，節省龐大

的人力、物力，增進管理效益。 

第五階段：網路發展與全球資訊網： 

1990 年代初期，電腦網路技術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網際網

路 Internet 與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的出

現，在應用程式和使用上的便利性有很大的進展，也讓電

子商務開始全面普及，網路虛擬社會因而產生。 

 

2.3 電子商務的四流  

透過電子化的角度，可將電子商務分成四個流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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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商流  

指資產所有權的轉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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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流主要是經營管理等相關資

訊，其中包含行銷資訊、溝通合作的經營管理訊息。例如：商

品企劃與開發、交易的談判、市場開發、資金流通等。  

(二 ) 物流  

指企業實體物品流動情形，包含商品的配送。企業必須要

有快速的配送服務，產品可經由傳統的經銷通路，當然也可以

直接以網路配送，如諮詢、書籍、產業報告、有價資訊等。除

產品本身外，涵蓋範圍包括供應商、製造工廠、配銷點、及最

終消費者。例如：運輸、裝卸、倉儲、路線安排、配送等。  

 電子商務個人化行銷的方式，間接的帶動宅配業的發

展。台灣的傳統貨運業者，多半是以企業為主要核心客戶，極

少以消費者為核心的；民間快遞業者多是以小規模單點往來的

公司行號為主要送遞對象；而個人消費者，則是以郵局為主要

郵寄方式居多。 

 目前電子商務的物流種類大約分為下列幾項： 

(1) 宅配  

為目前大部分電子商務網站使用的物流方式，送貨時間較

為快速且便利，且大部分皆可依客戶方便的時間送貨到府。例

如黑貓宅急便、大鳥宅急便等。  

(2) 郵局寄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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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方式大多分為掛號、包裹、快捷等。掛號及包裹的送

達時間較為慢且無法掌控；快捷則補足掛號及包裹的缺點，其

模式較類似宅配方式，可以直接送至郵政寄送，必要時也可要

求到府收貨。 

(3) 貨運 

目前也有配到府的服務，不過主要的服務對象大部分仍是

公司行號、工廠、營利單位等較大宗物流需求的單位。例如新

竹貨運、大榮貨運等。 

(4) 自送 

本業主對於自身的工作責任相當看重，因此都親自將商品

送達給消費者，並進行商品安裝等行為。而目前電子商務網站

多以宅配、郵局、貨運送達方式寄貨，少以自送的方式送貨，

因為自送方式會使店家多出額外的成本，如運費、人力成本

等。因此本店家在本縣市內多以自送的方式，只有外縣市才以

貨運方式送達。 

表 2-2 物流比較表  
比較項目 宅配 貨運 郵局 自送 
計費方式 貨品體積 貨品體積 貨品體積 無限制 

收件 至營業所領

取、送達 
至營業所領

取、送達 
至營業所領

取、送達 
送達 

貨品毀損 上限 3 萬 上限 3-5 萬 上限 3 萬 照價 
貨物包裝 有專門包裝

袋 
寄方自行包

裝 
有專門包裝

袋 
有專門包裝 

本研究中間商是經由工廠已有的物流產業，將產品由工廠

送到中間商的店面，再由中間商送至消費者家中進行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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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如下圖 2-2 所示。

接獲訂單

訂單商品確認

向供應商訂購商品 查詢存貨?

確認交付商品時間

商品交付完成

商品確認

NO

YES

裝設商品

不裝設商品

交付商品

NO

YES

確認是否需裝設商品?

 

圖 2-2 送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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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金流  

是電子商務中的付款機制，所傳遞的資料主要為消費者的

付款資料，此資料必須具安全性、完整性、不可否認性，因此

必須配合加密或第三者認證和多元安全協定來完成，金流主要

發生在電子商務網站及消費者及銀行之間。例如：收付貨款。 

本研究網站採用 ATM、銀行匯款、自取付現及貨到付款方

式。  

(四 ) 資訊流  

主要是傳遞消費者的訂單資料，其中包含消費者的資料 (收

件人、收件地址、收件時間 )，以及訂購的產品資訊 (產品名稱、

數量 )。資訊流發生在消費者、電子商務網站、以及產品的發

貨中心。  

本研究網站可利用網路訂購系統，提高商品購買、配送與

管理效率。例如：促銷資訊傳遞、顧客資料、訂單處理及庫存

管理等。 

 

2.4 網路行銷之相關研究 

本章節主要整理眾多學者對於「網路行銷」一詞之定義，

並依此整理並彙整出網路行銷之定義為何；整理並彙整出各家

學者所提出之傳統行銷策略為基礎，並根據網路行銷的特性，

整理出 4P 所組成的行銷組合。最後，綜合專家學者所提出的

文獻，整理目前網際網路提供的服務、行銷現況與優點，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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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當前傳統美術燈具商家運用網路行銷的可行性策略與方

向，作為本研究所探討之方向。  

 

2.4.1 網路行銷之定義 

以下是專家學者們在自身著作或是發表談話中對於網路行

銷個人所作出的定義：  

Judy Strauss、Adel El-Ansary 及 Raymond Frost(2008)三位

學者認為網路行銷是把資訊科技應用到傳統行銷的結果。  

曹修源、林豪鏘 (2009)兩位學者認為只要行銷活動與行銷

溝通是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的，就可以算是網際網路行銷，簡

稱網路行銷。  

劉文良 (2005)認為網路行銷是一種互動性行銷，其透過網

際網路之應用，提供顧客相關的產品與服務的資訊，甚至是讓

顧客參與整個企劃流程，以維持顧客並促進顧客間的關係，所

進行的行銷活動之過程。  

榮泰生 (2007)認為網路行銷又可稱為「虛擬行銷」。它是針

對網際網路或商業線上服務的特定顧客，來銷售產品和服務的

一系列行銷策略及活動。  

資策會將網路行銷定義為利用電腦網路進行商品議價、推

廣、配銷、及服務等活動，以比競爭對手更能滿足顧客之需求，

同時達成企業組織之目標。  

整合以上述所提之學者發言，本組界定出一個網路行銷範

疇。「網路行銷」為藉由網際網路的資訊流通快速特性，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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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家進行更有效的產品、服務或資訊的廣泛提供與推廣，更

能達成顧客進行購買的決策過程、取得公眾服務之目的，並發

揮迅速蒐集資訊與即時回饋廣大使用者意見的雙向溝通功

能。換句話說，凡利用網際網路進行的各式行銷工作，即可通

稱為「網路行銷」。 

 

2.4.2 網路行銷與傳統行銷之比較  

根據網路行銷的趨勢，發展新的網路行銷與傳統行銷的區

別在於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流互動，透過深度的溝通及服務，瞭

解顧客的需求。因此企業希望經由網路互動的特性，運用有效

的溝通管道，以最少的資源掌握顧客的需求，以達到網路行銷

應用於大眾福利的成效。  

邱義智、吳大偉 (2002)認為，傳統行銷方式較屬於單向式、

間接式、多階層的方式，而網路行銷方式是一種互動、直接、

具有即時回饋的模式。  

本研究將幾位專家學者們所提出的行銷組合概念之內容加

以歸納整理，而本研究整理其內容簡要敘述如下表：   

表 2-3 網路行銷與傳統行銷組合之比較  

比較項目 網路行銷 傳統行銷 

產品 

（Product） 

1、增加軟性貨物如資料

性、軟體性、服務性、媒

體性、非實體性商品之銷

售機會。 

2、不變質、規格化之商品

為理想之網路商品。 

消費性商品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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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網路廣告以服務性

商品為最大宗廣告來源，

金融商品不容忽視，資訊

商品將成為明日之星。 

4、滿足顧客需求的產品或

服務。 

價格 

（Price） 

1、無關稅、降低中間商成

本、降低行銷成本、價格

彈性化。 

2、節省蒐集成本，達到直

接銷售的目的。 

價格受到中間商及關稅

相當影響。 

通路 

（Place） 

1、虛擬化、無空間、無租

金、低成本、全球化虛擬

通路、無倉儲、無庫存。 

2、以多媒體的資訊呈現，

達到廣告、促銷、公共關

係的目標。 

空間成本高、包括租

金、通路及空間費用。 

促銷 

（Promotion） 

1、提高充分的銷售資訊、

兼顧迅速及資料完整性、

24 小時多項互動行銷，成

本低。 

2、進行全球性及跨國性活

動宣傳的成本低。 

3、無障礙進入國際市場。 

1、偏重單向行銷。 

2、傳播成本極高。 

 

 

從上述二組行銷模式的組合中，便可以發現網路行銷組合

可以當作是傳統行銷組合的延伸性行銷模式。從另外一個角度

想，網路行銷簡化了傳統行銷組合之中所容易耗費成本的部

分，進而加強了行銷流程的效率，提高充分的銷售資訊、兼顧

迅速及資料完整性。而就一般而言，團體企業若將傳統行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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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網路行銷的模式，將有助於企業對於市場競爭力的高度提

昇，也就是降低消耗成本、增加利潤收益，並促進其團體企業

內部的整合。  

2.4.3 網路行銷的優點  

單就企業與消費者的觀點來看， Janal(1995)認為網路行銷

具備以下八點優點：  

一、  消費者可在家中享有全天 24 小時便利的服務，

訂製專屬個人化的商品，例如購物、訂票、送禮、

金融交易、遊戲等。  

二、  電腦可儲存並顯示大量的產品描述和價格提供

給消費者查詢，遠超過於看板、報章雜誌或是電

視所能呈現產品資訊。  

三、  消費者不必擔心推銷員的硬性促銷或軟性干擾。 

四、  公司能夠隨時反應市場的需要，迅速增加及更新

產品說明和價格。  

五、  數位式目錄的製造成本遠低於印刷和郵遞目

錄、減少印刷郵遞成本。  

六、  線上商店不需要花費龐大的店面、庫存租金、水

電等費用、減少大量的開店支出。  

七、  商家可以藉由線上交談與客戶建立長久的顧客

關係。  

八、  將市場延伸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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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1998)認為企業不論規模大小皆能負擔。廣告區塊大

小不會像一般的平面或影像媒體受到限制。快速的資訊傳播。

購物流程迅速且具隱密性。  

Hoffman and Novak(1996)認為以顧客利益而言，網路能提

供消費者導向的行銷溝通。降低公司型買者之購買成本。提供

顧客量身訂做的產品或服務。以公司利益而言，由於網路無地

域分界的特性，公司較容易進入新的市場。由於網路無時限、

24 小時運作，讓廠商與消費者能隨時做非同步溝通。可以降

低成本，接近潛在顧客。  

Senn(1996)認為網路行銷能降低企業的日常交易成本、縮

短交易時間；使企業可接觸的顧客遍佈全球，並改善企業的服

務品質，使廣告的形式及功能多樣化。  

方之光 (2001)認為藉由網際網路的優點，使得成本降低、

銷售的成長以及經營優勢增加。其優點如下：全球 24 小時無

休營業；掌握通路於媒體；創造低成本；能夠一次完成整個購

買決策過程；不受篇幅限制且資訊更新快速；能結合資料庫使

查詢檢索更有效率；多媒體與互動式的交流；有助於區隔行銷

即一對一行銷；瞭解瀏覽行為與收集意見。  

因此經上述學者分析與說明下，本研究整理並彙整出網路

行銷具有以下的優勢：一、互動性高；二、可匿名性；三、可

統計性；四、行銷成本低；五、無時間限制；六、無國界或地

理限制；七、接近完全自由競爭市場；八、24 小時無休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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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本節結論  

從上述文獻彙整可觀察出，網路行銷活動的特色較傳統的

行銷活動更能提供即時、互動、更符合消費者所需的產品或是

服務。而目前上網的使用者可以說相當廣泛，從小學生到老

人，各種年齡層、職業都用網路來處理自身需要的問題或獲取

答案，甚至是連食衣住行都可以用網路來解決，也因為網際網

路這種方便性與普遍性，符合美術燈具商家所要行銷的目標需

求，因此運用這一個新的資訊傳播媒介來達到訊息傳播的效

果，傳統美術燈具商家的特性也正符合這樣的發展方向。  

美術燈具商家使用網路行銷將有以下幾點之優勢：  

一、  消費者可在家中享有全天候 24 小時即時便利的

服務。  

二、  美術燈具商家可以藉由線上交流與消費者建立

長久的關係。  

三、  網路交易具有即時、迅速的特質。  

四、  網站所吸引的消費受地域性的限制較小。  

五、  可以提供即時的產品或商家資訊。  

六、  網路行銷成本比起傳統行銷大幅降低。  

七、  整合上中下游之關係，深化內部企業與顧客關係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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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分析與網站架構 

本研究取代以往傳統以電話下訂單或到店訂購的問題，加

入此系統將能改善訂單管理所發生的困擾和問題，並研究如何

有效的利用網路模式來改善傳統訂購方式的問題。使用簡單的

購物車系統和後台管理，能即時收到顧客所下的訂單，讓顧客

能方便瀏覽所需的資訊，縮減訂購商品的時間。  

 

3.1 系統需求  

本研究參考使用之相關開發及伺服器軟體的需求，整理出

運作上較能發揮處理速度的硬體建議配備如下表 3-1。 

 
表 3-1 Server 端系統需求配備表   

 

項目 建議配備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處理器 Intel Pentium4 3.2GHz 以上 

記憶體 2GB 以上 

硬碟容量 320G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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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Client 端系統需求配備表  

 

3.2 開發工具介紹  

表 3-3 本研究所使用軟體表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 3 

網站伺服器 Apache 2.2  

資料庫管理 MySQL 5.0.24 

開發語言及管理 Hypertext Preprocessor(PHP)、phpMyAdmin 2.10.3 

購物系統 TWE-Commerce 3.0 

瀏覽器 IE 8.0 

網頁修改 DreamWeaver 8 

圖片處理 Adobe Photoshop CS4、Adobe Flash CS4 
Professional 

 

項目 建議配備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 2 

處理器 Intel Pentium4 2.4GHz 以上 

記憶體 512MB 以上 

硬碟容量 80GB 以上 

網路 2M/256K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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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伺服器軟體及開發工具 

1. TWE-Commerce 

2. AppServ，包含了 

   2.1 Apache 2.2 

   2.2 MySQL 5.0.24 

   2.3 Hypertext Preprocessor(PHP) 

   2.4 phpMyAdmin  2.10.3 

3. DreamWeaver 8 

4. Adobe Photoshop CS4 

    5. Adobe Flash CS4 Professional 

 

3.3.1 伺服器軟體及開發工具介紹  

TWE-Commerce 是一個功能強大的購物平台，以

osCommerce & XT-Commerce 為基礎架構。   

TWE-Commerce 除了原 osCommerce 功能外目前提供的額

外功能：  

一、  將 HTML 程式碼與 PHP 程式碼完全分離，採用

了 smarty 樣板引擎。  

二、  每支檔案只 includes 所需函數與資料庫連結，使

的網頁顯示速度明顯提升。  

三、  檢視、購買商品群組權限設定。  

四、  一個內容管理機制，可以方便導入外來 HTML 檔

案，或是指定商品做進階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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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片自動產生三段縮圖，與多樣圖片美化功能，

以利應用在不同頁面。   

六、  商品 META，方便搜索引擎搜尋資料。  

七、  商品介紹採用所見即所得模組，方便製作出圖文

並茂之商品簡介。   

八、  可以指定商品呈現模式。  

九、  可自行替客戶新增帳號。  

十、  電子報採用所見即所得模組，方便製作出圖文並

茂之電子報。  

十一、  整合進討論區，配合群組討論區的開設，可以

針對不同層級客戶，提供溝通平台。   

十二、佈景模組化 ,類似 XOOPS 更換資料夾名稱 ,變更

商店佈景。  

十三、採用 Adodb 函式庫。Adodb 提供了完整的方法

和屬性讓工程師去控制資料庫系統，並且會自動

依據設定取用正確的 Adodb 函數。此外，配合

資料庫系統修改修改 SQL 指令，可以在最短的

時間內更換到另一個資料庫系統，在撰寫程式

時，能對 SQL 指令能做妥善規劃。  

十四、  新聞上稿系統。  

十五、  支援 php5 與 mysq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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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erv 則是一套全功能的網頁伺服器架站程式，整合

Apache、MySQL、PHP、PhpMyAdmin 等架站元件於一身，只

要在您的電腦中安裝 AppServ，電腦便可成為一個專業的網頁

伺服器。當電腦有了網頁伺服器功能後，不管放置一般網頁、

架設入口網站、購物網站等，都會變得非常方便又簡單。  

AppServ 是由 AppServ Foundation 所支援開發的。就傳統

的方式來說，大多數的使用者架設網頁時，需使用很長的時間

安裝及設定 Apache、PHP 及 MySQL 等軟體，而 AppServ 就是

為了此一問題而開發；概念上 AppServ 很容易安裝，且安裝

Apache、PHP 和 MySQL 所需時間在大多 1 分鐘內。現在

AppServ 官方網站提供泰文和英文。至於未來 AppServ 網站預

計將提供多種語言的服務。  

PhpMyAdmin 是一個以 PHP 為基礎，以 Web-Base 方式架

構在網站主機上的 MySQL 資料庫管理工具，讓管理者可用

Web 介面管理 MySQL 資料庫。藉由此 Web 介面可以成為一個

簡易方式輸入繁雜 SQL 語法的較佳途徑，尤其要處理大量資

料的匯入及匯出更為方便。其中一個更大的優勢在於由於

PhpMyAdmin 跟其他 PHP 程式一樣在網頁伺服器上執行，但

是您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這些程式產生的 HTML 頁面，也就

是於遠端管理 MySQL 資料庫，方便的建立、修改、刪除資料

庫及資料表。  

Apache 是一種網頁伺服器的軟體。全世界大型的 Web Site

幾乎都採用 Apache 作為 WWW Server，無論是 Uinx、Sun 

Solaris、Free BSD、Linux 系統清一色都是以 Apache 架設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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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Apache 是 Linux 系統上最廣泛用來架設網頁伺服器的架站

軟體，由 Apache Group 在開發維護，1999 年 6 月 30 日成立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從原本的業餘玩家所組成的

Apache Group，到現在有幾家主要的公司。如 IBM、Sun 

Microsystem、Oracle 等在背後支持後續的計畫，使得 Apache

伺服器可以持續的發展。  

PHP 是一種伺服端、跨平台的 HTML 嵌入式非編譯性語

言。與 Apache 伺服器結合後，可提供多種連結資料庫的介面，

如 MySQL、mSQL、PostgreSQL 等。PHP 是屬於公開且免費

的程式語言，適用於商業或非商業性質用途上。PHP 的功能並

不遜色於其他同類的伺服端介面語言，執行效率和開發速率也

比較快，雖然其完整性不及一些發展成熟的語言，卻是現在網

站伺服器最容易被使用的伺服器端程式語言。  

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SQL）為一

應用於資料庫中的標準數據查詢語言， IBM 公司最早使用在

其開發的資料庫系統中。1986 年，美國 ANSI 對 SQL 進行規

範後，作為關係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標準語言

(ANSI-X3.135)，1987 年得到國際標準組織的支持下成為國際

標準。  

表 3-4 SQL 分類表  
  定義 指令語法 功能 
資料定義語言

(DDL) 
負責資料結構

定義與資料庫

物件定義的語

建立(create) 
修改(alter) 
刪除(drop)  

用來建立更改或 
刪除表格(table) 
圖示(schem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5%B0%E6%8D%AE%E5%BA%93�
http://zh.wikipedia.org/zh-tw/IBM�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8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ANSI�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B3%E7%B3%BB%E5%BC%8F%E6%95%B0%E6%8D%AE%E5%BA%93%E7%AE%A1%E7%90%86%E7%B3%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8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B%BD%E9%99%85%E6%A0%87%E5%87%86%E7%BB%84%E7%BB%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0%87%E5%87%8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3%87%E6%96%99%E5%BA%AB%E7%89%A9%E4%BB%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3%87%E6%96%99%E5%BA%AB%E7%89%A9%E4%BB%B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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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資料庫物件 區域(domain) 
索引(index) 

資料操作語言

(DML) 
負責對資料庫

物件執行資料

存取工作的指

令集 

資料選取(select) 
資料插入(insert) 
資料更新(update) 
資料刪除(delete) 

用來建立、更改、

刪除、更新資料表

格內容 

資料控制語言

(DCL) 
負責對資料存

取權進行定義

控制的指令 

輸入權限(commit)
退出權限(rollback)
授予權限(grant) 
撤銷權限(revoke) 

用來建立、更改、

刪除對資料存取控

制能力的授權 

 

MySQL 是一種資料庫管理的系統。MySQL 資料庫內的資

訊以相關的表格形式儲存。MySQL 資料庫大部分用於網路應

用開發，是一個快速、多執行緒 (multithread)、多使用者和 SQL

資料庫伺服器。MySQL 在執行選取 (select)/輸入 (insert)/修改

(update)等，基本 SQL 指令的效率非常快速。  

MsSQL 由微軟所開發的一種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支援

共同的資料庫語言結構式查詢 SQL 語法，它是過去排名前五

大企業資料庫之一，常用於各中小企業中。   

說明：MsSQL 是一種資料庫，是由微軟所開發並且不是免

費軟體，常常和 ASP 一起被使用。  

MySQL 和很多不同的客戶程式和資料庫組成。SQL 是一種

標準化的語言，它讓儲存、更新和存取資訊變得更容易。例如，

你能用 SQL 語言為一個網站檢索產品資訊及儲存顧客資訊，

同時 MySQL 的速度也夠快以允許你儲存記錄文件和圖像。  

DreamWeaver 8 是一套網頁編輯軟體，就算沒有製作網頁

的基礎，也能輕鬆地利用它製作出漂亮的網頁，節省許多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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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碼的時間。在眾多的網頁編輯軟體中，Macromedia 所發

展完全視覺化的 DreamWeaver 則是箇中翹楚，使得無論是新

手、經驗豐富的網頁開發人員、或是程式設計師，都能人性化

完成所需的工作。  

Photoshop CS4 透過 Bridge 軟體強大的即時影像瀏覽與管

理影像能力，能夠立即找到所需的影像製作資料。新加入的

HDR 動態影像處理功能，為了讓在光亮與黑暗的對比過大的

高反差場景之中有良好的效果，就必須要使用到減少、遮蔽亮

光源的黑卡或減光鏡的拍攝技巧，不過在數位後方製作的風氣

開始盛行後，更多的使用者大量使用 Photoshop 來進行高反差

影像照片的處理。但在 CS2 軟體之前的版本，要製作出完美

的高反差影像效果，必須要繁複地應用各種影像圖層與調整影

像色階，才有辦法完成照片修改動作。但現在利用 CS2 版的

HDR 功能，只要幾個簡單的指令就可以編修出完美的高反差

影像。從功能表選擇「工具→Photoshop→合併為 HDR」，就會

自動開啟合併流程調整出適當的反差影像效果，利用這些強大

的功能修飾商品照片使商品放上網站可以更清楚觀看商品圖。 

Flash CS4 Professional 物件導向動畫新增功能使用物件導

向動畫完全掌控個別的動畫屬性 , 可直接將補間動畫套用至

物件而非關鍵影格。使用貝茲控制點輕鬆變更移動路徑。 3D 

變形新增功能運用令人驚豔的全新  3D 轉譯與旋轉功能 , 讓  

2D 物件在  3D 空間中轉換為動畫 , 讓物件沿著  x、 y 和  z 

軸運動。對任何物件套用局部或全域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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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網站系統架構  

本站分為十大項目，分別為最新消息、服務台、新上架產

品、購物車、商品目錄、產品搜尋、客戶資訊、會員登入、暢

銷商品排行及討論區。最新消息為提供店家的最新資訊；服務

台是提供消費者解決商品相關問題；新上架商品為網站最新之

產品資訊；購物籃可讓消費者檢視在網站上所選購的資訊；商

品目錄為目前網站上所提供選購之商品；產品搜尋是便於讓消

費者搜尋所需之產品；會員登入可讓會員隨時管理修改個人基

本資料；討論區主要提供消費者一個交流互動的管道，並了解

消費者的產品需求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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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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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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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購物車流程  

3.5.1 步驟  

  (1) 進入首頁  

  (2) 進入商品目錄。  

  (3) 進入欲購買之商品種類區塊。  

  (4) 選擇商品並顯示產品資料。  

  (5) 選取商品放入購物車系統。  

(6) 確認是否為站內會員 ? 

非本站會員則進行步驟 (7)，會員則進行步驟 (8)。  

(7) 加入新會員。  

(8) 登入會員。  

  (9) 進入購物車。  

(10)確認商品並進行結帳動作，否則回到步驟 (2)再次選

擇商品。  

(11)進入結帳頁面，填寫商品收貨地址及收貨方式。  

  (12)決定付款方式及閱讀合約。 
(13)再次確認訂購明細。  

(14)列印訂購明細。  

(15)結束購物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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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購物車流程圖：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

產 產 產 產

YES

產 產 產 產

NO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產
 

 
圖 3-2 購物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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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架構 

在電子商務網站中，除了前台的功能服務外之外，最重要

的就是資料庫。在網站上註冊、登入與訂購等動作後，經過規

劃整理，將各種資料分門別類，提昇其查詢速度或節省存放空

間，這便是網站資料庫。  

Customers_password

Customers_email

Customers_name

Customers_dob

Customers_id

Customers_address

Customers_telephome

Customers_gender

Delivery_telephome

Delivery_address

Shipping_class

Customers_id

Delivery_name

Product_id

Product_name

Product_status

Delivery_country

Products_name

Products_id

final_price

order_id

Product_quantity

Product_featured

Product_price

Delivery_postcode

Payment_method

Customers

order

Product Product_id

Customtrs_id

Delivery_cityCustomers_email

 

圖 4-1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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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資料庫結構  
以下為會員資料表 (customers)，主要作用是紀錄客戶的相

關資料，以利使用者與管理者溝通。會員基本資料表的欄位內

容有：會員編號、性別、名稱、生日、電子郵件、地址、電話、

密碼等，內容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會員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備註 

int(11) customers_id 否  會員編號 主鍵 

customers_gender char(1) 否  會員性別  
customers_name varchar(32) 否  會員名稱  
customers_dob datetime 否 0000-00-00 會員生日  

customers_email varchar(96) 否  會員信箱  
customers_address int(11) 否 0 會員地址  

customers_telephone varchar(32) 否  會員電話  
customers_password varchar(40) 否  會員密碼  

 

以下是商品基本資料表 (products)，以 products_id 為主鍵，

主要功能為記錄商品的資訊。其商品基本資料欄位有：商品編

號、商品名稱、商品庫存量、商品售價、商品狀態、商品內容

等，詳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商品基本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備註 

products_id int(11) 否  商品編號 主鍵 
products_name int(11) 否 NULL 商品名稱  

products_quantity int(4) 否 0 商品庫存量  
products_price decimal(15,0) 否 0 商品售價  
products_status tinyint(1) 否 0 商品狀態  

products_featured int(1) 否 0 商品內容  



 44 

以下為購物訂單資料表。使用者選購好商品之後，進到購

物車選購商品，登入會員再進行結帳形成訂單，以 customers_id

作關聯，其購物訂單欄位有：會員資料、訂單編號、商品資料、

收件者資料、送貨方式、付款方式及總額等，詳如表 4-3 所示。 

 
表 4-3 購物訂單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欄位描述 附加 
int(11) customers_id 否  會員編號 主鍵 

orders_id int(11) 否  訂單編號  
products_id int(11) 否  商品編號  

customers_email varchar(96) 否  會員信箱  
products_name int(11) 否 NULL 商品名稱  

delivery_name varchar(64) 否  收件者名稱  
delivery_country varchar(32) 否  收件者國家  

delivery_city varchar(32) 否  收件者縣、市  
delivery_postcode varchar(10) 否  收件者郵政

區號 
 

delivery_address varchar(64) 否  收件者地址  
delivery_telephone varchar(32) 否 NULL 收件者電話  

shipping_class varchar(32) 否  送貨方式  
payment_method varchar(32) 否  付款方式  

final_price decimal(15,0) 否 0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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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站功能介紹 
5.1 首頁  

首頁放置晶巧美術燈飾店之最新消息、服務台、新上架產

品、購物籃、商品目錄、產品搜尋、客戶資訊、會員登入及討

論區。  

 
圖 5-1 首頁  

5.2 最新消息  

在此提供店家的最新資訊，也可在此頁面查看所有公佈之

訊息。  

 

圖 5-2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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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服務台  

服務台內主要包含五個項目：  

(1) 退換貨說明事項：若需退換商品，可在此獲得有關

退貨之資訊。  

 
圖 5-3 退換貨說明  

(2) 購物條約：為在本店消費之重要約定條款。  

 
圖 5-4 購物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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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護 Q & A：提供商品維護使用之相關資訊。  

 
圖 5-5 維護 Q & A 

(4) 關於我們：關於本店之歷史。  

 
圖 5-6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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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連絡我們：有任何商品與服務之問題，可在此發送

電子郵件詢問。  

 
圖 5-7 連絡我們  

 

5.4 新上架商品  

新上架商品為本站最新登錄之產品資訊。  

 
圖 5-8 新上架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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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購物車  

(1) 購物車內容：購物車系統可即時讓消費者檢視在網

站上所選購的資訊。  

 
圖 5-9 購物車內容  

(2) 收 (出 )貨方式：消費者可在此填寫自己所需的收 (出 )

貨方式。  

 
圖 5-10 收 (出 )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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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付款方式：消費者可在此選擇自己所需的付款方式。  

 
圖 5-11 付款方式 

(4)訂購明細：消費者可再此確認訂單內容。  

 
圖 5-12 訂購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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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購物完成 

 
圖 5-13 購物完成  

 

5.6 商品目錄  

商品目錄為目前網站上所提供選購之商品，主要依其產品

類別來做分類。  

 
圖 5-14 燈具商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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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產品搜尋  

輸入關鍵字進行產品搜尋，讓消費者在搜尋所需之產品上

更方便。此外，可以利用進階搜尋的功能，將想要搜尋的相關

資料之範圍縮小，讓消費者能夠更精確且快速的搜尋到所需要

的資訊。  

 
圖 5-15 產品搜尋  

 
圖 5-16 進階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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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會員登入  

訪客可在此區申請會員，且可讓會員登入以購買所需商

品，隨時管理修改個人基本資料。成為會員之後，系統將在會

員登入帳號時要求輸入 6 個字元的識別碼，認證後啟動會員專

屬的服務，維護會員的權益與安全，並防止有心人士惡意登入。 

(1) 登入畫面  

 
圖 5-17 登入畫面  

(2)新增帳號  

 
圖 5-18 新增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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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會員資料 

 
圖 5-19 修改會員資料  

5.9 討論區  

討論區主要提供消費者一個交流互動的管道，並了解消費

者的產品需求及反應。  

 

圖 5-20 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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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網站空間放置  

因本研究之業主為小型個人經營，且在網路行銷這部份初

起步，因此我們選擇 Burning-G Hosting 這個主機，以較經濟

實惠之方案為優先考量。  

表 5-1 虛擬主機之規格比較  

 
Burning-G 

Hosting 捕夢網 Twe 虛擬主機 
主機設定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網頁空間 1G 1.5G 300MB 
每月流量 15G 10G 5G 
年繳價格 2700 3500 3600 

電子信箱服務 無限帳號 20 個 5 個 
FTP 上傳檔案    

MySQL 資料庫 無限帳號 選購 1 個 
支援 PHP/Perl/CGI    

Frontpage Extensions    
JSP & Servlets 選購 選購 選購 
中英文 Cpanel  選購  

PhpMyAdmin 資料庫管

理  選購  
線上檔案管理    
Sub-Domain 100 1 2 

Add-on Domain 選購 選購 選購 
Park Domain 10 選購 選購 

Email 自動轉寄及回覆    
特定目錄密碼保護    

流量分析    
贈送國際域名 年繳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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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總算依照晶巧美術燈飾店目前及未來

的發展需求建置一個電子商務網站。建置電子商務網站對於舊

客戶而言，取得店家的最新資訊變得更加便利，也提高了作業

的效率及效能，促進與消費者的交流互動。合作對象「晶巧美

術燈飾店」對這個網站建置的結果也表示滿意。  

此次與晶巧美術燈飾店的合作，使得我們能夠將自身所學

習的相關知識應用在實務上，雖然在這段期間面臨了不少難題

與挫折，最後還是能夠一一的克服，順利完成。  

此次專題研究也讓我們了解在團體中如何分工合作、互相

包容，並且深刻的體會到溝通的重要性，成了我們這次專題研

究最寶貴的經驗。  

 

6.2 建議  

建置完網站之後，仍發現尚有不足的地方，下列是本小組

對於委託廠商所提供的幾點建議： 

(1) 想要永久經營電子商務網站，必須做好維護及更新，因

此需要落實網站管理，期望規劃與培育長期維護的專職

人員。  

(2) 在商品配送方面，運費計算方式為消費 15000 以上免運

費，除此之外，不論購買幾件商品，一律收取 200 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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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費。如此一來，若消費者購買較低廉之商品，卻同樣

要負擔 200 塊的運送費用。因此，我們建議委託對象，

當運送較低廉之商品時，可提供更合理之方案。例如跟

黑貓宅急便合作，包裹尺寸 60cm 以下運費為 120 元，

61~90cm 為 160 元，讓消費者可以指定配送時間帶，可

在各地之 7-11 等便利商店就近取貨，並可利用網路與

電話進行貨物追蹤查詢。  

(3) 網站需依照日後的需求在功能上做升級與擴充。  

(4) 委託對象目前多半還是靠口碑與舊客戶為主，仍需搭配

一些搜尋引擎及廣告來提高網站的曝光率和競爭力，開

發新的潛在客戶。  

一、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方面，主要使用 Google 及

Yahoo 兩家搜尋引擎。  

Google：  Google 為全世界最大的搜尋引擎，可

將網站內容發佈到「Google 網頁搜

尋」、「Google 地圖」、「Google 商品

搜尋」、iGoogle 及其他產品，以打開

店家之知名度。  

Yahoo：  Yahoo 為台灣地區最常用之搜尋引擎

之ㄧ。此外，Yahoo 提供用戶設定每

日的廣告預算上限，每個關鍵字廣告

都是曝光免費，網友點擊廣告後進入

網站，才開始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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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告：  在廣告部份，可在一些知名、專業的

論壇或網站發聲。如果經常在該論壇

或網站發聲，解決他人的問題，並且

可以在簽名檔上附帶自己網站的網

址，一段時間後自然而然就會受到注

意，再加上產品和服務真的不錯的

話，還能達到口耳相傳的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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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內容擷取 

1. 能大概描述一下晶巧美術燈飾店的背景嗎？  
答： 這家店大概有三十餘年了，原先的店名是「七巧」，當

時負責人是我的媽媽，由我大哥所經營。在我年輕時，

所學的就是水電裝潢，於是在我當完兵之後，就回到大

哥的店來幫忙，之後大哥轉行才由我接手經營。直到兩

三年前，將這間店轉給大兒子接手，才改名叫做「晶巧

美術燈飾店」。  
 

2. 請問主要販售的產品有哪些？  
答：  原本只有販售一般燈具，後來一度流行水晶燈飾，現在

的人對於生活品質也越來越講究，於是在改名為「晶巧

美術燈飾店」後陸續引進水晶燈飾和一些特殊造型燈

等。  
 

3. 請問主要的客戶是哪些呢？  
答：  我們的顧客多半都是老顧客和一般顧客，不然就是經由

友人所介紹。  
 

4. 請問對於電子商務的看法及有無導入電子商務的計畫？  
答：  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子商務，也不是很了解，再加上我個

人的思想比較傳統，所以對於這一塊領域信任度不足。

不過，最近見到不少傳統產業轉型 e 化的成果相當成

功，也希望能夠將這傳統的店面好好傳承下去，於是開

始有了嘗試看看的念頭。  
 
5. 若架設電子商務網站的話，有什麼樣的發展需求呢？  
答：  當然希望可以賺錢啊。主要是希望能夠先以成本較低的

方式來做嘗試，看看能不能透過電子商務網站吸引更多

的客人，提升我們店家的知名度和銷售量。  
 
6. 未來的方向？  
答：  主要會慢慢交給年輕人來管理經營。不過，若架設電子

商務網站的效果還不錯，到時候可能就會投入更多的預

算來經營電子商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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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甘特圖 

 

日期

項目

專題題目確定

蒐集資料與文獻

擬定網站架構

網站建置與設計

網站細部修正

書面製作

網站測試與除錯

計畫書口試

網站及書面整合

畢業口試

98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9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現在進度 預計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