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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近幾年休閒意識抬頭，騎乘腳踏車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盛行的

活動，是一項有益身心的運動之外，更是減碳環保的一項活動。

本專題研究目的在於我們是以網站討論區為首，主要吸引相關族

群有共同討論的地方，網站將提供各地的熱門景點供熱愛騎乘單車的

朋友，甚至是對剛認識單車的朋友能有一個延伸的空間，藉由討論區

的凝聚，我們將利用多元的行銷方法，如藉由車友的推薦，幫廠商推

廣新的車款等等…使資訊能夠得以快速擴散，而影響消費者最後的決

策行為做為獲利來源。

關鍵字：腳踏車、商務網站、社群、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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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近幾年週休二日的實施，政府積極推動地方文化，鼓勵民眾響應

環保運動，讓民眾在忙碌的生活中，利用假期來安排戶外的休閒活動，

以利身心靈的舒展，也因此使得單車樂活因此更加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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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09 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資策會：FIND, 2009)

由圖 1-1 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的上網普及率成長之為快速，更奠定了

網路行銷它的可行性，加上網路無時間限制、接近完全自由競爭的市

場、互動性高、無須面對面的交易。等種種趨勢下，電子商務勢必有

它的效益在。

截至 2009 年 3 月底為止，我國有線寬頻用戶達 493 萬戶，電話撥

接用戶數為 64 萬戶，學術網路(TANet)用戶數為 444 萬人，行動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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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數為 1,617 萬戶。將上述各個連線方式用戶數經過加權運算，並

扣除低使用度用戶、一人多帳號與多人一帳號等重複值後，估算 2009

年 3 月底止，我國經常上網人口高達 1,057 萬人，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

及率為 46% (資策會：FIND, 2009)。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綠色環保的提倡、節能減碳的意識提升，民眾開始重視

休閒與保健。加上網路科技的技術日新又新，商務網站平台趨於成熟，

單車風氣的盛行，樂活休閒意識盛起之下。剛好組員當中有從事腳踏

車零件製造業，因此順著這股熱潮讓小組有這個念頭，嘗試架構一個

商務網站，直接從配合廠商拿到經銷商價格的自行車，既可獲利又能

提倡環保新意識。

當初對於商務網站建構並沒有任何概念，經由跟廠商溝通與意見

分享後，認為將商品放在網路上架的利潤與可行性是可以樂見的，但

如果不會建構商務網站那麼一切的可行性都是零。於是小組請教卓裕

榮老師應如何讓一個從未接觸語法的人，如何快速建構一個可以自行

管理的商務網站，初期卓裕榮老師介紹了一套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osCommerce，並給了小組一個大方向去尋找如何建構一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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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小組以論壇做為延伸網路形象品牌的商城，以異業結盟複合式的

方向來經營商務網站。藉此希望透過系統整合後所要達成的目標：

一、 架設論壇：提供多種類型的綜合討論版，讓使用者在此分

享技術與心得的交流。

二、 即時資訊：即時資訊訊息，能夠讓新舊顧客回流的重要指

標。

三、 商城：提供與商廠合作的腳踏車車種，讓消費者能夠有多

種購買組合。

四、 藉由拉式與推式的行銷理念為重要獲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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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可行性分析

2.1 經營可行性分析

初期與廠商接洽時，尚未對於整個市場的趨勢進行了解，因此在

進貨方面資訊嚴重不足處於被動狀態，主要貨源是為廠商限定車種來

進行進貨，因部份廠商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商務網站知名度尚未打開

時，若負責人售後服務不佳或發生無法預料的事情會對廠商的自製品

牌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初期的車種是有限制性的，小組想改採用走低

價位路線，後來發現 PC home 商店街上也有販賣這一類單車，在知名

度以及價格上都無法勝過 PC home 的狀況之下，請教國內廠商在價格

上能否有辦法更加優惠而增加自己網站的競爭力。據經了解廠商表示

庫存車的價格可以優惠許多，於是小組把方向轉往庫存車這一個區塊

進行銷售，以庫存車來當作主打商品，採用低廉的車種價格路線，以

建立網路庫存車銷售區的形象品牌。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庫存車無法作為主打策略，因為需要大量市

場調查的人力、物力，現階段小組成員並無法做到。因此當初把商務

網站定位以庫存車的方向去進行建構理念，發現此經營方向有非常大

的盲點，為何自行車會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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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種車款不適合台灣的消費型態

因每年流行的趨勢都不盡相同，車子型態的替換率以及開發更新

速度快，加上國內消費型態也不定期改變，嚴格來說庫存車大部分都

是過時的車，除非價格便宜否則無法引起消費者的青睞。

二、惡性競價引起的不願出售

當供過於求的時候就會發生惡性競爭的問題，許多廠商會因為資

金問題無法求現，而以低價格的價位售出。如果在這種惡性競爭的環

境下還以庫存車的方式經營，則盈利空間會大幅降低。因此小組想以

庫存車的優惠價格來進行主要網站營業項目，必定是艱辛且不穩定

的，要以長久經營商務網站來說並不適合，因此商務網站打算將網站

結合資訊論壇以複合式的經營理念來進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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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經濟可行性分析

一、拉式行銷策略

透過論壇讓討論者自由的討論車種的優缺點，使熱門討論車種將

作為影響廠商生產的行銷方式，以及往後效益的重要考量與評估。

小組將設置許多車種的討論區塊，經由資料統計來收集消費者的

消費行為，再結合收集的資訊當作為進貨的評估，並且尋找這一方面

的車種來增加網站的競爭力，更可以將這一些資訊提供給製造廠商當

作開發新產品的評估資料。如果廠商因此開發出符合市場需求之車

種，相信這一些資料可以對商務網站給予價格上更大的優惠。

二、推式行銷策略

當知名度建立起來，則可幫廠商打廣告進而收取廣告費用，並且

透過購物車商城來販賣自行車，同時可以設計異業結盟的廣告區塊來

增加收入。

小組將在論壇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提供商品的資訊給消費者做

購買的選擇，使消費者透過購物車軟體購買進而獲利，同時在購物車

軟體上面放置許多詳細介紹如:多圖外掛軟體，能提供消費者更多角度

的車種實圖，做為參考與評估，甚至連結至論壇討論區來詳細介紹此

類車種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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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帶的經濟效益

小組有比一般大眾更快的資訊來源網絡，可以知道國內自行車廠

商展覽時間，因此比正常消費者提早二至三個星期得知新車資訊，因

此利用這項優勢將收集而來的展覽資訊，快速更新訊息提供給無法前

去看展覽以及急需得知新車資訊的車友，如此一來提高網站知名度的

理念在於小組的資訊是歷年最新的，透過不斷更新車展資訊打開知名

度，商城以及論壇的關注也是指日可待的。

因此當網站知名度打開的時候，廣告收益更可以創造額外的利

潤，與合作的製造廠商若想主打自製品牌，將可規劃區塊給予廣告行

銷進而達到獲利，往後也可以與自行車周邊商品合作如：配備、維修

等等…的網站進行連結。

2.2.1 網路交易

網路交易是一種新興的銷售型態，也可說是一種在實體通路外新

增的銷售通路，或許有它不同的附加價值，但是目前經濟合作暨開發

組織（OECD）、歐盟及美國等對於此種交易行為，都是採取維持與實

體通路相同課稅規定之原則，我國的「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

規範」亦依循本項原則所訂定；以美國為例，除聯邦政府對於以營利

為目的的電子商務課稅外，同時已有 18 個州對網路交易課徵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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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網路交易行為課徵稅負除了是基於維護租稅公平考量外，亦

為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 (財政部, 2005)。

表 2-1 稅率比較表 (財政部, 2005)

銷售額未達

6萬元者

銷售額在 6 萬元以

上，未達 20 萬元者
銷售額在 20 萬元以上者

營業（稅籍）登記 可免辦 須辦理稅籍登記 須辦理稅籍登記

營業稅稅率

稅率 1％，由國稅

局依據實際交易額

按季核定稅單繳納

稅率 5％，使用統一發

票，進項稅額可扣抵

無堆貨
按住家用稅率課

徵
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按住家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

有堆貨

按營業用稅率比

率課徵

（不得低於 1/6）

按營業用稅率比率

課徵

（不得低於 1/6）

按營業用稅率比率課徵

（不得低於 1/6）

無堆貨
按自用住宅稅率

課徵

按自用住宅稅率課

徵
按自用住宅稅率課徵

地價稅

有堆貨
按一般用地稅率

比率課徵

按一般用地稅率比

率課徵

按一般用地稅率比率課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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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術可行性分析

osCommerce 的建立為使用 Simple Template System (STS)樣版模組

建構，因此在與同款軟體建構下並不能造成差異化，相似度過高就不

能夠加強消費者的印象。

2.3.1 osCommerce 與 Discuz 論壇的整合

導入論壇時小組的做法是原先崁入 phpBB 論壇，整合至商務網站

裡，既可以配合複合式商務網站的理念，又可以區隔出與其他使用

osCommerce 的商務網站的不同。但是在開始整合的時候遭遇困難，首

先就是面對到中文化的問題因為是外國人所開發的，因此在外掛方面

如果沒有中文化的整合那其選擇性就不是那麼來得那麼高，甚至導至

亂碼的出現！其次為安裝 phpbb 3.0 版的作業環境必須要 phpbb 4.0 版

的版本執行系統，才可以修復原本安全性不足漏洞以及外掛的執行需

求，然而小組的空間服務商的環境為 phpbb 3.7 版，在詢問空間服務商

可否直接升級所得到的回應為如果要更改必須移動服務空間的主機伺

服器，才可以順利更改作業環境為 phpbb 4.0 版，可是必須支付移機費

用經討論過後小組在成本的考量之下決定選擇另外一套軟體為 Discuz

論壇此套軟體為內地所開發，因此許多外掛直接釋出就為中文版本不

擔心亂碼問題，所可以選擇的外掛軟體範圍也變的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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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osCommerce 與 Flash 的整合

在整合 Flash 時，遭遇到的問題就是 Linux 的作業系統有一種執行

優先權的問題，導致 Flash 無法優先執行，因為 osCommerce 是先做好

的，所以在網址已經先被 osCommerce 給佔住的情況之下，需要去更改

執行順序，剛開始的作法是直接把檔名修正，但是這樣許多

osCommerce 的功能都失效，因為 osCommerce 無法找到先前的首頁，

後來經過請教得知只要把執行優先順序改動以後就可以解決這個問

題，因此技術方面目前所以遭遇到的這一些問題都有折衷的方式解決

了。

2.4 作業可行性分析

在與廠商洽詢時雖然廠商願意幫忙，但是在實際進貨後才察覺到

問題，其因是無法掌控廠商庫存及現有車種，原因是目前廠商還屬於

非計畫生產，而是貿易商或者國內經銷商下定單後才組裝，因此小組

所能購買的車種基本上還是與市面上的車種為相同，不需經過大盤商

中盤商的成本支出。但是廠商不可能只接受單一訂單生產，一定有同

時生產其他下單的車種順便幫忙組裝生產，因此無法確保車種的現貨

及庫存是一項最不好克服性的問題。若與合作的廠商有導入供應鏈系

統或許可及時掌握當下出貨與進貨及倉庫的庫存量，這樣這項問題才

可能被克服，所以目前小組打算以先預訂後下單的方式先行經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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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穩定或有固定的客源後，利用資料探勘及統計套裝軟體來跑每個

月的車種。經與廠商的銷售分析，依據分析進貨則可降低成本，又可

減低庫存的壓力，同時車子數量較多時，單價上還可以有較低的價格。

出貨部分小組以目前來說打算從工廠直接出貨，以七成車(70%)的

組裝直接寄送顧客，再跟工廠月結。

品管方面可能須委託工廠負責在出貨前先行檢查，由於初期並非

大量所以相信短時間沒有問題，待未來大量訂購時再自行檢查自行車

品質。

金流部份由於考慮到真實上線去運作，信用卡這方面的服務是不

可或缺的，但安全性問題及銀行方面問題都是小組無法去解決的問

題，在相關書籍跟搜尋網路資料了解這方面的資訊，經比較後決定採

用金流外掛機制 iepay，可以省去較多的技術維護問題及安全性的保證

與售後服務的保障，它可以免費提供 osCommerce 付款系統模組及

XOOPS 購物車模組及簡易線上查帳後台、中英文介面閘道器與付款方

式多樣化。萬一發生顧客資料外洩或者信用卡金流問題皆可以找金流

服務商負責，收取的服務費用為 9000 元保證金為 3000 元這一些都是

必須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的成本考量。

物流部分當初建構時，是以三家製造廠商為主要貨物來源，因此

小組經與廠商討論，希望開始建構時因為進貨流量並不大無法單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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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運送，所以由製造廠商代為寄送並檢查產品品質，因製造廠商大部

分都有配合的物流貨運系統，所以平均算出的每件成本是 300 元(花東

離島地區則須另外計費)，因此初步的物流問題有基本的解決方案。

將來客源、訂單穩定後，物流將會與新竹貨運配合。跟新竹貨運

簽約後，貨運公司可以提供一套物流系統提供廠商使用，可將廠商出

貨的件數及客戶名稱輸入，並傳送至新竹貨運當日所出的貨物件數及

地點，這套系統也能提供線上貨物查詢。小組比較兩家物流公司後，

差別在於新竹貨運到府收貨的時間彈性較佳，對於一個廠商來說，配

合彈性較大的物流公司是物流規劃上比較好控制的，所以小組討論後

選定新竹貨運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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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物流比較表

服務項目 新竹貨運 中華郵政

指定送達 可指定 時段性

貨到付款 有 有

到府收貨 有

無(無簽約者)

有(簽約者)

運費 才積數與運送距離

每件限重 20公斤（寄馬祖快捷

限重 5公斤）規格與運送距

離

結帳方式 月結 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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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客戶群

現階段網站預定朝大眾化路線，車種價格定於 4000 至 20000 之間

因為高價位車種的運送困難度無法克服，貨物若超過二萬價值以上的

損傷，貨運公司不負賠償責任，相對的獲利風險明顯不符合，加上高

單價車子容易有高品質售後服務的問題，商務網站並無實體店面所以

售後服務無法滿足顧客需求，因此以大眾價格為主。在此階段小組沒

有依據統計資料而來定位客戶群，因為目前配合廠商僅有三家無法自

由的決定進貨車種，所以先行以價格定位客戶群。未來藉由論壇與統

計資料得知未來的市場趨勢資訊，再利用這些資料來推估未來車種市

場趨勢，才能增加商務網站的車種競爭力。

2.6 知名品牌

因週休二日出遊與近年節能減碳之生活習慣盛行，許多人更是熱

愛單車運動，不僅可以增益心肺功能更能活絡筋骨與健身。因此單車

與配備的選擇上更加重要，各類品牌單車各有不同的消費族群。

例如：

表 2-3 知名品牌車表

品牌 捷安特 美利達 功學社

車種 公路車 登山車 折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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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擁有的自行車品牌

51%

16%

15%

7%

2%

2%

1%
1% 1%

1%1%1%

1%

捷安特GIA N T

美利達M ERID A

功學社KH S

富士FU JI

D A H O N

LO U IS G A RN EA U

JBC

D unlop

A xm an

M ontague

SPECIA LIZED

A spid

其他

資料來源：Pollster 坡仕特線上市調

圖 2-1 國人擁有的自行車品牌 (pollster 波仕特線上市調網, 2009)

波仕特線上市調網於(2009) 針對線上網友進行「自家單車品牌」

網路民調，發現國產品牌「捷安特」以五成以上比例得到最高票數，

占 51.17%。同為國產自行車品牌「美利達」則居於第二位，占 15.47%，

顯示民眾對於此二家品牌將台灣打造成腳踏車王國的口碑，有深刻的

印象且感到認同，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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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與家中自行車品牌之交叉分析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歲以上

資料來源：Pollster波仕特線上市調

圖 2-2 年齡與家中自行車品牌之交叉分析 (pollster 波仕特線上市調網,

2009)

波仕特線上市調網於(2009) 在年齡層區隔觀察，越年輕的受訪者

越容易因為價格、促銷或造型等而選擇「其他」品牌，占 15.08%。但

在普遍為有薪階層的 25 歲以上之民眾，則偏好捷安特、美利達或功學

社等知名品牌，對於「其他」品牌之自行車數據則呈反比遞減。

雖然台灣以自行車代步的比例仍較歐美國家為低，但政府亦響應

環保與民眾休閒而規劃各風景路線的專用單車道，以及捷運轉乘的配

套措施。因此擁有一台自行車不僅是跟上流行，可能也是未來在台灣

市區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選擇一台符合自己體型、功能、安全性

與售後服務完善的自行車，是消費者在購買前必須做足功課的準備工

作，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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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網站行銷方法

行銷是每個企業將自己的服務或商品販售出去的手法。傳統的行

銷方式大多是以電視廣告、廣播、報章雜誌等視聽覺傳達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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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網路信件、網路彈跳視窗、電子報、超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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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更多客

戶群，是小組針對網站做行銷的重點，由於入口首頁是 Flash 動畫，因

此當搜尋引擎做文字搜尋時是不容易被找到的，有鑑於此小組將以下

幾種行銷策略做為我們網站行銷的方法。

一、SEO 搜尋引擎優化

即是在撰寫網頁時以搜尋引擎容易判讀的規則去設計，善用網頁

語法裡的 META（網頁描述）建立商務網站的搜尋關鍵字，讓潛在的

客戶可以透過搜尋引擎，第一時間找到我們的網站，使網站處於最佳

的戰略位置。費用不高，卻有著最高的廣告效益(泰迪熊, 2008)，參閱

表 2-4、表 2-5。

二、網路拍賣

運用各大入口網站的拍賣平台進行連接，首先在拍賣網上放主打

商品，利用拍賣網站基本的忠誠顧客連結到商務網站，讓消費者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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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瞭解商品資訊。

三、社群網站

虛擬社群是由一群具有相同興趣的人聚集而成，可以針對不同類

別的社群組織，進行產品推廣、銷售，具有分眾行銷的效益。初期行

銷策略是以吸引人潮為目標，避免在短期內讓過多的商業訊息進入，

造成網友反感。因此社群網站必先累積一些獨特資產如：會員的創作

內容，達到會員對社群的忠誠度，甚至防止會員跳槽社群的屏障如：

會員彼此之間發展出來的關係和經驗。藉此小組將介紹車種的資訊利

用社群網站去串連，主要提供愛好自行車社群的車友們有一個可以討

論自行車的地方，供車隊的交流與心情分享，而且透過在社群網站差

異化關鍵字搜尋，可以更容易找到我們的社群。



19

2.8 提升 SEO 搜尋引擎方法

一、主機服務商選擇

選擇有信譽的主機服務商，當搜索引擎的索引程式定期或不定期

的來訪問收錄的網站，如果索引程式在索引時出現網頁打不開或下載

速度緩慢，索引程式則會放棄索引。因此網站在任何時候都要正常工

作，以提高索引程式的信任度。因此網站存放主機系統能否提供快速、

穩定、安全的服務，最好有 24 小時的客服回應與維護，才能確保網站

快速、 安全、穩定地運行。

二、動態網頁 SEO 優化

動態頁面在網路空間中實際並不存在，它們的大部分內容通常來

自與網站相連的資料庫，只有接到用戶的請求，在變數區中輸入一個

值以後才會生成，藉此針對不同程式開發的動態網頁有著相應的解決

方案。Apache 是最流行的 HTTP 伺服器軟體之一，它有一個叫做

mod_rewrite 的重寫模組，即 URL 重寫轉向功能。該模組能夠使你將包

含環境變數的 URL 轉換為能夠為搜索引擎支援的 URL 類型。對於那

些發佈後無須多少更新的網頁內容如新聞，可採用該重寫轉向功能。

三、SEO 連結導入

搜尋引擎在決定一個網站的排名時，不僅要對網頁內容和結構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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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還對圍繞網站的鏈結展開分析。對網站排名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獲

得較多的高品質外部鏈結，也稱導入鏈結。將導入鏈結納入排名重要

指標的依據在於，搜尋引擎認為，如果你的網站富有價值，其他網站

會提及你；對你提及越多，說明網頁價值越大(SEO 網站優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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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搜尋引擎排名優化與關鍵字廣告比較圖

(168 商業行銷全方案)( http://www.promote168.com.tw/seo-compare.htm)

比較項目 搜尋引擎排名優化 關鍵字廣告

性質
自然搜尋的排名結果，公

信力高，點閱率高

廣告性質，無公信力，點

閱率低

價格收費 一次收費，效果長久 沒付費馬上消失

點閱成本 無限次點閱，不額外收費

越高排名越貴。每個關鍵

字隨著使用廠商越多，惡

性競爭，價格越來越貴，

競標關鍵字的價格無上

限

點閱次數 無限次點閱，不額外收費

每點閱一次，就收一次費

用。點越多付越多，還可

能被同業惡性點選

點閱率

第一頁65%

第一頁30%

第一頁15%

2%至10%

網站能見度

網站經過排名登錄的優

化處理及指數的提升，網

站知名度會大幅提升。這

是無法立即被取代的，而

且長久擁有，不會立即消

失

網站能見度幾乎是零。沒

付費馬上消失在網路中

網站形象

自然搜尋結果排名高的

網站，其網站形象普遍受

客戶肯定及信賴

靠關鍵字廣告排名的網

站，較不受客戶肯定。尤

其國內外都發生詐騙網

站利用關鍵字廣告來行

騙，更降低其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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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Google–Pay Per Click Advertising (PPC) 各類廣告收費比較

(百鯨動力)( http://www.gampower.com/ppc-services-feecompare.htm)

播出費

用

製作

成本

出現

率

目標客

戶群
強項 弱點

電視廣告
8千/30

秒
>20萬 1

無法鎖

定

大覆蓋範圍(整

個地區)

1. 非常昂貴

2. 無法鎖定客

戶群

3. 無法量度成

本效益

報章

(首頁)

10萬

~15萬

8千~1

萬
1

基於報

章的類

別

大覆蓋範圍(整

個類別)

1. 非常昂貴

2. 無法量度成

本效益

雜誌

(首頁)
>3萬

8千~1

萬
1

基於雜

誌的類

別

大覆蓋範圍(整

個類別)

1. Lim ited

Target

2. 很昂貴

3. 無法量度成

本效益

Banner

A d.
>2萬 >3萬

H it

Rate

基於挑

選的類

別

鎖定客戶群

1. 非常昂貴

2. 無法量度成

本效益

搜尋引擎

廣告

(首頁頭三

位)

999 499 無限*
完全控

制

1. 低成本

2. 鎖定客

戶群

3. 可量度

成本效

益

4. 高效益

1. 管理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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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需求分析

一個成功的電子商務網站所具備的當然不只是資金和時間，要

經營好一個電子商務網站所需要的知識和功能是非常的廣

闊的。劉文良 (2004)提出顧客關係管理是行銷策略與資訊科

技的整合性應用架構。提供企業在建構、維繫有價值的顧客

關係時的策略及思考方向。藉由網站的功能去搜集消費者相

關的購買資訊，可供企業作為決策參考的資訊。

因此網站的功能不僅僅只是方便消費者的操作，其更大的附加效

益在於能夠收集消費者的消費需求，適時調整網站的營運方針。為此

我們為商城與論壇所添加功能：(如圖 3-1)

會員註冊：採用會員制可享特定的會員福利。

購物車：可利用 cookie 自動記憶訂購商品並結帳。

結帳系統：刷卡、匯款、貨到付款等等的付費方式。

商品目錄：多圖軟體及文字敘述等項的商品資訊。

出貨方式模組：確認地址、貨運方式等等。

訂單總計：可統計訂單商品種類降低進貨庫存誤差。

報表系統：月底統計損益等報表。

論壇：交流最新資訊、車友分享心得、對商品問題提問。

外掛模組：以網站需求增加不同外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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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的部份為：

積分系統：

可以讓會員依照積分獎勵來換取一些獎勵，例如自行車車展門

票、自行車賽的報名資格，非賣品的精緻禮物等等都可以提升會員忠

誠度，並且透過這一些獎勵讓會員更願意分享彼此經驗以及資訊成為

一種誘因來充實論壇的內容以及資訊，形成網路社群良性循環。

論壇任務：

透過任務讓新到來的會員更有新鮮感，並且可以讓新進人員快速了解

論壇內容以及規則，並給於適當的獎勵讓新進人員感覺虛擬貨幣的價

值及作用。

道具中心：

可以透過裡頭的貨幣來購買一些簡單功能的道具，感覺更加豐富

有趣更可以體驗虛擬貨幣的價值，形成虛擬貨幣創造實質貨幣的內部

經濟循環效益，目前最成功的例子為 Facebook (開心農場)就是最典型

的例子。

樓層獎賞：

是為了管理眾多網路會員的不當發言以及優質建議，必須要有一套機

制來管理獎懲，否則將容易導致灌水以及筆戰等等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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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網站系統架構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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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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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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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網站流程

是

否

會員登入流程圖

圖 3-2 會員登入流程圖

會員登入流程：使用者若不為會員時，必需要去做註冊會員的流程，

若不是會員則無法享有網站的會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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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會員購物

圖 3-3 購物流程圖

購物流程圖：選取商品時，需要去做會員的登入的流程，再填寫基本

資料選擇付款與出貨的方式，結帳後就能完成購物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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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開發

4.1 研究工具

4.1.1 osCommerce

依據鄭重男(2006)所著之「osCommerce 購物網站架設實戰」中

提到 osCommerce 為 Open Source e-Commerce 的縮寫，就字

面意義看，我們很清楚可以知道它是一個架構在開放原始碼

的線上購物系統。 osCommerce 融入了開放原始碼解決方案

(open source solutions)，使用強大的 PHP 網頁描述語言 (Web

scripting Language)、穩定的 Apache 網頁主機 (web server)以

及快速的 MySQL 資料庫主機 (database server)為基礎，提供

一 個 完 全 免 費 和 開 放 的 購 物 開 發 平 台 。 儘 管 如 此 ，

osCommerce 的運作並沒有太多限制或特殊需求，它可以安

裝在任何運行 PHP3、PHP4 的網頁主機，或是任何支援 PHP

和 MySQL 的環境，其中包括 Linux、Solaris、BSA、Microsoft

Windows 等環境，並且讓商店擁有以用最少的人力及最低的

成本設立、營運以及維護自己的線上購物系統。

osCommerce 特色與功能：

1、一般：PHP3／PHP4 相容、安裝容易、可立即使用、

模組化、多國語系：英文、德文、西班牙文以及世界各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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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的語系。

2、前台：客戶會員功能、客戶通訊錄、訂單紀錄、提

供暫存 (未登入時 )和永久 (登入時 )的購物車、產品及製造商搜

尋功能、提供客戶評論商品、電子郵件通知功能、簡潔的結

帳手續、可使用 SSL 安全機制、可顯示目錄內的商品數量、

最佳銷售排行列表、可以顯示其他客戶購買商品 (建議購買清

單 )。

3、後台：友善的操作介面、可新增／編輯／移除 商品

分類、商品、製造商、客戶和商品評論、多層目錄結構、多

項商品和客戶統計資料、動態商品屬性、提供稅區、稅別及

稅率設定、可遠端編輯資料庫內之設定參數值、前後台可分

開置於不同主機、提供付款及運送模組、做為跨國商店時，

可連結到 oanda.com 交換匯率、可自訂商品排序及列表方

式、提供備份工具。

4.1.2 PHP

PHP 最早是由一位發展 Apache 的軟體工程師 Rasmus

Lerdorf 在 1994 年所設計，目的是要追蹤所有瀏覽過其網站

的人數，而且很快的在一年後推出 PHP2，之後 PHP 的使用

者快速成長，兩位以色列程式設計師 Zeev Suraki、 Andi



30

Gutmans 陸續發展出 PHP3、4，目前版本為 PHP5，最大特色

是物件導向，雖然 PHP4 就試圖支援物件導向功能，但效率

不彰，直到 PHP5 重新建立物件模式，才終於讓 PHP 擁有和

Java、C++、C#等程式語言一樣有效率的物件導向功能。

PHP(PHP ： Hypertext Preprocessor) ： PHP 程 式 是 在

Apache、Microsoft IIS 或 Netscape Enterprise Sever 等 Web

伺服器執行的 scripts，由 PHP 語言所撰寫是屬於開放原始碼

(open source)，所以完全免費，穩定、快速、跨平台 (UNIX、

FreeBSD、Windows、Linux、Mac OS… )、容易學習、物件導

向等優點 (陳惠貞、陳俊榮, 2009)。

4.1.3 MySQL

SQL(Structure Query Language)結構化查詢語言，可以說是一種與

資料庫溝通的共通語言，SQL 觀念原自 1970 年 E.F.Codd 博士提出關

聯式資料庫時，同時所建構出來的資料庫查詢語言理論。主要內容有

查詢資料庫、建立新表格、更新與刪除資料、設定資料庫權限等，在

發展初期，由於採用各種關聯式資料庫系統廠商的 SQL 語法尚未統

一對於使用者產生很大的困擾，經過長期的努力，到了 1980 年 SQL

語法正式誕生。

MySQL 是一種跨平台、多使用者、多執行者、支援 SQL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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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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原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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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仁楷、嚴楓琪, 2006)。

SQL 語言的特點是簡單易學，主要包括了資料定義語言(Date

Definition Language, DDL)、資料操作語言(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DML)及資料控制語言(Data Control Language, DCL)三大部分。

4.1.4 資料庫系統的應用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電腦普遍應用在政府機關、私人企

業、學校、家庭等各個領域，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電腦的蹤影，舉凡

文件、報告、郵件、資料查詢、閱讀新聞等，人們都可以利用電腦功

能來快速完成。

在電腦應用領域中，資料庫系統的建立就是最重要而且成本最高

然而未來最值錢的就是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的應用範圍相當廣

泛，舉例來說，銀行的金融電腦化系統、股市的股票交易系統、戶政

事務所的戶籍資料系統、學校的行政電腦化、成績處理系統、會計系

統、出納系統、圖書館的圖書資料查詢系統、航空公司的電腦化訂票

系統，中小企業的進銷存管理系統等(梁仁楷、嚴楓琪,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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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Discuz 論壇

Discuz 為可免費下載的 PHP 語言網路論壇程式，由戴志康

（Crossday）所創立，最初改自 XMB，之後改寫成為現今的 Discuz

社群論壇程式，由康盛創想所有。Discuz 優點在於有豐富的使用者介

面，標籤功能可為主題分門別類，並做搜尋；論壇可以設定具有積分

與虛擬金錢制度，積分影響到使用者可以使用的功能與權限，可做為

我們提高顧客忠誠度的管理與依據，同時 Discuz 論壇具有內罝的郵

件認證可以使用，以 SMTP 協定發郵件去進行認證連結，以避免灌水

機器人重複申請帳號(維基百科)。

4.1.6  Flash 的六大特色

Flash 的六大特色(鄭博鴻, 2000)：

1、檔案小：檔案體積小是 Flash 動畫影片最大的優勢，在有限

的頻寬與傳輸速度之下，只要網頁上的檔案愈小，相對地瀏覽速度就

加快了許多。Flash 利用向量格式圖形製作影片，只要向量圖形的數

器控製得當，就可以有效縮小動畫檔的體積，Flash 也可以同時編輯

點陣圖，並提供 PNG 或 JPG 壓縮模式，可再度調整壓縮比，壓縮內

包的點陣圖。

2、不易失真：圖形不易失真，是 Flash 動畫的另一項利器，利

用向量圖格式的特性，任意放大或縮小的向量動畫，也不會有失真或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B4%E5%BF%97%E5%BA%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B4%E5%BF%97%E5%BA%B7&action=edit&redlink=1


33

鋸尺狀的現象，加上檔案容量很小，因此非常適合使用在網際網路上。

3、邊看邊下載：除了檔案小之外，Flash 也提供了 Stream 串流

的技術，即使檔案還沒安全被下載，也可以先瀏覽動畫，並且一邊觀

賞一邊下載其餘的部分，只要動畫設計得當，即使在低頻寬的網路環

境，不須等到全部下載完成，一樣能夠順暢播放。

4、跨平台：跨平台是 Flash 在網路上通行無阻的原因，為了在

網際網路上通行無阻，專為 Java 語言開發 Java 版本的 Flash 播放器，

而兩大瀏覽器 Internet、Netscape 也分別為了 Flash 建立了 ActiveX

控制項或 Plug-in。常用的 Mac OS 8.5、Microsoft Windows、以及新

興的 Web TV、也都已經內建 Flash 外掛程式。

5、多媒體互動：多媒體互動能力是 Flash 備受青睞的魅力之一，

能在網路上充分結合文字、影像、聲音、並與訪客產生互動，是網頁

設計師追求的理想，Flash 也能夠整合影音、文字、製作高畫質的影

音動畫影片，並以程式指令設計互動效果。

6、使用範圍變廣：由於軟體兼備繪圖、動畫編輯、聲音、以及

完整的動作描述語言，配合 ASP、PHP、CGI、或是透過 XML 結合

後端的資料庫，可以做出相當豐富的動態介面，如留言版、聊天室、

多人線上即時互動遊戲，動態電子商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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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外掛程式

osCommerce 的外掛程式仍然是網頁架構重點之一，有助於顧

客在瀏覽網頁時添加顧客的方便性，甚至加強其網站的功能性。在這

裡小組目前添加的外掛為：

(1) 多圖外掛 (2) 陰影外掛 (3) 線上 Q/A

(4) 衛星雲圖 (5) 金流外掛（iePay）

4.3 硬體設備

小組成員考量商品上線後的網路流量，與主機的穩定性後，決定

將租放「智邦生活館」Linux 虛擬主機。

表 4-1 Linux 虛擬主機規格表

作業系統 Linux

機房 中華電信機房

硬碟空間 5G

每個月流量 30G

基本功能

HTML、CSS、Flash、JavaScript 等靜

態網頁功能

程式語言 PHP、Perl

資料庫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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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資料庫

一個完整的電子商務網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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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有的資料就連顧客所

有的個人資料也是在資料庫裡。因此一個規劃完整的資料庫不但可以

方便儲存網站上所有的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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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2 為購物車與論壇的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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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車 ER-Model

圖 4-1 購物車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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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Discuz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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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資料庫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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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會員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customers_id int(11) Primary Key 否 客戶序號

customers_gender char(1) 否 客戶性別

customers_firstname varchar(32) 否 客戶名字

customers_lastname varchar(32) 否 客戶姓氏

customers_dob datetime 否 客戶生日

customers_email_address varchar(96) 否 電子郵件

customers_default_address_id int(11) 否 地址預設格式

customers_telephone varchar(32) 否 電話

customers_fax varchar(32) 是 傳真

customers_password varchar(40) 否 密碼

customers_newsletter char(1) 是 訂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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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 購物車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customers_basket_id int(11) Primary Key 否
客戶暫存商品屬

性序號

customers_id int(11) 否 客戶序號

products_id tinytext 否 商品序號

customers_basket _quantity int(2) 否 加入數量

final_price decimal(15,4) 否 金額

customers_basket_date_added varchar(8) 是
加入商品至購物

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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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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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價格、商品最後修改、商品有效日期、商品的重量。

表 4-4 商品基本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products_id int(11) Primary Key 否 商品序號

products_quantity int(4) 否 庫存量

products_model varchar(12) 是 商品型號

products_image varchar(64) 是 商品影像

products_price decimal(15,4) 否 商品售價

products_date_added datetime 否 建立日期

products_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最後修改日

products_date_available datetime 是 商品有效日期

products_weight decimal(5,2) 否 商品重量

products_status tinyint(1) 否 商品狀態

products_tax_class_id int(11) 否 商品稅別序號

manufacturers_id int(11) 是 廠商序號

products_ordered int(11) 否 已銷售商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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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商品評論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reviews_id int(11) Primary Key 否 商品評論序號

products_id int(11) 否 商品序號

customers_id int(11) 是 客戶序號

customers_name varchar(64) 否 客戶姓名

reviews_rating int(1) 是 商品評等

date_added datetime 是 建立日期

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最後修改

reviews_read int(5) 否 評論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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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用戶欄位：用戶序號、用戶名稱、用戶密碼、性別、註冊日期、

信箱、用戶風格、生日。

表 4-6 論壇用戶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uid mediumint(8) Primary Key 否 用戶序號

username char(15) 否 用户名稱

password char(32) 否 用戶密碼

gender tinyint(1) 否 性別

regdate int(10) 否 註冊日期

email char(40) 否 信箱

styleid smallint(6) 否 用戶風格

bday date 否 生日

論壇面版欄位：版面序號、版面類型、版面名稱、發帖總篇數、風格、

顯示。

表 4-7 論壇面版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fid smallint(6) Primary Key 否 版面序號

type enum 否 版面類型

name char(50) 否 版面名稱

posts mediumint(8) 否 發帖總篇數

styleid smallint(6) 否 風格

status tinyint(1) 否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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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版面主題欄位：主題序號、主題所在面版序號、主題標題、發表

日期、作者、精華收錄。

表 4-8 論壇版面主題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tid mediumint(8) Primary Key 否 主題序號

fid smallint(6) 否
主題所在面版序

號

subject char(80) 否 主題標題

dateline int(10) 否 發表日期

author char(15) 否 作者

digest tinyint(1) 否 精華收錄

論壇版面貼文欄位：貼文序號、貼文所在面版序號、貼文所在主題序

號、作者、貼文標題、發表日期。

表 4-9 論壇版面貼文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pid int(10) Primary Key 否 貼文序號

fid smallint(6) 否
貼文所在面版序

號

tid mediumint(8) 否
貼文所在主題序

號

author varchar(15) 否 作者

subject varchar(80) 否 貼文標題

dateline int(10) 否 發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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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版面公告欄位：公告序號、作者、公告標題、公告類型、公告內

容。

表 4-10 論壇版面公告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id smallint(6) Primary Key 否 公告序號

author varchar(15) 否 作者

subject varchar(255)) 否 公告標題

type tinyint(1) 否 公告類型

message text 否 公告內容

論壇版面風格欄位：風格序號、風格名稱、是否選用、選用模版序號。

表 4-11 論壇版面風格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styleid smallint(6) Primary Key 否 風格序號

name varchar(20) 否 風格名稱

available tinyint(1) 否 是否選用

templateid smallint(6) 否 選用模版序號

論壇用戶級別欄位：級別序號、用戶等級、發帖數大於、星星數、頭

銜顏色。

表 4-12 論壇用戶級別資料

欄位 型態 屬性 Null 對照

rankid smallint(6) Primary Key 否 級別序號

ranktitle varchar(30) 否 用戶等級

postshigher mediumint(8) 否 發帖數大於

stars tinyint(3) 否 星星數

color varchar(7) 否 頭銜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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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城介面說明

5.1 網站首頁

圖 5-1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圖 5-1 為商城首頁，進入首頁可以看到整潔的介面與排

版，商品的型錄跟商品分類可以讓使用者很容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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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登入會員

圖 5-2 登入會員

登入會員：圖 5-2 為登入會員，登入會員的頁面中，新的顧客可以做

註冊的程序，即可加入會員，舊顧客則在右側做登入的步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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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註冊會員

圖 5-2-1 註冊會員

註冊會員：圖 5-2-1 為註冊會員，註冊會員時，填入表格所需資料，

資料送出成功後，使用者可開始使用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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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商品行錄介紹

圖 5-3 商品行錄介紹

商品行錄介紹：圖 5-3 為商品行錄介紹，透過商品的介紹，讓顧客能

夠了解其詳細的產品規格以及實際車種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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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購物車

圖 5-4 購物車

購物車：圖 5-4 為購物車訂單，當使用者預想購入某一商品時，可以

利用網站內提供的購物車功能，將該商品加入購物車內，加入後會直

接帶入購物車內現有商品畫面，使用者可以在這裡調整你的購物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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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結帳

圖 5-4-1 結帳

結帳：5-4-1 為結帳確認表，結帳為提供使用者結帳程序之用，商品

結帳時可核對出貨地址及商品清單與選擇出貨方式等各項會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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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管理者登入介面

圖 5-5 管理者登入

管理者登入：圖 5-5 為管理者登入介面，管理者使用介面登入畫面，

可查詢及更改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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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系統管理介面

圖 5-6 系統管理介面

系統管理介面：圖 5-6 為系統管理者管理介面，管理者帳號密碼登入

成功後，會跳進這個管理介面，這裡可以變更系統的設定，管理者可

透過以下各項分類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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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系統設定介面

圖 5-7 系統設定介面

系統設定介面：圖 5-7 為系統設定介面，管理者可以在這裡更改商城

的相關設定。

圖 5-8 新增管理者介面

新增管理者介面：圖 5-8 為新增管理者介面，管理者可以在這裡設定

管理群組跟新增管理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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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目錄／商品介面

目錄／商品介面：圖 5-9 為目錄／商品介面，管理者可以在這裡為商

品做行錄分類或做商品的移動編緝。

圖 5-10 外掛模組介面

外掛模組介面：圖 5-10 為外掛模組介面，外掛模組的設定中，可以

設定付費方式模組與版面樣版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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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客戶／訂單介面

客戶／訂單介面：圖 5-11 為客戶／訂單介面，這裡可以檢示註冊客

戶的註冊資料與查看收到的訂單狀況。

圖 5-12 各類報表介面

各類報表介面：圖 5-12 為各類報表介面，這裡可以讓管理者分析那

些商品屬於被瀏覽者比較關切的商品，讓管理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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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論壇介面說明

6.1 論壇首頁

圖 6-1 論壇首頁

論壇首頁：圖 6-1 為論壇首頁，使用者進入論壇首頁後，可以看到各

版塊的面版討論區，使用者可以隨著自己喜好或對自己擁有的單車做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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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登入會員

圖 6-2 登入會員

登入會員：圖 6-2 為用戶登入介面，登入會員的頁面中，新的顧客在

右側選項做註冊的程序，以此加入會員，舊顧客則做登入的步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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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個人中心

圖 6-3 個人中心

個人中心：圖 6-3 為個人中中介面，個人中心裡可以更改使用者頭

像、自我介紹、簽名檔以及可以查看自己的收藏文章與自己用積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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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發表文章

圖 6-4 發表文章

發表文章：圖 6-4 為發表文章，使用者可以在選擇好的版面發表想要

討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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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管理者登入介面

圖 6-5 管理者登入介面

管理者登入介面：圖 6-5 為管理者登入介面，管理者使用介面登入畫

面，可查詢及更改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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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管理者介面

圖 6-6 管理者介面

管理者介面：圖 6-6 為管理者介面，管理者成功登入後頁面會進入到

討論版管理，可以看到所有論壇所設至的討論版。管理者可以新增討

論版與修改，也可為此設定版主。

圖 6-7 管理者介面設置

管理者介面設置：圖 6-7 為管理者介面設置介面，管理者主要可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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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面版的風格、模版、表情的管理等…。

圖 6-8 用戶管理介面

用戶管理介面：圖 6-8 為用戶管理介面，主要可以對用戶進行編輯會

員資料、權限、積分，授予會員勳章以及刪除會員等操作，亦可對用

戶封鎖 IP、浸水桶達到管理用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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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廣告管理介面

圖 6-9 廣告管理介面

廣告管理介面：圖 6-9 為廣告管理介面，這裡主要提供管理者可以增

設自己的友站做連結，亦可自己定義廣告做為未來論壇更多的延伸。

6.8 論壇任務介面

圖 6-10 論壇任務介面

論壇任務介面：圖 6-10 為論壇任務介面，透過任務讓新到來的會員

更有新鮮感，並且可以讓新進人員快速了解論壇內容以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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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道具中心

圖 6-11 道具中心

道具中心：圖 6-11 道具中心介面，為透過道具裡面的貨幣來購買一

些簡單功能的道具，感覺更加豐富有趣更可以體驗虛擬貨幣的價值。

6.10 SITEMAP

圖 6-12 SITEMAP

SITEMAP：圖 6-12 為 SITEMAP 網站導覧介面，在管理者介面中按住

ESC 就會跑出這個功能選項，可以提供管理者快速尋找自己要設定選

項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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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7.1 討論與結論

7.1.1 商務網站零售市場商機的探討

網站的永續經營是每一個企業的目標，也是小組努力的方向，從

接洽廠商到了解市場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就連大企業也無法篤定的推

導未來市場的走向。小組了解到商城單純做自行車車輛買賣，視為侷

限自己接觸更多更廣的潛在消費者，藉此零件的販售成為未來行銷的

可能，有鑑於此小組與有實體店面的商家接洽過，探討其經營模式。

商家是藉由網路網拍賣的方式增加曝光度，在處理顧客的訂單中

也不是全部為庫存貨，庫存則屬較為熱賣的零件或是店內維修的料

件，店裡屬於高單價的物品透過網路反而成為曝光的管道，而使顧客

來實體店面看實品。其次與商家探討商品定價的策略，商家則說：「除

非商品有獨創性，否則網路只有價格戰」，就因如此網路上只能賣價

格相異不多的商品，其他可能只能被大盤商給撈走了，因此商家說除

了在價格上還是要靠組裝維修的專業技術。

因此小組評估後覺得目前能經營的方式偏重於商品的獨特性會

來得恰當，原因在於本研究並沒有實體店面的優勢。另外增設二手交

易平台讓車友們自行去比價，也是提高忠誠度的另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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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結論

藉由這次的專題實務，我們以複合式的商務網站所想要達到的效

益為，在論壇方面提供多種類型的綜合討論版、單車的資訊，除了讓

會員可以感受到論壇裡的單車資料其全，與論壇帶給會員的熱絡回

應；透過積分系統回饋給會員的獎勵，讓論壇與會員彼此互動更加熱

絡。在商城方面提供各種單車的類型與商品行錄，讓會員可以依照自

己的需求去做選擇，透過購物車帶領會員完成購物程序。

7.2 未來展望

資料庫的整合：資料庫的整合一直是小組重視的區塊之一，如果

商城與論壇的會員資料庫不能整合，那將影響使用者的忠誠度！所以

在未來資料庫的整合是本研究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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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工作分配表

工 作 名 稱 組 員

專題的題目與資料的收集 全體成員

訪談與廠商的接洽 顏鴻昌

書面製作

張育誠、黃湘華

盛凡溎、羅婉儀

Flash 動畫製作 楊宗榮

網站架構規劃與設計

顏鴻昌、張育誠

楊宗榮

網站的建置跟測試

顏鴻昌、張育誠

楊宗榮

投影片製作 張育誠、楊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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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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

頁數

一、 報告時間需要控制。

二、 研究目的須調列品項。

三、 商城的商品分類、考慮

使 用 者 方 面 有 層 次 的 落

差，快速搜尋商品類別。

四、圖表的標示需修改。

五、資料來源、格式錯誤。

一、小組將在報告前練習

更多遍，讓整個報告的程

序更為流暢，而改善問

題。

二、內容修改已完善。

三、對於此點小組經討論

過後，認為如果主體架構

為商城著重，那的確有其

必要性，但本小組的研究

目的為論壇做為延伸網

路形象品牌的商城，因此

論壇的分區討論將是一

個指標。

四、內容修改已完善。

五、內容修改已完善。

P3

P25~27

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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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特圖

日期

項目

98 年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99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專題題

目決定

蒐集資

料與文

獻

訪談廠

商

擬定系

統架構

規劃

撰寫書

面報告

網站規

劃與建

置

測試網

站

預計中 實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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