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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現代網際網路的盛行，有利於開拓商業市場的新模式，本專

題主要目的是為鼎記南投陶笛建置一個便於消費者瀏覽的網站，透過

網際網路，將傳統店面櫥窗展示在網路上，讓消費者方便查詢該店之

相關資訊且提供活動資訊滿足顧客變動需求；該店亦可透過網站互動

清楚的掌握消費者的行為偏好與需求。本研究透過訪談該店相關人

員，了解該店之需求後，架設電子商務網站。

本研究結果在網站建置部份，能實際運用在網際網路上，為鼎記

南投陶笛創造新的商機之外，亦可提供消費者快速取得所需要的資

訊。在架設「鼎記南投陶笛網站」的過程中，因為技能限制上的問題，

常常遭遇到種種困難，因此建議業者可利用本研究所建議的特點加強

改善。

本研究網站的設置，希望在未來能提供廠商及消費者能相互交流

且溝通，進而改變傳統經營理念，以發掘更多的商機。

關鍵字: 電子商務、陶笛、鼎記、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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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加上網站上資訊交流

區的建立，不僅能讓在網路上有著相同興趣與話題的使用者能

夠透過此交流討論區提供意見與互相進行經驗的交流和分

享。更重要的是，透過此資訊交流討論區能使訊息得以在此快

速擴散，進而影響使用者最終的決策行為。音樂是一項重要的

藝術也是一種快樂的休閒，音樂教育的提升在人類生活中是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早期學習樂器對一般人而言是非常奢侈的消

費，許多音樂才子也常因此斷送學習音樂的最佳時機。陶笛本

身具有好聽、易學、輕便、廉價的四個特性，因此在於推廣時

較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更是現階段想學習樂器者的最佳選

擇。陶笛藝術已融入生活中，陶笛這種樂器雖然只有手掌心這

麼小，但它的魅力無窮，陶笛在台灣早已向全世界發聲，這種

天籟之音更能詮釋豐富在有形與無形的對話。

網站設置的目的不再是指單一商業模式，而是一種經營通

路，而應用在各行各業中，逐漸的落實在經營的實務發展面，

取代部分傳統的服務方式，直接在網頁上提供有關的產品資

訊，讓消費者可以迅速取得資訊。鼎記南投陶笛業主想藉由架

設網站來散佈本店的訊息以及介紹商品來獲得許多商機外，然

而也不單單只限於中部地區，而是希望藉由架設網站來招攬更

多不同地區的客源。

本研究將替鼎記南投陶笛建立一個樂器商務網站。透過與

管理者的溝通，清楚的了解公司產品及公司願景，進而收集相



關資料及分析討論，經過文獻分析後了解線上購物及網際網路

的便利性以及網站建置的功能與技巧，建置了一個以樂器為主

的線上購物商務網站。最後，本研究採實作的方式，建置鼎記

南投陶笛商務網站。

1.2 研究背景

本研究主題「鼎記南投陶笛」位於南投埔里，業主劉鼎魁

先生從事陶藝創作已有一段時間，更於多次美展中獲獎也是近

代傑出的陶藝創作者。近年來投入台灣陶笛製作的研究，改良

創新及推廣活動。劉先生不但把陶笛做好，同時更是努力到處

奔波在推動台灣的陶笛文化，多年來，在各地的文化活動中都

常可看到「鼎記南投陶笛」的攤位。由於他的努力，終究能在

艱困的環境中打下一片江山，也逐漸推動台灣吹奏陶笛的風

潮。劉先生不是一般的陶笛業者，只求把作品做好、把生意做

大，他還希望他的陶笛能夠給買家帶來生活樂趣；所以他不遺

餘力的推動陶笛的展演，並陸續籌組了陶笛樂團，也常到各級

學校去教學，更編著陶笛教材嘉惠學子更為陶笛注入新的生命

力及新的發展空間。

隨著陶笛文化藝術產業漸漸推動向社會局、教育局，使得

陶笛協會及陶笛樂團紛紛成立，陶笛教學更走入國小音樂教育

課程。利用網站建置可以在網路上進行無限制的互動式技術，

讓消費者使用並可透過網路將問題進行了解與改善，並與消費

者進行良好的溝通。以下為業主劉鼎魁先生簡介，如表1-1。



表1-1 劉鼎魁先生簡介

劉鼎魁先生簡介

1961年 出生於南投縣魚池鄉

成立鼎記陶坊1994年

獲獎：台灣省第三屆工藝設計競賽

獲獎：南投縣文藝季美展

台灣省陶藝展

1996年

加入：南投縣陶藝學會會員

台灣省陶藝學會會員

獲獎：全省美展

貝克大學國際歐頓杯溫錐盒陶藝展(美國)

個展：陶壺雕刻個展(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陶壺雕刻個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1998年

聯展：認識鄉土文化系列展(台北國父紀念館)

獲獎：南投縣地方美展

個展：陶笛創作個展(台中文化局)

2002年

受邀：加拿大溫哥華(台灣文化節系列活動--陶笛展)

2003年 個展：陶笛創作個展(南投縣文化局)

獲獎：台灣優良工藝品評鑑佳作

(黑鑽系列陶笛 12 孔)

2004年

受邀：加拿大溫哥華(台灣文化節系列活動--陶笛展)

2005年 陶笛出氣孔改良獲專利

編著：陶笛演奏速成教材

成立：南投縣陶笛樂團、大里市陶笛樂團

2006年

獲獎：南投陶文化產品開發競賽 佳作



2007年 聯展 :來自遠古的鳴響—台灣陶笛與埙的形音色美(苗栗陶瓷博

物館)

2008年 獲獎：台灣優良工藝品評鑑首獎

(夏荷風情系列—陶笛)

台灣 100 大觀光特產認證

(在地風情系列---陶笛)

台中廣播電台、

天天廣播電台、

益明國小,

內新國小,

塗城國小,

國立彰化社教館：大里及豐原工作站,

曾受邀陶笛講師：

南投陶技藝陶樂器研習營

2004年 益民國小、內新國小、塗城國小師資班

2005年 南投陶技藝陶樂器研習營

2006年 普台中小學陶笛社

2007年 共和國小、埔里孔廟、大里社區大學

2008年 魚池社區大學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osCommerce套裝軟體架設出一

個能夠吸引廣大消費者的樂器電子商務網站，藉此延伸擴大此

業者的交易市場範圍。並且希望透過購物平台達到以下目標。

1. 透過商務網站推廣陶笛文化，推動台灣吹奏陶笛的風潮。

2. 節省成本支出。

3. 全天候的購物環境。

4. 提供線上目錄。

5. 提供最新活動資訊。

6. 拓展銷售通路提升鼎記南投陶笛知名度。

7. 以討論區的互動去了解顧客對產品的需求來進行溝通改

善。

8. 透過訂單系統，統計會員的回購率及特定款式的購買率，

以供鼎記南投陶笛之款式與品質的設計方向。

1.4 研究步驟

首先，本研究小組透過實習期間與業者做深入的訪談，以

了解當前整個陶笛業界的產業概況，並與業主溝通，清楚的了

解鼎記產品及未來願景，進而收集相關資料分析討論；另外也

會詢問業者對於網站功能內容的期望及需求，並透過文獻探討

了解當前線上購物及網際網路的便利性以及網站建置的功能

與技巧，因此本小組以線上購物為主，歸納出:網站規劃、顧

客分析、網頁設計、系統建置、網站測試、改革創新這六大階



段，然後依循這些步驟與流程架構做出符合業者與顧客需求的

網站，以下為六大階段步驟的分別說明。

一、 網站規劃階段

此階段是本小組與業者討論及上網收集其他相關網站

的內容後，整合以上相關資料進而確定網站內容，這是架

構網站重要的一環。

二、 顧客分析階段

此階段是分析陶笛業界的重點客戶群後，調整成符合

顧客需求的內容，希望本網站可以符合顧客的需求。

三、 網頁設計階段

此階段是依照業者所需要之功能進行規劃與設計，並

且必須符合業者簡單操作的需求，另外網頁的美編設計也

是此階段的重點部分。

四、 系統建置階段

此階段是依照上述幾個階段規劃整合後開始系統建

置，在建置上的重點是在方便顧客簡單操作。

五、 網站測試階段

此階段是網站建置完成後，在進行測試，經由網站測

試來檢查是否有無需要修改的地方，讓整個網站能完整呈

現。

六、 改革創新階段



此階段是在網站開始運作後，觀察業者與顧客的使用

狀況，在評估是否有需要新增或修改的功能，而且網站也

會固定一段時間進行更新，這樣才會讓顧客有新鮮感。

1.5 研究流程

在網站建置過程中，本研究會先確定研究主題再與業主訪

談，得知業主對網站的需求後，開始進行文獻與資料的收集彙

整及網站的規劃與系統分析及設計且開始建置網站，等到網站

建置完成後就會經過各組員的測試與修正，最後完成網站，本

研究的流程，如圖1-1。

圖1-1 研究流程圖

1.6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分為六章，各章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流

程、研究架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作為基礎理論來探討。先認識電子商務商

務的定義，再了解電子商務的優點以及電子商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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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陶笛的結合，最後，再歸類出網路社群與陶笛的關

連性。

第三章：需求分析。網站定位、可行性分析、電子商務四流、

SEO搜尋引擎最佳化，並針對同業網站做差異比較，

網站比較表、預期效益。

第四章：系統分析。使用者需求分析、系統需求分析、開發流

程發展說明、網站系統架構圖、系統流程圖、網站資

料庫。

第五章：展示網站畫面。包含展示片頭動畫、首頁、會員登

入、新增帳號、公佈欄、關於我們、商品分類、商

品評論、網站導覽、討論區、陶笛推薦網站、服務

台。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根據結果提出研究貢獻，並對後續研究

者提出建議，以及網站未來最新的發展趨勢。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凡是透過網際網路所完成的商業活動皆可視為電子商

務。簡單的說，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即是網際網

路(Internet)加上商務(Commerce)。進一步說，電子商務是將

傳統的商業活動，透過新興的端設備及雙向媒體來完成，電子

商務係指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購買、銷售或交換產品與服務，功

能是在於降低成本、減低產品生命週期、加速得到顧客反應，

以及增加服務品質。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電子商務的定義，如表

2-1（欒斌、羅凱楊，1967）。

表2-1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電子商務的定義

觀察角度 對電子商務之定義

從通訊的角度 利用電話線、電腦網路來傳遞資訊、產品

及服務。

從電子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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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企業流程的角度 是商業交易及工作流程自動化的技術應

用。

從上網者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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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服務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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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電子商務的優點

電子商務的經營方式是趨勢，不但可以降低成本，便利迅

速擴大潛在市場，更可以直接了解消費者的需求，提升更多企

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以下為電子商務的優點，如表2-2

(Yahoo奇摩知識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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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情報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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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電子商務網站與陶笛的結合

電子商務網站一方面破除了時空的壁壘，另一方面又提供

了豐富的訊息資源，為各種社會經濟要素的重新組合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這將影響到社會的經濟佈局和結構。21世紀是資訊

流的社會，而訊息傳遞速度的快慢對於商家而言可說是生死攸

關，而企業或者商家則要根據消費者的反饋及時調查產品種類

及服務品質，做到良性互動。

電子商務所具有的開放性和全球性的特點，而架設本網站

為陶笛樂器創造了更多的貿易機會。

2.4 網路社群與陶笛的關聯性

網路帶動了一種新的溝通模式，而虛擬平台即建立起了新

的交流空間—網路社群。透過虛擬平台所凝聚的社群，衍生出

互動性、資訊知識的交流、服務性、忠誠度之間的關聯性。



第三章 需求分析

3.1 網站定位

電 子 商 務 可 分 為 四 種 交 易 模 式 ， 分 別 是 企 業 對 企 業

(B2B)、消費者對消費者(C2C)、消費者對企業(C2B)、企業對

消費者(B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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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C (Business-to-Customer) 凡是企業公司對消費者販售

商品，都可視為B2C 電子商務模式。企業透過網路，提供客戶各種交

易與服務。客戶利用電腦或其他上網工具連上網際網路後可以取得各

式各樣的線上即時服務，包括:商品型錄查詢、產品支援、即時財金資

訊報導、線上訂貨等等（廖漢君、曾光輝，2007）。

本研究網站是採用B2C企業對消費者的購物網站

1.在乎的並非評價，而是會員的累積及回客率。

2.可加速作業時間及風險控管的處理。

3.有公開的聯絡方式，讓主客雙方較有信任及忠誠度。

4.新商品隨你高興上架。

5.無評價影響問題。

6.客戶及商家資料保護。

7.版面整齊，變化彈性大。

8.功能多且實用。

9.專業公司形象及知名度。



3.1.1 市場定位

商品採取低、中、高價位都有的價格來吸引不同屬性的陶

笛同好。也提供了低價位贈品送禮的塑鋼笛，適合一般入門的

朋友學習的傳統六孔陶笛。

3.1.2 客戶群

很容易在園遊會、夜市、市集、博覽會、遊樂區...等場

合看到「陶笛推廣」活動，一個樂器要推廣出去一定要簡單易

學、容易攜帶、便宜...等元素才能比較容易做到「普遍性」，

陶笛其實是個神奇的樂器，非常的容易上手，不管是指法或是

吹奏方式都較簡單。但若要真正成為吹陶笛的高手，操縱好這

項音色獨特的樂器則需要較多的技巧。陶笛的造型，就是一種

最無法無天的樂器，任何樂器都沒辦法像陶笛那樣做成一隻烏

龜或是尿壺之類的形狀。當然陶笛號稱是最容易學習的樂器，

也是造型最可愛的樂器，只有陶笛的樂譜是完全模擬真實的圖

譜，所以讓許多小朋友一看到譜就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吹出喜

愛的樂曲。陶笛的聲音可以渾厚、清亮，節奏可以柔慢悠揚、

輕快活潑。由於陶笛的價格並不像其它樂器般的昂貴,以專業

樂器而言，陶笛的確是相當便宜的樂器。陶笛的學習是男女不

拘的，舉凡像一般上班族、收藏家、樂器家、有特色的餐廳業

者、幼童、學生、甚至是家庭主婦等等。從 8歲到 80 歲的人

都可以玩，只要對陶笛有興趣，喜歡他的音色或造型的人，都

可以是我們的客戶群，學陶笛是一件快樂的事，六孔陶笛嬌

小，掛在身上一有空就可以吹，在台灣學陶笛的人已逐漸增

加，從陶笛開始接觸音樂的人也越來越多。



3.2 可行性分析

本小組針對網站建置過程來分析經濟可行性、技術可行

性、法律可行性、作業可行性。

3.2.1 經濟可行性

本研究是替鼎記南投陶笛建置一個電子商務網

站，除了使用購買虛擬主機的基本花費，並沒有其他

費用支出，本研究依照鼎記南投陶笛的需求設計網站

內容。若網站能符合業主的期望，將使本系統網站能

夠持續的發展，讓這個網站具有經濟效益。所以，經

濟可行性是可以成立的。

3.2.2 技術可行性

本研究使用osCommerce來建立購物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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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明瞭的模組設計讓我們快速完

成了此網站的架設，所需要的週邊設備為一般電腦所

使用之作業系統即可使用，加上鼎記南投陶笛業主提

供我們相關訊息資源來完成此系統。所以，技術可行

性是可以成立的。

3.2.3 法律可行性

本網站有關於鼎記南投陶笛產品及內部資料皆由

鼎記南投陶笛業主所提供，網站內容設計皆由本研究

小組自行設計，網站所提供之笛譜音樂等資源皆由業



主出版所授權，所使用的網路資料及文字資料皆在文

獻參考中列出資料來源及網址，所以並不會造成侵犯

到他人的著作財產權或違反現行法律以及盜拷或不當

取得的資料或功用。另外，在本系統有使用者密碼此

項功能，並不是任何人都可以對會員的資料直接做修

改或是竊取，對於會員的資料有相當的保密及管理。

所以，法律可行性是可以成立的。

3.2.4 作業可行性

資訊化的發展快速和網路化的普及，消費者從網

路上取得各種服務將是接下來的趨勢。因此，本網站

可以作為消費者線上服務的平台，使得消費者能得到

良好的服務，故本系統有建置的價值。而本小組也因

受限於時間、技術等問題，而造成系統開發上的以下

種種阻礙，茲將研究限制詳述於下：

1. 使用主機當伺服器卻因為使用分享器及虛擬固定

IP社區網路造成外部無法連線主機電腦，造成開發

過程連線的不方便而必須使用購買智邦虛擬主機

來解決。

2. 在以節省支出原則下無法購買關鍵字廣告及其他

幫助曝光率的服務，新架設之網站知名度及曝光率

遠不及其他網站，最後使用SEO解決此問題。



3. 在金流方面，本組的付費方式只有貨到付款，沒有

和銀行合作金流，無法提供更多元化的付費方式來

方便使用者的消費。

3.3 電子商務之四流

一般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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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個層面分別來解釋 (劉文良，

2007) 。

一、 商流

係指資產所有權的移轉，如:商品企劃、採購、銷售管理、

通路管理、賣場管理、消費者服務等。

二、 物流

係指實體物品流動貨運送傳遞，如:由原料轉換成完成

品，最終送到消費者手中之實體物品流動的過程。包含的內容

有:產品開發、製造、儲運、保管、供應商管理與物流管理等。

電子商務上的物流與實體上的物流相似，主要重點應注重在廠

商如何將產品送到消費者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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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Comeerce提供了外掛程式供網站管理者處理物流的部

份，一般管理者較常使用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1. 大鳥宅配通



2. 郵局配送

我們對郵寄和宅配的差別做了以下比較：

表3-1 郵寄與宅配比較表

郵寄 宅配

收費價格 較低 較高

取貨方式 須自行寄件 可到府收貨

送達時間 依照郵局作業模式 可指定送達時間

代收貨款 貨款只能匯至郵局帳戶 貨款匯於指定帳戶

營業時間 國定假日 全年無休

即時查詢 無 線上客服24hr貨物追蹤

運送品質 較差 較優

貨到通知 無 簡訊、E-mail通知

經過比較後，廠商決定使用宅配方式，由於本網站之商品

皆為易碎物品，為保持商品完整、運送迅速、可提供追蹤商品

運送進度等服務及運送品質等考量，固選擇與大鳥宅配通合

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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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動。包含的內容有:應收、應付、會

計、財務與稅務等。



osComeerce提供了外掛程式供網站管理者處理金流的部

分，一般管理者較常使用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1. 貨到付款

2. ATM轉帳

3. 銀行匯款

4. 線上刷卡

因考量到技術層面等問題，本網站目前先採用貨到付款

服務，消費者可在下單後48小時內收到商品，等待商品交付

到顧客的手中後再付清款項，讓消費者可以不必擔心先付款

而沒有收到商品等問題。

四、 資訊流

係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到上述三項流動而造成的資訊交

換。包含的內容有:各項資訊交換、經營決策與管理分析等。

3.4 搜尋引擎最佳化

搜 尋 引 擎 最 佳 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

SEO) ，根據網路使用者在搜尋引擎工具列，所輸入的網站主

要搜尋引擎關鍵字，經由關鍵字分析後，再將網站適當地做SEO

優化網頁，讓網頁內容的可讀性和可用性，更能符合搜尋引擎

的一種網站排名演算技巧。 簡單說搜尋引擎最佳化SEO就是為

了要讓您的網頁內容，更容易被各搜尋引擎找到，並且盡可能

很快速的讓網路用戶瀏覽使用（威頓資訊有限公司，2009）。

3.4.1 關鍵字



關鍵字行銷的妙用就在這裡，它可以“讓需要找

您的客戶直接找到您”，完全不囉嗦! 例如：假設您

是從事禮品的廠商，當客戶在YAHOO!奇摩搜尋欄位裡

輸入了禮品字樣時，您的網站名稱、內容與基本說明

就會直接被顯示在客戶的網頁上（ SEO優化講堂，

2009）。

3.4.2 關鍵字的重要

網站85％的來客率，來自搜尋引擎。

排名前10名的網站(搜尋結果的第一頁)，

即享有60%~65%的訪問量。

排名11~20名的網站(搜尋結果的第二頁)，

享有20%~25%的訪問量。

排名21名以後的網站，

只享有3%~4%的訪問量（SEO優化講堂，2009）。

3.4.3 奇摩的關鍵字廣告(PPT)

奇摩的關鍵字廣告，當搜尋詞(關鍵字)與您的關

鍵字廣告有任何關聯性，該搜尋頁面就會播放您的廣

告，能精準的向目標客戶播放廣告，吸引目標客層，

增加曝光度。當然，這個過程，是需要付費的，奇摩

收費方式是看你設定的關鍵字，越普遍的關鍵字收費

當然就不便宜，一個月可高達五位數字。基本是以點

擊一次最低3元，最高無上限，為了競爭排名位置，就



必須不斷競標，價錢高，排名才會高。目前所知市面

上競標關鍵字點擊一次最昂貴的費用是『1050』元！

若一天導入100人，想想看，一個月後您要付給奇摩多

少錢!!! （SEO優化講堂，2009）。

3.4.4 SEO網站排名優化

SEO網站排名優化，係指針對下圖藍色部分做排

名，稱為"自然排序"，奇摩依您鍵入的關鍵字搜尋出

相關網頁。不必付廣告費，效果與奇摩關鍵字廣告(PPT)

是一樣的，甚至高於奇摩關鍵字廣告(PPT)（SEO優化

講堂，2009）。



圖3-2 奇摩關鍵字廣告與自然排序

3.4.5 SEO介紹-網站排名的提升

SEO- 搜 尋 引 擎 優 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SEO)。它與 “關鍵字廣告 ”不同的是，

它是出現在自然搜尋結果中，對消費者而言，是搜尋

引擎的自然搜尋結果，而非廣告，使用者的點擊意願

會高於關鍵字廣告的多。而透過 SEO網站優化，可以

討好搜尋引擎的搜尋邏輯，進而達到提升網站排名的

效果（SEO優化講堂，2009）。



3.4.6 關鍵字廣告與SEO比較

表3-2 關鍵字廣告與SEO比較

關鍵字廣告 SEO-搜尋引擎優化

目的 廣告 搜尋後的結果

（自然搜尋）

價格 每次點擊計費 前期建置後採月費制

優點 1. 可立即顯示效果

2. 可挑選無線多組關鍵字

3. 可清楚控制每日成本

4. 關鍵字可靈活替換

1. 不易被其他網站取

代名次

2. 為自然搜尋結果

3. 品牌形象建立

4. 上線越久成本下降

缺點 1. 被取代性高

2. 同業惡性點選

3. 價格越來越高

4. 競標關鍵字，價格無上限

1. 無法立即顯示效果

2. 關鍵字排序位置無

法精確預估

點閱率

3％~10％

第一頁65％

第二頁25％

第三頁 5％

每次

點擊成本

越高排名越貴，關鍵字也會

因為越多廠商使用而越貴 成本下降



3.4.7 SEO操作方法

經過 SEO 的網頁可以在搜尋引擎中自然獲得極佳的名次，

被點選的機率必然大增，業務量及訪客也將會大幅的增加。(村

榮資訊網，2009)

SEO 的變項

只要能一一的加以最佳化，能夠大幅提升網站針對某個關

鍵字的排名,也就是增加曝光度。

網頁內容出現關鍵字

在實際執行最佳化的時候要注意，關鍵字出現的次數確實

會影響排名的順序，整個網頁出現的關鍵字次數愈多者的排名

有高過低者的趨勢，要出現在搜尋某個關鍵字的結果當中，基

本上必須網頁內容有出現該關鍵字，為什麼？因為我們用的是

Google 與 Yahoo。網路時代最常用的搜尋引擎，要是我們搜尋

某個字結果出來的網頁沒有那個字，他們就不配做搜尋引擎的

龍頭了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網友愛用這些搜尋引擎了。

網頁標頭(HEAD)內出現關鍵字

<html>

<head>

<title>陶笛-鼎記南投陶笛</title>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陶笛">

<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陶笛">



上面的<title>是網頁的標題，這裡一定要出現關鍵字。

上面的<meta name="description".. 是網頁的說明，這裡一

定要出現關鍵字。

上面的<meta name="keywords".. 是網頁的關鍵字宣告，

這裡一定要出現關鍵字，可以用,分隔多個關鍵字。

網頁的語言宣告

因為本網站主要的市場是在台灣，所以用的是繁體中文的

網頁，搜尋引擎的索引程式 (Spider) 只不過是人寫的程式，

是看不懂我們在寫什麼語言的，因此我們的網頁到底是什麼語

言，一定要告訴搜尋引擎知道，如果搜尋引擎誤判我們的網頁

語言，將會有很嚴重的後果，例如:網頁是繁體中文但被誤判

為別的語言，當繁體中文用戶的搜尋要求被處理的時候。我們

的網頁將會被降低優先權，因為語言不合。因此若要 SEO 我們

絕對不能讓搜尋引擎來猜我們的網頁語言是什麼，我們一定要

明確的告訴搜尋引擎這個網頁使用的語言為何。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head>

紅字的部分為 big5 表示為繁體中文



網頁原始碼的 HTML 標籤 - 與搜尋引擎 SEO 具有關聯性

HTML 原始碼有很多標籤，與 SEO 無關的我們就不說了，我

們只挑出與 SEO 能夠有相關性的來說明。

1. HEADINGS：這是所謂的標頭，就好像報紙頭版的標題，這

裡出現關鍵字絕對與提升你的關鍵字相關度。原理就是通常人

們再撰寫文章的時候會以這個段落的主題為標題，因此這個段

落的文字自然語該標題呈現相關狀態。

範例：

<h1>陶笛</h1>

<h2>陶笛</h2>

2. PARAGRAPH：這是所謂的段落，段落在原始 HTML 的設計當

中就是用來包括文章段落用的。因此我們在設計網頁的時候要

千萬注意別亂用<P>於沒有語意的地方，有些時候你的網頁原

始碼從上面算起好幾千個字元了都還沒出現具有語意的文

章，那搜尋引擎又要如何判斷哪些文字具有語意呢，就是靠

<P>。

範例：

<P>陶笛非常的好</P>



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 搜尋引擎優化的捷徑

網域名稱對於關鍵字搜尋的排名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原因

是通常網域名稱與該網站內容呈現高度的相關性，例

如:www.ibm.com 就是 IBM 公司的官方網站。網域名稱具有獨一

無二的特性，一但被某人搶先使用就沒有第二個人能使用。

只要網址出現了鎖定的關鍵字，不管後面的結尾是什麼通

通都有效，因此如果要 SEO 的關鍵字是英文的，那能夠取得一

個SEO的捷徑！趕緊去申請一個帶有關鍵字的網域名稱！甚至

若是真的找不到，在關鍵字前後加一個字也算數，例

如:ocarinas.com.tw，但是這就不算百分之一百吻合了。

網頁檔案存放目錄（資料夾）及檔案名稱

理論基礎就是一般人資料夾分類的方式本來就是表示這

個資料夾下的文件具有該資料夾名稱的共通性，而檔案名稱的

命名方式更是直接了當的表示了這份文件的內容屬性。

因此如果要 SEO 的關鍵字是英文的，那就很簡單，如果要

最佳化陶笛的這個英文字，那就把這個檔案的 URL 訂為：

http://www. ocarina.url.tw/ocarina/ocarina.html

真實的時光機器 - 搜尋引擎

網頁的最後修改日期，也有可能成為搜尋引擎排名的關鍵

因素之一，要記得時時更新您的網頁，就算不更新，最少也要

www.ibm.com�N�OIBM


動個日期，隨便加幾個字更動一下內容，好讓搜尋引擎知道這

個網頁又更新了。

網站的 PR等級

所謂網站的等級，一般指的是 google 的 PR 值，也就是

PageRank，PR 值愈高，搜尋引擎排名愈容易名列前茅，只要安

裝 google 免費提供的 google toolbar 軟體並授權它使用 PR

值資訊，就可以輕鬆的查詢你拜訪的每一個網站的 PR 值，就

算內容完全相同的兩個網址，擁有不同的 PR 值，在搜尋結果

呈現的時候，高 PR值的網站具有優先性。

PR值最低為 0，最高為 10，愈高愈好，它確實影響了搜尋

引擎排名的順序，提升 PR 值的方法眾說紛紜，但基本上有著

兩個原則:一是開了愈久的網站普遍較高，二是愈多人連結及

拜訪的網站 PR 值愈高。基本上，PR 值的設計不就是為了要評

鑑網路上所謂重要的網站、好站嗎？因此，你只要把你的網站

經營好，讓他成為網路上重要的網站，時間久了 PR 值自然就

高起來了！

PR 值雖然愈高愈好，但可以確定的是低 PR 值的網站一樣

可以排在高 PR 值的網站前面，因此 SEO 的原理就是了解所有

變項，針對所有變項做最佳化，必能獲得成功。

在 Yahoo 上並無相對應的工具可以評鑑一個網站在 Yahoo

中是否為重要的網站。



網頁的連出連結（Linking OUT）

所謂的連出連結，就是在網站上加入連結到別人的網站的

連結，為什麼這樣的連結也能增加網站 SEO 與某個關鍵字的關

聯性呢?進而又能提升搜尋引擎排名？其理論基礎就在於，有

許多介紹型的網站，他就是介紹某種類別的東西，而在介紹的

同時，他又必需增加連出的連結，然而若是輕易的增加連出連

結就能增加本網站與某關鍵字的關聯性，那不是很容易作弊

嗎？

搜尋引擎可不怕這個，因為他也知道如果您的網站是在做

生意的，你怎麼可能會加入連結到同類型競爭對手的連結呢，

這也抑制這種評量機制被作弊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們常常看到

在做同類型產品比較，或是介紹的網址，常常於搜尋結果中名

列前茅的原因。

但是這個連出連結要怎麼加才不會加錯？很簡單，使用

google toolbar 的 PR 功能，可以看到一個網址的相關網站，

要被你連結的網站本身就一定要關連於正確的關鍵字，你在去

加這個連結才會有效果。

影像檔案的奧秘

影像檔就是像是 jpeg 這樣的檔案，對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有什麼影響呢？我們假設一個網頁中如果包含了跟目前正在

搜尋的關鍵字相關的影像檔，能夠增加這個網頁與該關鍵字的

關聯度好了。



圖形檔名的命名: 這個再簡單不過了，一張圖片就叫做

關鍵字.jpg 例如: ocarina.jpg 放在我們的網頁上，這個是一

定要的。

SEO 關鍵字行銷評量標準 - 搜尋引擎優化度分析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或是工具來評量一個網站的搜

尋引擎優化程度呢？ 我們首先分析網站的訪客來源種類大致

可分為三種：

1. 直接連線： 此類訪客通常直接輸入網址來拜訪，這種訪客

的數量與比例愈高，表示網站知名度愈高。

2. 推薦連線： 通常由別的網頁的連入連結帶來，此類訪客數

量與比例愈高，表示網站在網路上有一定的重要性。

3. 來自搜尋引擎的連線： 此類訪客的數量愈多，表示網頁具

有高度的搜尋引擎優化度關鍵字篩選工具，透過這個工具你就

可以找到真正要最佳化的關鍵字在哪裡。



Yahoo 關鍵字篩選工具：

http://tw.emarketing.yahoo.com/ysm/guide/index101.html

圖3-3 Yahoo關鍵字篩選工具

http://tw.emarketing.yahoo.com/ysm/guide/index101.html


使用SEO 就是為了要讓我們的網頁內容更容易被各搜尋引擎找

到，並且盡可能很快速的讓網路用戶瀏覽使用，增加網站的曝光度。

我們使用的關鍵字是：

『陶笛』

『鼎記』

『ocarina』

『樂器』

『陶笛樂譜』

『陶笛指法』

3.4.8 在網站裡面如何提升搜尋引擎的排名

主機服務商選擇：

主機對網站的搜索引擎排名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尋找

主機服務商時，千萬不要只考慮價格。如果多次向搜尋引擎提

交網站，但搜尋引擎卻一直沒有對其進行索引，則有可能是網

站存放的伺服器出了問題。因此選擇主機服務商時要特別注意

以下兩點：

 1、不使用免費主機

由於免費主機裏面經常會出現 Spammers、橋頁、鏡像網

站等"搜索引擎垃圾"，很多搜索引擎都不願意索引免費主機上

的網站；同時搜索引擎目錄如 Yahoo、Google 也很難收錄來自

免費主機的服務主機。此外，免費主機的服務很難保證其穩定

性，常常伺服器超載、速度奇慢、當機頻繁、甚至關閉服務，

這都會直接影響到網站排名。



2、選擇有信譽的主機服務商

搜索引擎的索引程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來訪問收錄的網

站。對經常更新的網站，搜尋引擎的 Bot—俗稱"蜘蛛"，一般

每天都會小幅度地"爬"一下，一個月進行一次大的索引。如果

蜘蛛在索引時出現網頁打不開或下載速度緩慢， 蜘蛛則會放

棄索引。因此您的網站在任何時候都要正常工作，以提高蜘蛛

的信任度。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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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客服支持和維護，才能確保網站快速、

安全、穩定地運行。

功能變數名稱選擇與 SEO

功能變數名稱與 IP：每一個網站的功能變數名稱對應一

個 IP位址，IP 位址是在網路上分配給每台電腦或網路設備的

數位標識。功能變數名稱必須經過功能變數名稱主機（DNS）

進行解析，轉換成數位 IP，才能讓電腦理解辨認，如：

221.23.48.66 大部分網站都存放在由一台伺服器劃分出來的

若干虛擬主機上，由多個網站共用一台伺服器和 IP 位址，一

些 WEB 伺服器中有成百上千個功能變數名稱共用一個 IP位址

的情況。這樣對網站承租者來說成本較低，但對網站的搜索引

擎排名帶來以下潛在風險：

1、共用主機的其他網站如果被搜索引擎懲罰，將或多或少波

及網站。如果同一 IP 下有一個網站作弊，那麼我們的搜索引

擎會對該 IP 下的所有網站進行懲罰。不過幸運的是，大部分

搜索引擎不會如此武斷，如 Google，一般是不會進行這種連



帶性懲罰的。

2、如果搜索引擎對有些 Spammer 伺服器進行了懲罰，其 IP

被認為是 Spam，則連帶該 IP下的所有網站都會受到牽連，使

這些網站的排名下降或在搜索引擎中被清除。

二級功能變數名稱（次功能變數名稱）

二級功能變數名稱形式如：yourname.domain.com，而不

是 www.domain.com。

擁有自己的獨立功能變數名稱是網站對搜索引擎友好的

基礎。目前有很多網站提供免費空間，如部落格（Blog）免費

空間 ，企業免費空間，免費自助建站，電子商務平臺等，通

常為用戶分配一個二級功能變數名稱，或頁面存放於網站的某

一路徑下。這都極不利於搜索引擎重視網站，二級功能變數名

稱除了用戶訪問不方便以外，還主要有以下弊端：

1、如果所使用二級功能變數名稱的主功能變數名稱受到懲

罰，那麼網站也會受到牽連 。

2、很多搜索引擎會規定每個功能變數名稱下的收錄數，如果

www.domain.com 這一功能變數名稱的收錄數上限是 30，而你

的網站是第 31 個，則網站被搜索引擎收錄的機會就等於微乎

其微 。

3、當功能變數名稱供應商停止營業，那麼辛苦經營的網站也

隨著功能變數名稱的失去而付諸東流 。

4、網站流量排名的時候，所有的流量都會歸功於所依託的頂

級功能變數名稱。

www.domain.com
mailto:www.domain.com�o�@�\���ܼƦW�٪������ƤW���O30


最好為自己的二級功能變數名稱網站註冊一個獨立功能

變數名稱，然後做功能變數名稱轉發（免費），目前很多拍賣

網的店鋪都適合採用此種方法，對顧客訪問和網站管理很有

用。

有些搜索引擎目錄對網站在分類目錄中的排名順序是根

據功能變數名稱或網站 title 名稱的數位順序或字母順序甚

至中文筆劃，總體上數位又比字母靠前。Yahoo!稱，"在同一

類目中，網站是按照拼音順序來排列的"。Google 則根據其獨

創的"網頁級別"技術"分辨出常用的重要網站，排放在目錄的

前面以提升網頁搜 尋的效率"。此外，功能變數名稱的尾碼選

擇也有一定講究。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同等情況下，代表非商

業性網站的尾碼.org 和.net 有著比.com 更高的排名優勢；對

中文網站來說，表示台灣網域的.tw 和.com.tw 又比無地區性

的.com 有一定優勢。

提升網頁搜尋

提升網頁搜尋是引導用戶訪問網站的的欄位、功能表、線

上幫助、整體結構等形式的統稱。其主要功能在於引領用戶方

便地訪問網站內容，是評價網站專業度、可用度的重要指標，

同時對搜索引擎也產生諸多提示作用，簡略來說，網站在導覽

方面應注意以下幾點：

1、網站導覽醒目清晰

網站導覽一般為第一層目錄，透過該目錄用戶和蜘蛛程式



都可以層層深入訪問到網站所有重要內容。因此欄位必須在網

站首頁第一的醒目位置，並最好採用鏈結而不是圖片。

2、"麵包屑型(Breadcrumbs)"路徑

所謂"麵包屑"是比喻用戶通過網站導覽到目標網頁的訪

問過程中路徑提示，使用戶瞭解所處網站中的位置而不至於迷

失方向，並方便回到上層頁面和起點，路徑中的每個欄位最好

添加鏈結，即使沒有詳細的路徑來源，也至少應該在每個子頁

面提示回首頁的鏈結，包括頁面的 LOGO 作鏈結。

3、首頁突出重要內容

除了主欄目，還應該將次級目錄中的重要內容以鏈結的方

式在首頁或其他子頁中多次呈現，以突出重點。搜索引擎會對

這種一站內多次出現的鏈結給予充分重視，對網頁級別

（PageRank）提高有很大幫助，這也是每個網站首頁的網頁級

別一般高於其他頁面級別的重要因素，因為每個子頁都對首頁

進行了鏈結。

4、使用網站地圖

網站地圖（Site Map）是輔助導航的手段，最初是為用戶

設計，以方便用戶快捷到達目標頁。良好的網站地圖設計以網

站結構體具有靜態、簡單的特點。多採用文本鏈結，不用或少

用修飾性圖片，以加快頁面載入速度。以上特點符合搜索引擎

友好的要求，因此網站地圖在 SEO 中也有重要的意義。尤其對

於那些採用圖片導覽和動態技術生成的網頁，通過在網站地圖

中進行文本鏈結，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蜘蛛程式無法識別圖片

和動態網頁造成的頁面不可見的風險。



需要注意，網站地圖也要突出重點，儘量給出主幹性內容

及鏈結，而不是所有細枝末節。一頁內不適宜放太多鏈結。

Google 明確提出"如果網站地圖上的鏈結超過大約 100 個，則

最好將網站地圖拆成多個網頁。

動態網頁 SEO 優化

動態網站是指網站內容的更新和維護是通過一個帶有資

料庫後臺的軟體，即內容管理系統(CMS)完成。一般採用 ASP，

PHP，Cold Fusion，CGI 等程式動態生成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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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網頁副檔名顯示為.asp、.php、cfm 或.cgi，

而不是靜態網頁的.html 或者.htm。其 URL 中通常出現"?"、

"="、"%"，以及"&"、"$"等符號。網站使用動態技術的好處，

除了增加網站交互功能，還具有容易維護和更新的優點，因此

為許多大中型網站採用。

但大多數搜索引擎的蜘蛛程式都無法解讀符號"?"後的字

元。這就意味著動態網頁很難被搜索引擎檢索到，因而被用戶

找到的機會也大為降低。因此，建設網站之前首先要思考所

需，即能夠採用靜態表現的網頁儘量不要用動態實現，重要的

網頁用靜態表現。同時使用技術將動態網頁轉化成靜態網頁形

式，使 URL 中不再包含"?""="等類似的符號。也可以通過對網

站進行一些網頁優化，間接增加動態網頁的搜索引擎可見度。

即堅持"動靜結合，以靜制動"的原則。



SEO 搜索引擎優化的重點

鏈結是網站的靈魂。用戶通過超連結獲得豐富的網站內

容，搜索引擎蜘蛛也是沿著一個網站的頁面鏈結層層跟蹤深

入，完成對該網站的資訊抓取。對搜索引擎尤其是 Google 來

說，決定一個網站排名的關鍵，是外部有多少高品質的鏈結指

向這個網站。這就是外部鏈結或反向鏈結，也稱導入鏈結

（Inbound links 或 backlinks)。而從網站引向其他網站的導

出鏈結以及網站內部頁面間的彼此鏈結也對排名帶來或多或

少的影響。

搜尋引擎分類目錄

搜索引擎目錄（Directory）即搜索引擎的人工分類目

錄。今天，登錄分類目錄是網站建成後非常基礎、重要的工作，

尤其登錄幾大主要分類目錄，其重要性不在於訪問者是否通過

目錄鏈結找到你的網站，而主要在於通過這些目錄你的網站獲

得了重要的、高品質的外部鏈結，這對於你的網站提高排名具

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免費登錄：

最著名最重要的登錄是全球最大的開放式目錄庫

Open Directory Project：www.dmoz.org。

ODP 的宗旨是：建立網上最全面最權威的目錄，以及建

立一個被公眾認為高品質的資源庫。在這一宗旨下，全球志願

編輯員選擇高品質內容的網站核准進入分類目錄。

www.dmoz.org


由於 Google 等重要搜索引擎都採用 ODP 的資料庫，是

Google 每月一次深度索引的基礎，因此向 ODP 提交網頁成為

每個網站完成後的首要工作。登錄 ODP 目錄是免費的，但要接

受較為嚴格的人工審核和較長時間的等待，並且最後可能網站

登錄不成功，還要經歷反復提交的過程。

由於 DMOZ 目錄在網站排名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使得越來

越多良莠不齊的的網站向 DMOZ 提交或違規提交，而志願加入

的人工編輯隊伍中出現以權謀私的現象和素質不高的情況，諸

多因素使得現在登陸 DMOZ 非常困難，沒有一個網站敢保證被

DMOZ 收錄。因此，要確保登錄成功，唯一的辦法是小心謹慎

地完全遵守 DMOZ 登錄條款。以下是必須遵守的提交注意事項：

1、確保網站內容是原創而非轉載、鏡象或複製

如果你的網站內容只是一些會員制產品/服務資訊及鏈

結，或是大量拷貝其他站點內容，那麼網站極有可能被 DMOZ

拒絕。即使對已經收錄的站點，一旦發現它們是鏡象、複製或

非原創，DMOZ 也會將其從目錄中剔除。所以務必在網站中加

入產品或服務的原創介紹信息。

2、不要採用虛假、作弊和誇張的手段

被搜索機器人反感的做法，同樣被目錄編輯拒之門外。下

文將有專門章節講到什麼是搜索引擎作弊行為。網站說明中任

何虛假、誇張的文字都會遭到拒絕。對違法性內容，也是不會

收錄的。

3、確保網站外觀的良好性



如果網站內容出現大量拼寫錯誤、無效鏈結或"正在建構

中"的字樣，或者下載緩慢，都會阻礙編輯對你的網站的收錄。

此外，對於來自免費主機的網站，被 DMOZ 收錄的機會很少。

4、確保網站中包含具體聯繫資訊

一個 DMOZ 編輯稱，如果他在網站中找不到實際聯繫地址

或電話號碼，他就會認為這個網站不具備可信度。因此，如果

你的網站中只有一個 Email 位址作為聯繫資訊，是極不利於收

錄成功的。

5、確保網站提交到正確的目錄

選擇合適的分類目錄及子目錄是網站提交的核心。很多網

站登錄失敗只是由於提交選擇的目錄不正確所致。所以在提交

網站之前，必須先流覽整個目錄，最好也瞭解一下競爭對手的

網站都放在哪個目錄下。確認之後，才在該目錄頁面右上角點

擊"提交網頁"。

6、記下提交日期、目錄名稱和編輯郵箱

向 ODP 提交完你的網站後，記下提交的日期及目錄。如果

提交的那個目錄下有編輯員資訊，最好把編輯的名字和郵箱也

記下來。這些資訊，對於需要詢問提交網站的處理狀態或再次

提交時，非常有用。

7、不要多次重複提交網站

因為編輯是根據網站的提交日期順序進行處理的，一個目

錄下往往有很多網站在佇列中等候審批。從提交成功到最後收

錄，最快也要 2周時間，最晚的甚至要等到半年以後。因此，

需要耐心等待結果。如果網站非常龐大，且擁有很多不同內容



的分支時，你可以嘗試將不同內容的網頁分別向 DMOZ 下的相

應目錄進行提交。

一旦 DMOZ 收錄了網站，那很快就可以被 Google，Lycos，

Netscape，AOL， HotBot，DirectHit 等一些大型搜索引擎和

門戶網站收錄。

其他的重要目錄包括 Yahoo!目錄。Yahoo 是最早開始做分

類目錄的網站，直到今天登錄 Yahoo 目錄也是網站推廣的重要

環節。Google 把來自 Yahoo 目錄的鏈結作為網站排名的重要

分值。

工具推薦：

檢查網站是否登錄多個重要目錄：

www.123promotion.co.uk/directory/index.php

付費登錄（Paid Inclusion）：

英文 Yahoo 實行付費登錄商業網站政策，國內的門戶搜索引擎

目錄也對商業網站紛紛採用付費登錄。付費登錄商業模式包括

普通登錄和固定排名，一般按年付費，網站在付費之後立即登

錄目錄，無須等待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門戶搜索引擎的搜

索程式也比較偏重于對自身付費目錄資料的抓取。

總體上，付費登錄對於商業網站和採用了大量不利於搜索引擎

友好的手段建設的網站來說，還是有必要的。

關於自動登錄軟體（Submitting Tools）：

自從有了 B2B 商務平臺和搜索引擎行銷以來，就出現了向

www.123promotion.co.uk/directory/index.php


這些中間平臺和搜索引擎提交供求資訊或網站的自動登錄軟

體，並一度在市面上廣為流行。搜索引擎自動登錄軟體的功能

是承諾將客戶的網站一次性登錄到全球 N個搜索引擎目錄，有

的甚至保證可以使網站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獲得極大提升。實

際上，已經有諸多行銷實踐者對此類自動登錄軟體實際效果提

出了質疑：

1、真正為網站帶來訪問量的搜索引擎主要集中於幾大主流搜

索引擎，其他的小搜索引擎搜索量極小，即使網站被這些小搜

索引擎收錄成功，也不能指望通過他們帶來什麼訪問量。

2、今天的主流搜索引擎目錄往往採用付費登錄或嚴格的人工

審核，這些目錄極其反感由自動登錄軟體提交的網站，有的明

確提出拒絕自動提交方式。

3、在軟體自帶的幾千個搜索引擎中，軟體本身提示登錄成功

的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否真正登錄成功，實際操作中很難

一個一個去檢驗。

4、如果網站有來自其他網站的導入鏈結，即使不用登錄，主

流搜索引擎機器人同樣會抓取到你的網頁。

5、如果從增加外部導入鏈結的角度出發，英文網站針對英文

搜索引擎的自動提交可以一試，但不可對其抱有太大的期望。

總體上，盛行於免費推廣時期的自動登錄軟體在今天各大主流

商業推廣平臺紛紛實施付費政策的商業模式下，已經越來越喪

失價值。



3.5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

本研究小組參考了許多陶笛網站，大部分功能普遍都以陶笛指法

教學、商品廣告、商家介紹和訂購方式為主，而本網站開發了其他網

站少有的會員系統及購物車功能，讓顧客可以更方便、更快速的來訂

購商品，在商品分類中我們也提供了特價商品與最新商品的功能，能

讓顧客知道有哪些商品優惠方案以及瞭解最新的商品資訊。另外，也

提供了商品快速尋找的功能，讓顧客可以更快速、更方便來尋找商品。

除了提供會員購物車的系統功能之外，我們還提供了線上客服的功

能，使用者可以直接透過 Skype 來與業主雙方有更多的互動，客戶也

可以在商品評論區表達對商品的看法與意見，以提升良好的互動與服

務功能，討論區的功能更提供使用者在陶笛社群方面的多樣相關資

訊，以及線上即時聊天室更可讓使用者有更方便直接的互動。

在網站功能方面，本小組與「陶韻山莊」及「注音陶笛」來做比

較，(如圖 3-4，3-5)陶韻山莊是社群網站，主要是以討論區的論壇為

主，提供基礎教學以及指法的說明，但缺少直接線上購物的服務，也

無法與客戶直接有線上的互動，只有以E-mail的方式連絡來訂購商品。

注音陶笛是以商品販賣為主，訂購方式皆採用電話訂購的方式，

並無法直接線上購買，如需要商品則透過線上留言版來訂購或到店挑

選，無法與使用者有直接線上的互動也缺少購物的便利性。



圖3-4 陶韻山莊網站首頁



圖3-5 注音陶笛網站首頁



表3-3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表

搜尋商品

會員登入

購物車

商品目錄

特價商品

最新商品

商品評論

網站導覽

討論區

相關連結

資源分享

服務台

線上客服

貨運宅配查詢

公佈欄

關於我們

訂閱電子報



5.12 預期效益

本研究小組針對電子商務網站的建置，主要對鼎記南投陶

笛的預期效益分為對業主的預期效益及對消費者的預期效益：

對業主效益：

可接觸更多潛在顧客。

可獲得更多更直接的顧客資訊。

銷售時間與地點不受限制。

與顧客互動溝通更直接更省成本。

有助於降低存貨。

增加回應顧客的時效與能力。

提升同業界競爭力。

對消費者效益：

更多的選擇。

更好的價格。

更貼心的服務。

個人化服務。

商品或服務的取得更加方便。



第四章 系統分析

4.1 使用者需求分析

在經過與業主劉鼎魁先生訪談後，業主希望在整體的設計

規劃上能夠盡量使用中文化後的軟體，以減少往後維護管理上

的困難度。另外，在後台的管理需求上希望有圖形化的簡單介

面和避免需要修改程式碼的後台管理；前台介面則希望除了提

供一個購物平台外，還能建立一個可供會員線上討論的區域，

以增加相關訊息的交流、以及會員如果有任何問題也希望有管

道可以與管理者溝通，更希望可透過公佈欄的功能提供最新活

動訊息;也站在顧客的角度分析網站使用需求，除了需要透過

線上客服的互動來詢問相關事項之外，更需要透過討論區的功

能達到社群交流，以及方便的網站導覽來快速了解網站功能，

最後，是可供顧客參考的資源分享，讓顧客可以自由觀看下載

資源。所以，經由上述顧客需求分析與業主訪談後的需求分

析，本小組選擇使用osCommerce這套軟體，人性化的簡單介面

配合購物車、討論區和互動元件等多項功能，滿足使用者需

求。希望藉由這次研究建置一個樂器購物網站，在使用最少經

費下，來開拓更多的消費客群。



4.2 系統需求分析

硬體設備：

表4-1 硬體設備

項目 參考配備 採用配備

架設方式 架設伺服主機

租用虛擬主機

虛擬主機

(智邦生活館)

作業系統 Windows2000 Server

以上，Linux

Linux

瀏覽器

支援IE5.0

或

FireFox 1.5以上

Internet Explorer7

機房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

使用頻寬 2M/10M 2M

硬碟空間 5G Bytes

每月流量 30G Bytes



軟體設備：

表4-2 軟體設備

項目 說明

osCommerce 套裝軟體

Apache1 網頁伺服器

MySQL 資料庫

PHP 程式語言

Photoshop 修圖軟體

Flash 動畫設計

Macromedia Dreamweaver 網頁設計

FTP 檔案傳輸

osCommerce中文版，西元2003年8月，KMD(網路甘仔店)

正式釋出第一個osCommerce繁體中文包(Big5)，同時也成立支

援 論 壇 (http://www.kmd.com.tw/)， 目 前 會 員 人 數 已 超 過

27,000人，實際登陸的線上商店達300多家。

由於釋出第一版繁體中文時，採用Big5的中文編碼，造成

許多中文衝碼的問題，為了提供更穩定的中文環境，因此將

osCommerce由原來的big5編碼改為UTF-8編碼，並成功解決了

中 文 衝 碼 及 郵 件 編 碼 的 問 題 ， 更 提 供 技 術 以 外 的 服 務 ，

如:banner box及網群銷售，在降低線上購物系統的進入門檻

http://www.kmd.com.tw/


的同時增加更多行銷機制，讓人人擁有線上購物不再是遙不可

及的夢。

系統功能與特色：

1.一般：PHP3/PHP4相容，安裝容易、可立即使用。

2.模組化：多國語言系：英文、德文、西班牙文以及世

界各國自製的語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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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L安全機制，可顯示每

一商品目錄內的商品數量、最佳銷售列表、可以顯示

其他客戶購買商品(建議購買清單)。

4.後台：友善的介面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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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台可分開至於不同主機、提供付款及運送模

組、做為跨國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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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重男，

2006）。

AppServer 是一種便可輕鬆的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安裝好全

套的Apache、PHP、MySQL等網頁伺服器套件，只要執行完AppServer安

裝程序，便可將所需的伺服器功能一次全部安裝好。



AppServer 的功能相當完整，包含了以下相當常用的元件：

Apache 2.2.8、PHP5.2.6、MySQL、5.0.51b、phpMyAdmin-2.10.3

（PChome 網路家庭，2008）。

MySQL一個快速、多執行緒（multithread）、多使用者且

功能強大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RDBMS），可與C、C++、Java、Perl、PHP

等語言連結，可運行於多 種平台上，例如：Solaris、RedHat、

Linux、FreeBSD、OS/2、Windows ...... 等等。

MySQL並不是一個Open Source的計劃，因其版權在某些情

況下是需要付費的，例如:將它與其他產品包裝販售。不過，

大致上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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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ySQL中並不常用GUI介面，但也因為這個原因讓它在各

個平台都適用，在某些平台上當要遠端登入時，使用的是文字

模式，這時 這個文字模式就發揮它的效用，相較於其他同級

資料庫的介面，或許會不適應，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會發現，

不使用GUI介面能夠使SQL語法用的更熟練（林錦雀，2005）。

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是一種HTML嵌入式的語

言，PHP與微軟的ASP有幾分相似。都是一種在伺服器端執行的

語言，語言的風格有點類似C語言，PHP獨特的語法混合了C、

Java、Per以及PHP自己創新的語法。



PHP的特性：

1.開放原始碼：免費，所有的PHP程式原始碼，都可以在

官方網站取得。

2.執行於伺服器端：由於PHP是執行在伺服器端的，即使

再多的使用者，再複雜的程序也不會影響到執行的速

度。

3.跨平台：PHP可以在Unix、Linux、FreeBSD、Windows

下執行。

4.嵌入HTML中：因為PHP可以嵌入HTML語言，所以學習起

來並不困難。

5.簡單的語言：PHP是以Script語言為主，與Java和C++

不同，但又用了很多C的語法，所以只要對於電腦語言

的熟悉者，使用PHP並不困難。

6.效率高：PHP消耗較少的系統資源。

7.圖形處理：PHP配合GD Library程式可輕鬆建立圖形

（林錦雀，2005）。

Photoshop支持眾多的圖像格式，對圖像的常見操作和變

換做到了非常精細的程度，使得任何一款同類軟件都無法望其

頸背；它擁有異常豐富的插件(在Photoshop中叫濾鏡)，熟練

後您自然能體會到"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的境界。而這一

切，Photoshop 都為我們提供了相當簡潔和自由的操作環境，

而使我們的工作游刃有餘。從某種程度上來講，Photoshop 本



身就是一件經過精心雕琢的藝術品，更像為您量身定做的衣

服，剛開始使用就會覺得的倍感親切。當然，簡潔並不意味著

傻瓜化，自由也並非隨心所欲，Photoshop 仍然是一款大型處

理軟件，想要用好它更不會在朝夕之間，只有長時間的學習和

實際操作我們才能充分貼近它（若揚其、洪蕙玲，2005）。

Flash是一套集「向量繪圖」、「動畫製作」、「互動設

計」三大功能於一身的網頁動畫製作軟體，不用手寫Java程式

開發Java Applet，就可以做出生動的動態效果，還可為網頁

配上悅耳動聽的音效，最佔優勢是動畫檔案容量小（施威銘，

2008）。

Flash的特色：

1.簡單易用

2.動畫檔案容量小

3.不受頻寬影響

4.瀏覽器充分支援

Macromedia Dreamweaver這套軟體是近幾年來，視覺化、

所見所得的網頁編輯軟體，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算是不懂

HTML的人製作網頁也是輕而易舉，在眾多的網頁編輯軟體中，

Macromedia所發展完全視覺化的Dreamweaver則是個翹楚，也

成為無論是新手、經驗豐富的網頁開發人員、或是程式設計



師，更能人性化完成所需的工作。而主要九大特色功能讓使用

者在做網站設計更輕易上手。

以下為Macromedia Dreamweaver的主要九大特色：

1.同時顯示原始碼及版面設計

2.輕鬆定位的圖層功能

3.更方便的版面配置

4.雙向繪圖編輯

5.省時省力的網站與資源管理

6.功能完整的文字編輯器

7.內建原始碼參考文字

8.完善的網站報表

9.新的 Macromedia Extension功能（江高舉、郭姮劭，

2004）。

FTP的全名是「File Transfer Protocol」〈檔案傳輸協定〉，

主要用來傳輸檔案所使用的協定，目前學術網路上所提供的網

路資源當中，最常使用的項目之一。就是用來的規範電腦之間

傳輸檔案的共同協定，因此兩部不同的電腦之間傳遞檔案時，

雖然檔案格式或本身電腦系統不同，但透過FTP協定就可以很

容易讓兩部電腦檔案傳送順利進行(Yahoo奇摩知識家，2004) 。



4.3 開發流程發展說明

表4-3 開發流程發展說明

發展過程 說明

確定主題 經組員開會討論主題的結論，尋找適合之

企業後確定的主題為鼎記南投陶笛網站

建置。

資料收集彙整 組長分配工作給所有組員，各組員開始收

集有關電子商務文獻及鼎記南投陶笛服

務內容的相關資料，加以彙整。

規劃架站 經組員開會討論後，利用各圖表架構出來

的基本模型，並論其功能性。最後，依照

圖表架構做出規劃系統。

系統美化設計 開始製作圖片動畫與版面美化設計。

系統建置 開始依照系統規劃流程圖執行系統建置。

系統測試與修改 網站完成後，會利用此階段進行測試，如

發現不良的地方，立刻進行修改，直到整

個系統可以完整運作為止。

系統維護 要時常進行系統維護修改、測試，讓本系

統完整運作而不中斷。

創新改革 要常常更換本系統的圖片、新版面，保持

新鮮感。



4.4 網站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小組透過與業者訪談後，以網站使用者需求規劃出

以下網站系統架構：

圖4-1 網站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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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統流程圖

依照網站使用者分為前台流程圖與後台流程圖，前台流程

包含:會員登入流程、會員購物流程;後台流程包含:管理者登

入流程、商品管理流程、客戶管理流程、訂單管理流程。

4.5.1 前台流程圖

會員登入流程：

首先檢查是否為會員，是則直接登入，否則請求

加入會員，註冊會員後，系統會自動發出E-mail通知

會員註冊成功，會員登入後即可編輯修改會員資料、

檢視訂單紀錄、訂閱電子報等多項功能。如下圖 4-2

所示：

圖4-2 會員登入流程圖



會員購物流程：

購物必須先登入會員，選取好商品之後，利用購

物車系統記錄所選取的商品與數量，確認訂單後系統

自動會發出一封E-mail訂單通知給買家，再經由買家

付款後，完成此筆交易。如圖4-3 所示：

圖4-3 會員購物流程圖



4.5.2 後台流程圖

業主可視需求設定單筆管理者或數筆管理者，在管理者登

入管理介面時，可分為:商品管理、客戶管理、訂單管理，每

項管理都可以預覽、查看、刪除現有的狀況，管理者可對會員

資料進行編輯修改，而商品管理可新增、修改等功能。如下圖

4-4所示：

圖4-4 後台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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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也是

不可或缺的。

4.6.1 ER-Model

圖4-5 資料庫關聯圖



4.6.2 資料庫規格

會員基本資料(customers)

作用︰紀錄客戶主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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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會員基本資料表

customers_id

customers_gender

customers_firstname

customers_lastname

customers_dob

customers_email_address

customers_default_address_id

customers_telephone

customers_fax

customers_password

customers_newsletter



購物車(customers_basket)

作用︰紀錄客戶登入後放置購物車商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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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 購物車資料表

customers_basket_id

customers_id

products_id

customers_basket_quantity

final_price

customers_basket_date_added



購物車商品屬性資料表(customers_basket_attributes)

作用︰紀錄客戶登入後放置購物車商品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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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6 購物車商品屬性資料表



商品基本資料表(products)

作用︰紀錄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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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最後修改、商品有效日期、商品的重量。

表4-7 商品基本資料表

products_id
products_quantity
products_model
products_image
products_price
products_date_added
products_last_modified
products_date_available
products_weight
products_status
products_tax_class_id
manufacturers_id
products_ordered



商品評論資料表(reviews)

作用︰紀錄商品評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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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商品評論資料表

reviews_id

products_id

customers_id

customers_name

reviews_rating

date_added

last_modified

reviews_read



第五章 網站成果展示

5.1 網站片頭動畫

圖5-1 網站片頭動畫

進入網站後，首先會先從網站片頭動畫Flash播放，播放

完後，再點選進入網站首頁或討論區。



5.2 網站首頁

圖5-2 網站首頁

本網站的首頁最上方是以Flash動畫製作，可以隨時更換

作為廣告，也讓整個網頁更生動。左邊功能區塊與右邊內容區

塊的分區方便使用者易於熟悉網站模式。



5.3 登入會員

圖5-3 會員登入



5.4 新增帳號

圖5-4 新增帳號

本網站購物必須加入會員，加入會員需填寫資料，資料送

出成功後，使用者可開始使用各項功能。



5.5 公佈欄

圖5-5 公佈欄

提供鼎記南投陶笛網站的最新消息及相關活動訊息與新

聞，讓使用者可在網站獲取陶笛相關訊息。



5.6 關於我們

圖5-6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包含了:鼎記簡介、業主簡介、鼎記地圖及全國

經銷點，讓顧客更了解鼎記南投陶笛。



5.7 商品分類

圖5-7 商品分類

有條理的商品分類方式，能讓顧客清楚了解商品各項分類

及商品價格，使顧客更方便快速找到所需商品及特價商品與最

新商品。



5.8 商品評論

圖5-8 商品評論

商品評論功能可使顧客對商品更加了解，並提供業者與顧

客對於商品的意見心得有參考的方向。



5.9 網站導覽

圖5-9 網站導覽

網站導覽提供使用者更快速了解網站整體功能，讓使用者

可快速瀏覽網站，方便使用者使用網站。



5.10 討論區

圖5-10 討論區

相關連結當中提供討論區功能，可提供使用者擁有更多社

群討論分享的空間。本小組採用phpBB論壇，簡單易用的管理

面板與極其簡單的安裝程序讓管理者更易上手，免費線上套裝

架設方式更使空間減少許多頻寬流量的負擔。



5.11 陶笛推薦網站

圖5-11 陶笛推薦網站

提供網站推薦功能，可提供業主放置相關的推薦網站連

結，動畫版面的設計，更可自由彈性調整頁面設計，增加網站

美化。



5.12 服務台

圖5-12 服務台

提供網站使用者了解購物事項並提供與業主聯絡，方便顧

客與業主雙方的意見參考方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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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隨時隨地都可以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購物。現在大部分的

人都透過網際網路來購買商品，本小組替鼎記南投陶笛建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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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就是要

讓消費者能針對自己有興趣的商品進行瀏覽，討論區可以提供

大家訊息的交流以及分享。

選擇osComme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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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了燃眉之急。但實際操作後

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其問題如下:

1. 因軟體功能制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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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特別感。

5. 缺乏互動性。

鼎記南投陶笛網站的建置能為鼎記南投陶笛創造新的商

機之外，亦可提供消費者快速取得所需要的資訊，電子報提供

消費者線上訂閱，使消費者快速的了解該網站的新資訊與情

報，討論區提供使用者資訊交流的空間，提供網路社群更多互

動管道，網站導覽為使用者帶來了更方便的導覽網站功能方



式，線上客服讓使用者對網站的意見或需求有更多、更直接的

互動。

因為本小組技術限制，希望在未來網站可以增加免會員購

物機制，網站與討論區會員可互相整合，為消費者帶來更多便

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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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利用

網路無時差無地域特性，帶來更多的商機，吸引更多消費者，

讓此網站更符合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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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預定進度表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年月份

工作項目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確定主題

業主訪談

收集資訊

撰寫書面資料

規畫架站

系統建置

系統測試

初審

整體編修

專題正式發表



附錄二

工作職掌分配表

姓 名 ： 陳昱儀

工 作 內 容 ：

書面部分： 網站部分： 其他部分：

致謝 工作預定進度表

摘要 工作分配表

目錄 實作改進說明表

表目錄 訪談紀錄表

圖目錄 書面彙整

研究背景

研究步驟

研究流程

研究架構

電子商務網站與陶笛的結合

網路社群與陶笛的關聯性

經濟可行性

技術可行性

法律可行性

作業可行性

電子商務之四流

關鍵字

關鍵字的重要

奇摩的關鍵字廣告 (PPT)

關鍵字廣告與 SEO 比較

使用者需求分析

開發流程發展說明

網站系統架構圖

前台流程圖

後台流程圖

網站成果展示

結論與未來展望

參考文獻

網站歡迎動畫設計

首頁圖美化設計

多媒體音效錄製

討論區

陶笛推薦網站

簡報製作

業者訪談

第一階段邀請卡製作

第一階段海報製作



姓 名 ： 李美茹

工 作 內 容 ：

書面部分： 網站部分： 其他部分：

致謝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的優點

技術可行性

SEO 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網站排名優化

SEO 介紹 -網站排名的提升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表

網站系統架構圖

結論與未來展望

參考文獻

書面彙整

討論區

桌布製作

簡報製作

第一階段海報製作

第二階段海報製作



姓 名 ： 張智翔

工 作 內 容 ：

書面部分： 網站部分： 其他部分：

網站定位

市場定位

客戶群

電子商務之四流

SEO 操作方法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表

參考文獻



姓 名 ： 盧妙菁

工 作 內 容 ：

書面部分： 網站部分： 其他部分：

研究目的

電子商務的優點

參考文獻

網 站 導 覽 第二階段邀請卡製作

第二階段海報製作



姓 名 ： 黃舜仕

工 作 內 容 ：

書面部分： 網站部分： 其他部分：

研究架構

作業可行性

系統需求分析

網站系統架構圖

ER-Model

資料庫規格

參考文獻

網站系統架設

問與答外掛

多圖外掛

設 為 首 頁 外 掛

加 入 最 愛 外 掛

進 階 搜 尋 外 掛

相 關 連 結 外 掛

最 新 消 息 外 掛

線 上 客 服 外 掛

區 塊 陰 影 外 掛

線 上 人 數 外 掛

貨 運 查 詢 外 掛

多媒體音效錄製

業者訪談

第一階段邀請卡製作

第一階段海報製作



姓 名 ： 陳献廷

工 作 內 容 ：

書面部分： 網站部分： 其他部分：

SEO 網站排名優化

參考文獻

網站導覽



附錄三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暨商務科技管理系專題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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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謝景順老師提到書面 Er-modol 欄位名稱要加入中文對照、。

會員基本資料需列 。

2. 鄭育欣老師提到網站是否有符合業主的需求，網站使用者是

否容易操作。

3. 鄭育欣老師提到網站是否能提供影片和陶笛聲音試聽?網站

經營策略的提供如何達到消費者需求。

4. 鄭育欣老師提到網站購物運費如何收費、是否考慮其他付款

方式?

5. 卓裕榮老師提到書面要放參考文獻。

1. Er-modol 欄位名稱已加入中文對照、會員基本資料的客戶

序號設為 。

2. 本小組與業主討論後，依照網站管理者的需求與顧客需求規

劃網站，讓使用者容易操作。簡單明瞭的介面與商品分類讓

使用者更方便使用網站，更快速找到所需商品。

3. 目前因為缺少專業錄音設備，為了考量聲音的品質，所以暫

時無法提供正式陶笛音樂，為了達到陶笛試聽的功能，暫以

錄製音效替代，日後有適合的設備可完成聲音錄製，再加強

網站視聽功能。本網站於資源分享區有提供影片欣賞之功能。

可供網站管理者放置影片提供顧客使用者視聽方面的參考。網

站經營更有規劃多樣性的銷售方案給消費者，使消費者可依照

需求有更多元化的選擇。

4. 商品付款方式因為沒有和銀行合作金流，無法提供更多元化

付款方式。皆採用貨到付款方式，購物運費如有達到金額的

標準可免收，不符合則以寄送區域為收費標準。

5. 參考文獻已放入。

P.61~62

P.16

P.80~82

※請於第一階段口試後填寫此表格，連同期末書面報告書一併繳回系辦。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暨商務科技管理系專題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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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卓裕榮老師提到書面展示圖檔比例要適中。

7. 卓裕榮老師提到目錄編排要正確

6. 圖檔皆以調整修改過。

7. 目錄皆以正確修改。

P.67~78

P.III~V

※ 請於第一階段口試後填寫此表格，連同期末書面報告書一併繳回系辦。



附錄四

訪談紀錄表

受訪談對象： 劉鼎魁 訪談者： 陳昱儀 、 黃舜仕

訪談時間/方式：98 年 9月 19 日下午 14 時 30 分至 15 時 00 分 ■電話 □親自面談

訪談

內容

記錄

網站希望有哪些基本的功能?

搜尋商品－可以快速搜尋到需要的商品

會員登入－方便會員管理

購物車－方便消費者購物

商品目錄－呈現各式不同種類商品

最新消息－提供鼎記最新資訊

討論區－提供笛友社群討論與互動

相關連結－相關友站連結

資源分享－提供笛譜、影片的分享

線上客服－與消費者有更快速直接的互動溝通方式

公佈欄－提供相關活動的消息

希望網站呈現何種風格?

版面可以一目了然快速了解網站功能

介面希望可以簡單明瞭容易上手

希望網站可以帶來哪些效益?

推廣陶笛文化，進而推動吹奏陶笛之風潮

節省成本的支出

透過平台拓展銷售通路，提升知名度

透過互動了解顧客需求

透過訂單系統來了解顧客的回購率及特定款式購買率



訪談紀錄表

受訪談對象： 劉鼎魁 訪談者： 陳昱儀 、 黃舜仕

訪談時間/方式：99 年 3月 20 日下午 14 時 30 分至 17 時 00 分 □電話 ■親自面談

訪談

內容

記錄

商品買賣提供哪些訂購方式?
電話訂購－專線：049-29106668，時間：週一~週五上午 8點半至下午 6點

傳真訂購－專線：049-2915060，時間：24 小時

網路訂購

到店挑選－地址：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四段 19號

商品買賣提供哪些付款方式?
一律採用貨到付款

商品運送使用何種物流系統?
大鳥宅配通

商品運送時段?
上午送達 08：00~12：00

中午送達 12：00~17：00

晚上送達 17：00~20：00

商品運費計算方式?
購物滿 1000 元，即可享有免運費之優惠

購物未滿 1000 元，不論商品購買件數，一律均收 150 元運費

為達到網站提供商品試聽之效果，可否提供音樂試聽檔?
因考量音效品質效果，未有完善錄音設備可供錄音，尚無法提供良好品質音

效，待日後有完善錄音設備可錄製優良品質音效，再提供完整試聽音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