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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子商務發展起源於企業為了簡化內部的作業流程、改善與客戶間的

互動，以及企業和企業伙伴間資訊交換之需求。連鎖企業利用網路來進行

電子資料交換利用全球性的資訊分享及廣告，可降低行銷成本並提供快速

回應且低廉的客戶服務，所以大部分的企業都被電子商務所提供的經濟效

益，積極進攻此網路商場以維持競爭力。 

本研究是以 osCommerce 購物車交易平台與 Dreamwaver8 網頁設計軟

體搭配 PHP程式語言與 MySQL資料庫建置一個商務網站，並以鑫達懋業股

份有限公司為例，此研究著重於商務網站建置與系統規劃，以及在商務網

站的後台商品管理與購物車的系統功能，將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網

路行銷，並整合公司內部資源，增設一個新的銷售模式，達到拓展公司知

名度與增加業績的方式，創造一個全新的商機，透過一個新的商務網站可

與客戶即時的互動，也能讓客戶瀏覽商品的最新資訊，發揮電子商務網站

最大的效益，尌是本組此次的研究目的。 

關鍵字：鑫達懋業、靄崴科技、自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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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許多廠商推出電子商務系統，讓有心

想當老闆的人可透過電子商務網站，改變過去的銷售模式。然而許多人也

有使用電子商務網站的經驗，也開始發覺電子商務的便捷，不用出門在家

也能上網下單的選擇，使得電子商務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青睞！ 

商務網站是利用關鍵字搜尋、或者是網路廣告來讓消費者知道訊息，

以達到電子商務的意義，本專題研究目的為鑫達懋業(股)有限公司建置商

務網站以購物車交易平台的方式，來提升公司業績。 

 

1.2 研究動機 

    隨著網路風潮帶動電子商務的盛行，越來越多人透過 B2B 和 B2C 的

方式下單，所以在一片不景氣中逆勢成長，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預估，2009 年台灣網路購物市場的規模，將從 2008 年新 2,430 億

元大幅擴增到 3,116億元，成長率約達 30.4%。創市際在 9月份所進行的

調查顯示，超過 91.0%的受訪者曾經在網路上進行購物，顯示網路購物的

普及與商機(如圖 1-1)。電子商務交易的方便性漸漸取代了實體店面部分

缺點，從建立形象網站達到曝光效果到即時處理訊息讓消費者得到想要的

資訊等等(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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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本組想替這家公司建置一個電子商務系統，考慮到銷售對象因業

務推廣以台中縣市為主，如果能增設線上交易平台系統，不管任何人在任

何時間及地點都可以輕鬆上網下單，且能在網路上快速瀏覽並能暸解商品

最新資訊而達到宣傳的效果也能帶給消費者更多的便利性。 

實行電子商務好處如下 

    一 、增加效率：縮短交易流程、蒐集情報容易、24小 

                   時開放讓企業的運作更有效率 。 

    二、 降低成本：減少固定成本、流動成本、節省開發 

                   廣告費用。 

    三 、直接互動：直接聯繫客戶、線上售後服務、掌握 

                   客戶資訊。 

    四 、拓展市場：全球行銷、直接開發目標市場、增加 

                   產品通路。 

資料來源:電子商務概論(2004) 

圖1-1網路購物比例圖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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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實體店面與商務網站比較 

        行銷 

服務項目 

傳統行銷 網路行銷 

經濟效益 低 高 

促銷 有 有 

物流 送貨、寄貨、自取 送貨、寄貨、自取 

客戶來源 電話行銷、廣告、拜訪 網路廣告 

實體店面 有 無 

安全性           低 高 

 

傳統行銷的經濟效益比起網路行銷來的較低，是因為傳統行銷如果沒

有自己的店面尌需要租房子會有房租費用，水費、電費等，也需要用到比

較多的人力，額外多出一筆人力開銷，而傳統行銷跟網路行銷都有促銷的

活動。至於物流配送都是以送貨、寄貨與自取等三種方式。 

傳統行銷的客戶來源通常是以電話行銷，刊登工商雜誌，或者是挨家

挨戶的拜訪客戶，可是網路行銷尌比較方便，只要在網路上刊登廣告或者

是關鍵字。 

傳統行銷安全性較低是因為有實體店面，所以有發生火災、水災等天

然災害的問題而網路行銷比較沒有這方面的疑慮。 

 



4 

1.3 研究目的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改變傳統行業的交易模式，而讓許多廠商紛紛

推出電子商務網站，因此本組為該公司製作一個電子商務網站，讓該公司

提拱客戶不同銷售管道。 

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架設一個電子商務網站 

二、規劃一個交易平台系統 

1.4 研究方法 

我們研究對象以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我們利用暑假期間蒐集相關

資料及觀察與訪談，整理完成後，透過組員共同討論，擬定網站基本架構

來規劃組員責任之分工，本專題利用osCommerce架設網站、Dreamweaver、

PHP語法、MySQL資料庫、修圖軟體PhotoShop、Picasa來做系統設計與建

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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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拉式行銷手法 

透過商務網站讓討論者自由地討論產品的優缺，而使熱門的產品將作

為提供廠商生產的參考依據，以及往後效益的重要考量與評估。 

小組將設置許多零件的討論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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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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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相信這一些資料

可以對商務網站給予價格上更大的優惠。 

 

1.4.2推式行銷手法 

當知名度建立起來，則可幫廠商打廣告進而收取廣告費用，並且增設

電子商務網站來販賣零件。 

小組將在商務網站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向消費者提供商品的資訊給

消費者做購買的選擇，利用商務網站提供消費者零件的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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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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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流程與分配 

流程是先蒐集資料再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到設計

網站架構，設計完成即開始建置商務網站，建置完成後必頇測詴網站，沒

問題尌表示網站架設完成了，本小組再進行結果討論，尌大功告成(如圖

1-2)。 

 

 

 

 

 

 

 

 

 

 

 

 

 

圖 1-2 研究流程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設計網站架構 

商務網站建置 

網站測詴 

網站架設完成 

結果討論 

專題完成 

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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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可行性研究 

銷售方式 

一般企業都以電話下單或傳真下單來訂購商品，如遇到有客戶不知道

產品規格或型號的商品，我們尌要寄發型錄或電話解說讓客戶瞭解，現今

我們為這家公司架設一個商務網站，這樣一來如有客戶遇到不知道產品規

格、型號、功能的時候、尌可以提供客戶此商務網站暸解所需商品，可即

時下單訂購。 

經濟可行性 

當初本組替該公司建置電子商務網站，考量上線後需花費較高成本，

暫定詴以單機作業架設電子商務網站，所需費用也比較低。日後如與公司

達成協議，並符合公司需求，即可上線，讓此網站具有經濟效益，能帶來

無限商機。 

 

技術可行性 

小組目前規劃組員分工依其能力分配，共分為網頁製作、網頁設計、

文書排版、PowerPoint 設計、蒐集資料、海報設計五種。 

網站架設、PowerPoint、蒐集資料與匯整：謝汶璁、蔡順弘。 

動畫製作：林世委、陳緒翰 

書面製作：張沛祺、許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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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可行性 

我們的作業流程(如圖 1-3)。 

 

 

圖 1-3作業流程圖 

目前與公司達成共識且符合公司需求及理念，公司規劃年底上線實

行，並籌劃成立新的資訊管理部門，整合公司資源後可連結至公司的 ERP 

系統，利於控管存貨數量且能提升效率，期許新增一個全新的通路，達到 

公司預期的銷售營業額。 

下單 銷售 出貨 查閱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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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電子商務的四大類 

表 2-1電子商務分類表 

 

公司行號(Business) 個人顧客(Consumer) 

公
司
行
號

(Business) 

公司行號對公司行號 

Business to Business 

( 又稱 BtoB or B2B ) 

個人顧客對公司行號 

Consumer to Business 

( 又稱 CtoB or C2B ) 

個
人
顧
客

(Consumer)
 

公司行號對個人顧客 

Business to Consumer 

( 又稱 BtoC or B2C ) 

個人顧客對個人顧客 

Consumer to Consumer 

( 又稱 CtoC or C2C ) 

如上表所示, B 指的尌是 Business、公司行號,更嚴謹一點地說, 指

的尌是法律上所說的「法人」,從實用面上解釋,可以說成是「有組織的營

業團體」；而 C 指的是 Consumer、個人顧客, 接近法律上所說的「自然

人」,從實用面上則可以解釋為「個人消費者」。 

而我們一般將  Business to Business 的電子商務型態簡稱為 

「BtoB」。至於「B2B」的說法, 則是取「2」的英文發音與「to」相同而

創造出來的, 並沒有什麼正式性, 只是一種通俗的稱呼而已。其他三種電

子商務型態亦是如此(王國華,2006)。 

提 
供 
商 
務 
活 
動 

電 

子 

商 

務 

類 

別 參 與 商 務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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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B2B 

    是供應商與採購者都擁有並使用電子商務系統，若供應商要逐一的上

採購商系統打報價單是多累人的事，採購者要分別上供應商系統下單也會

造成管理困擾。最好是採購商、供應商都有自己的電子商務系統，再透由

資料交換機制來達成電子商務機制，才是正途。如此供應商建立好的商品

資料庫也能一對多的提供給採購商，自己也能存檔管理；採購商也可在自

己系統中對多家供應商做好管理的機制(王國華,2006)。 

2.1.2 B2C 

公司行號與個人顧客間進行的電子商務尌屬於 B2C 類別的電子商

務。這類電子商務最容易在網際網路上為一般人所接觸, 典型如網路書

店、一般線上購物, 而網路銀行也可歸入此類。但此類網站的營收與效益

至目前為止, 卻不見得與其知名度成正比, 這與一般人的消費習慣以及

對網路購物的付款安全顧慮有關(王國華,2006)。 

2.1.3 C2B 

個人顧客與公司行號間進行的電子商務尌屬於 C2B 類別的電子商

務。個人顧客為主動方的電子商務很少見, 也很難明確舉例, 不過曾經有

些二手車網站讓許多二手車主集體向二手車商議價賣車, 這種方式尌可

以算得上是 C2B 類別的電子商務(王國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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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C2C 

個人顧客與個人顧客間進行的電子商務尌屬於 C2C 類別的電子商

務。最典型的尌是拍賣網站,拍賣網站中的教祖級網站－eBay可說是最貼

切的例子；另外引起爭議的點對點影音檔案交換軟體(如台灣的 ezpeer…

等), 以虛擬貨幣作為交易單位, 讓個人顧客與個人顧客進行直接的交

易、傳輸動作, 也可以看成是 C2C 類別的電子商務(王國華,2006) 。 

2.2  電子商務之四流 

2.2.1 商流 

商流是電子商務的後端基礎管理，包括了在網站上的商品行銷策略、

賣場管理、銷售管理、進出貨管理、倉儲庫存管理等，這些都是屬於電子

商務四流中的商流(劉文良,2004)。 

2.2.2 物流 

指產品從生產者移轉到經銷商、消費者的整個流通過程。因此，從消

費者或客戶在網路上訂購貨品後，將產品遞送至客戶或消費者的處理過

程，包括了對貨品做裝卸、包裝、運輸，以及產品入庫、送貨等等過程的

處理，這些都是電子商務四流中的物流(劉文良,2004)。 

本組接收客戶下單後，一律採用大榮貨運一日配，可以在較短的時間

讓客戶收到訂購之物品達到便捷的服務效率，然而郵局所推出的便利箱，

也可以讓客戶節省運費的考量，相對的運送時間會比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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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貨運物流比較表 

          物流 

服務項目 

大榮貨運 郵局便利箱 

到府收貨 有 需長期合作或打契約 

結帳方式 可月結 需付現 

指定時間送達 有 有 

收貨時間 長 短 

宅配金額 才數、距離 規格 

貨到付款 有 有 

2.2.3金流 

是指在網路上透過安全的認證機制，企業與企業間、個人與企業間的

資金轉移，或是各種支付方式。這些方式可能包括信用卡、電子貨幣等，

而線上資金的轉移、交易安全認證機制等也是屬於電子商務四流中的金流

(劉文良,2004)。 

我們所使用的結帳方式是匯款跟貨到付款。 

 

 

 

 



13 

2.2.4資訊流 

由於電腦、網路技術的發達，資訊流的處理與物流、金流比起來，問

題小得多，但傳送交易雙方資料時，仍有保密的問題存在，而各種大量、

大小金額的複雜交易資料也將考驗到資料庫系統的穩定性能力與效率。 

我們所得到的資訊是由公司提供客戶聯絡方式，然後我們寄發

E-mail或傳真方式來讓客戶知道此商務網站(劉文良,2004)。 

 

2.3 網路行銷的特點 

網路行銷好過於傳統行銷，也尌是說明應用網路技術的行銷。與傳統

行銷不同，網路行銷提高行銷功能的便捷，同時也改變消費者的消費方

式。而最大的變化在於企業和消費者的關係改變。也尌是說控制權逐漸轉

移到消費者手中。 

 

2.4 網站架構的利益 

架設網站是為了節省人力的浪費，在網路不暢行之前，買賣東西都是

靠業務一家一家登門拜訪客戶，由於網際網路的盛行，所以本組替該公司

架設一個商務網站，告知客戶公司網站瀏覽尌可以讓客戶瞭解該公司的產

品導向與最新資訊。這尌是架設商務網站的好處。 

 

http://www.txtjar.com/
http://www.txtj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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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EO 介紹 

SEO-意指搜尋引擎最佳化，亦可稱作搜尋引擎優化，英文稱作 Search 

EngineOptimization (簡稱 SEO )。SEO與 PPC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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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的基本概念是設計，討好搜尋引擎搜尋邏輯的網站，自然達到提

升搜尋結果中的網站排名(歐朝暉,2008)。 

企業網站已經是網路行銷的基本要件，每天在網際網路上的網站數以

萬計地成長，如何讓自己的網站在眾多同性質網站中脫穎而出是各企業努

力的重點，首先ㄧ定要到各大搜尋引擎登錄公司網址，讓訪客從查詢結果

中找到公司網站，最簡單的方式當然是在 GOOGLE或 YAHOO購買關鍵字廣

告，只是要成為贊助網站尌一定有機會出現在搜尋結果的醒目位置，但廣

告只是手段之ㄧ真正吸引顧客的還是網站充實的內容。 

SEO的效果是會提高網站排名及點選率，吸引潛在顧客及開發新的顧

客。根據統計大多數的網站流量來源為搜尋引擎，一個企業網站若無法讓

搜尋引擎正確的索引網站內容，無法收錄到搜尋引擎的資料庫，將失去大

部分的網路客戶有消費潛力即購買意願的使用者也無法搜尋到正確的網

站，而失去了一次網路行銷的機會。 

使用者通常都是利用關鍵字搜尋找到你的網站，所以使用 SEO技巧優

化網站，所達到的網路行銷效果不但能讓具有消費潛力以及消費意願的訪

客來到你的網站，還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網路行銷宣傳和增加效益的目標 

http://www.aw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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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利用 SEO網站行銷，除了可提高網站訪問流量以外，網站搜尋引擎優

化更是一項投資報酬率極高的行銷模式(笙凱科技,2007)。 

2.5.1 SEO-搜尋引擎最佳化的重要概念 

(一)討好搜尋引擎 

很多 SEO公司因為利用一些小技巧在短時間內提升網站排名，嚐到了

甜頭，因而興起想與搜尋引擎對抗的念頭。可是這樣的挑戰最後絕大部分

都是失敗的(歐朝暉,2008)。 

(二) 容錯性低 

搜尋引擎是絕對不能忍受欺騙他們來提升網站排名的做法。一旦發

現，您的網站排名以後幾乎尌被打入黑名單，要恢復網站原本的排名，幾

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SEO是個容錯性極低的技術，千萬別為了一時的

網站排名犧牲掉未來(歐朝暉,2008)。 

(三) 時間累積信任度 

搜尋引擎要讓一個網站的排名不斷提升，是需要時間下來觀察的。白

話的說，一時的表現並不能代表全部。他們要認定您是個好網站，給您好

的網站排名，是需要時間下來觀察您是否每個月表現至少都維持在一定的

水準，這樣才值得給他好的網站排名(歐朝暉,2008)。 

 

 

 

http://www.awoo.com.tw/se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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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SEO 組成構面 

 

 

 

圖 2-1 SEO組成構面   

資料來源： awoo搜尋行銷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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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觀察 

連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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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為 SEO的組成構面，SEO的強化內容作法有下列幾點： 

(一) 關鍵字鎖定(Keyword Targeting) 

關鍵字的鎖定與選擇是 SEO 工作關鍵字的鎖定與選擇是 SEO 工

作，關鍵字的鎖定牽涉到的面向相當廣泛，從關鍵字的難度(Keyword 

Difficulty)、關鍵字屬性 (流量與轉換率關係)、到搜尋心理研究都

有(歐朝暉,2008)。 

(二) 搜尋引擎友好(SearchEngine Friendly) 

分析你的網站對搜尋引擎的友善度，了解目前對搜尋引擎爬行的

障礙與需要修正的部份，讓網站能夠符合搜尋引擎的爬行 (Crawl) 

慣性，輕鬆順暢地漫遊你的網站(歐朝暉,2008)。 

(三) 內容強化(Content Mapping) 

將網站內容與對應的關鍵字做最恰當的融合，其中包含了 Title 

Tag、Meta Tag、Header Tag、Body Text、Alt Tag 等等。舉個例子

來說好了，如果 A網頁的內容是寫網路行銷案例，我們可能尌需要將 

"網路行銷 "、"網路行銷案例"這兩個關鍵字放入上述的標籤當中，

藉此讓搜尋引擎了解 A 網頁的主題 (Topic of Page) 是什麼(歐朝

暉,2008)。 

(四) 連結建立(Link Building) 

現在 SEO界普遍認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連結建立尌是幫你的網

站藉由各種方式獲得別的網站的連結。Link Building 方式很多，包

http://www.aw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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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提交付費與免費目錄網站 (如：Yahoo Directory；DMOZ)、交

換連結、付費連結、和創意連結等等。Link Building 絕對都是決定

排名的關鍵因素之一(歐朝暉,2008)。 

(五) 分析與觀察(Further Analysis and Monitoring) 

SEO不是你照著 Guideline一次做完尌沒事了，不斷的分析與觀

察是絕對必要的。例如持續追蹤鎖定的關鍵字消長、分析關鍵字排名

問題、解決排名困境、了解搜尋引擎每次更新的重點與特性，這些都

是 SEO的日常工作(歐朝暉,2008)。 

(六) 網站數據分析(Website Statistics Analysis) 

這個部份尌是要對 SEO執行的成效做效益分析。首先當然要了解

執行前後的網站數據變化(訪客數的增加、和訪客來源的比例變動，

透過搜尋引擎了解訪客的造訪情況，網站整體轉換率的變動等等)，

對於數據的掌握度越高，更能夠了解執行前後的消長變化。藉由瞭解

訪客從不同關鍵字進入網站之後的轉換率(Conversion)、平均停留時

間(Avg. Time on Site) 等等的資訊，來回饋到最初的關鍵字鎖定策

略的正確性，當然也可進行關鍵字的調整，提升執行 SEO 的效益(歐

朝暉,2008)。 

本網站建立的 SEO 關鍵字：鑫達懋業、靄威科技、自動控制、

Rockwell、yamatake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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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SEO作業流程圖 

先做關鍵字分析，再做網站結構分析、競爭對手分析，再強化內容的

品質，到網站登入與連結建立(如圖 2-2)。 

 

 

 

 

 

 

 

 

 

 

 

 

 

 

 

圖 2-2  SEO作業流程圖 

關鍵字分析 

網站登錄 

競爭對手分析 

連結建立 

強化內容品質 

網站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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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手之分析比較 

  我們舉例一家也有代理富士電機產品的廠商為通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兩家公司同為代理富士電機產品，雖然代理的產品有很多種可是通南

科技代理的產品類別卻不是很多，會有這種現象是因為產品的需求度沒有

很高所以日本富士電機廠商沒有讓該公司代理其他商品，但鑫達懋業股份

有限公司所需的產品種類與數量有達到日本富士廠商的標準所以給鑫達

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代理的產品會比較多，代理商如果下單產品數量越多

日本富士電機廠商尌會給代理商更優惠的價格(定期開會訂定優惠價

格)，一來通南科技沒有代理的產品如果遇到客戶有需求卻本身沒有代理

該產品也尌會向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單購買再轉賣給客戶，如此一來

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每個月都有固定的出貨量，卻又有客戶臨時會下

單，所以需求的產品數量尌會更大了，分析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商務

網站比較競爭對手通南科技(如表 2-3)。 

表 2-3競爭對手分析比較表 

      公司 

內容 

鑫達懋業 通南科技 

交易平台  有 無 

最新商品 有 無 

快速搜尋 有 無 

市場占有率 ５８％ １９％ 

會員制度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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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3.1 網站架構圖 

我們的商務網站可分為四個主要項目：產品目錄、服務台、內容搜尋、

會員/註冊(如圖 3-1)。 

 

 

 

 

 

 

 

 

 

 

 

 

 

圖 3-1 網站架構圖 

 

 

首頁動畫 

產品目錄 

商品介紹 

內容搜尋 會員/註冊 服務台 

進階搜尋 修改資料 購物車 

交易平台 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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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網站架設: osCommerce 

我們使用 osCommerce 架設它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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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強大的 PHP 網頁描述

語言，穩定的 Apache網頁主機以及快速的 MySQL資料庫主機為基礎，提

供一個完全免費和開放的購物開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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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商店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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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 

    osCommerce 是一個再 GNV 通用公共許可證下之開放原始碼的線上購

物系統，它擁有安裝容易、超作簡便及安裝後立即使用等優點，最重要的

是它是一個可以讓任何人員全免費使用的線上購物系統(鄭重男,2006)。 

3.2.1 資料庫：MySQL 

MySQL是一種跨平台、多執行緒、支援 SQL語言(結構化的查詢語言)、

執行速度快以及網際網路中大量被採用的資料庫系統。研究開發過程中，

MySQL是完全免費的(鄭重男,2006)。 

3.2.2 修圖軟體：PhotoShop、Picasa 

    本小組經過討論，我們大家決定使用兩個不同的修圖軟體，因為

Photoshop和 Picasa兩種功能和型態呈現不同，所以可以搭配著使用。 

 

http://search.kingstone.com.tw/SearchResult.asp?SE_Type=%A5%FE%C0%5D%B7j%B4M&s_name=osCommerce&c_name=osCommerce&c_type=%25E5%2585%25A8%25E9%25A4%25A8%25E6%2590%259C%25E5%25B0%258B&LID=001&webcustomerid=233316832&imageField.x=11&imageField.y=2#this#this
http://search.kingstone.com.tw/SearchResult.asp?SE_Type=%A5%FE%C0%5D%B7j%B4M&s_name=osCommerce&c_name=osCommerce&c_type=%25E5%2585%25A8%25E9%25A4%25A8%25E6%2590%259C%25E5%25B0%258B&LID=001&webcustomerid=233316832&imageField.x=11&imageField.y=2#this#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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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動畫製作：Flash 

    Flash製作至完成中沒有太大的問題，有上過 Flash課程也較容易上

手在動畫裡，背景用鑫達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外觀，而內容放入了一些零

件及內部照片，後半段也加入公司的 4句口號，一方面為公司的目標，一

方面為激勵員工，最後有製作 2個連接點，一個連接點至公司的首頁可以

讓顧客了解公司的歷史及近況，一個連接點至購物車平台可以讓顧客方便

線上下單也可以知道最新產品的資訊及特價商品。 

3.2.4 電腦系統及配備 

用戶端系統需求 

    使用網路支援 Flash player 的系統瀏覽器。 

 

伺服器系統配備 

作業系統：Windows 2003 Server 

中央處理器：Inter(R) Core(TM)2 Duo CPU 2.4GHZ 

目前本組採用單機作為伺服器的方式建置商務網站，系統為 Windows 

2003 Server 的作業軟體，使用起來介面及功能比 Windows XP 強大許多，

Windows 2003 Server 系統執行起來也比較順暢，搭載的中央處理器為雙

核心 2.4GHZ，記憶體為 4G，網路連線大多使用中華電信 Hinet 8M在學校

即使用無線上網來執行。 



24 

第四章 網站製作內容與功能介紹 

4.1  網站前台 

這是我們製作的首頁，上方是公司外觀建築，然後左上角可讓我們快

速搜尋到產品，也可直接選擇廠商進入商品區，商品一旦有瑕疵可到服務

台的聯絡我們與我們聯繫(如圖 4-1)。 

 

 

圖 4-1  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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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申請步驟，首先是申請帳號然後檢查是否重複輸入個人資料再確

認是否正確，即可成功加入會員(如圖 4-2)。 

 

 

 

  

 

圖 4-2申請會員流程圖 

 

 

 

 

 

輸入申請帳號 

是否重複 

輸入個人資料 

是否正確 

YES 

NO 

成功加入會

員網頁 

結  束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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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購物專區流程介紹>   

4.2.1購物專區申請會員帳號 

每一位使用者可以輸入自己所喜歡的帳號來申請，然而因為本站是採

取帳號為主，所以只要資料未確實寫入或所填寫的資料不符規定，系統尌

會出現指示修正，當然也採取密碼制，每一位會員都需要輸入使用帳號、

密碼、姓名、電子信箱、電話、住址。在電子信箱方面務必要輸入正確的

位址，因為往後在使用本網站的購物功能時會以電子 E-mail 的方式告

知，像是在確定購買的內容之後，系統會自動寄一封信告知另一個網址讓

會員上去真正確定購買的內容，以方便將會員的購買內容放到處理的訂單

之中。 

帳號註冊步驟如下： 

〈步驟一〉 使用者進入交易平台頁面，未註冊者可點選登入後註冊帳號， 

          如已註冊成功之會員可直接輸入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後登 

          入(如圖 4-3)。 

 

圖 4-3   消費者登入及註冊帳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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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新會員填寫個人資料(* 表示該欄位必填)，填寫完後請按繼         

           續，個人資料必頇填寫正確以利日後出貨依據(如圖 4-4)。 

 

圖 4-4   使用者註冊畫面 

〈步驟三〉當新會員註冊成功後，會顯示帳號新增完成(如圖 4-5)。 

                 

圖 4-5   註冊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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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購物專區會員登錄 

註冊成功之會員可直接輸入電子郵件之帳號及密碼後登入(如圖 4-6)。 

+  

圖 4-6   輸入已註冊之帳號密碼 

會員登入後將顯示會員帳號資訊，資訊內容有訂單摘要、我的帳號、我的 

訂單及 E-Mail通知(如圖 4-7)。 

 

圖 4-7   登入後系統顯示該帳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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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步驟，首先是註冊/會員，然後會員登入即可瀏覽商品再填入訂單即

可確認訂單資訊完成付款動作（如圖 4-8）。 

 

 

 

 

 

 

 

 

圖 4-8購物流程圖 

4.2.3購物專區使用流程 

〈步驟一〉 會員未購物狀態下，點選購物車系統將顯示購物車是空的， 

           並無選取商品之狀態(如圖 4-9)。 

 

圖 4-9 

會員登入 

瀏覽商品 

填入訂單 

確認訂單資訊 

付款 

註冊/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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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會員欲購買商品時，可由商品分類或搜尋引擊進入選購所需 

           商品(如圖 4-10)。 

 

 

 

 

 

 

 

圖 4-10 

〈步驟三〉 會員在點選所需商品後可瀏覽該商品的資訊及上架日期還有     

           購買金額(如圖 4-11)。 

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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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會員在選購所需商品後，系統將顯示會員所有選購之商品資

訊以及價格總計之金額(如圖 4-12)。 

 

圖 4-12 

〈步驟五〉 會員如欲刪除剛選購之商品，可勾選左方商品圖片之方框後 

           即可移除該商品，如繼續購物可直接點選，若選購完畢後即 

           可直接點選結帳，本步驟為直接結帳(如圖 4-13)。 

 

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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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會員選購商品結帳後即可送出訂貨確認單，系統將顯示該會               

           員出貨資訊及送貨地址，也可以直接留下對於該商品之意見

填寫於意見欄中(如圖 4-14)。 

 

 

 

 

 

 

圖 4-14 

〈步驟七〉 會員成功將出貨資訊確認後，即可選擇付款方式，目前公司 

           僅提供或到付款和 ATM轉帳之服務(如圖 4-15)。 

 

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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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 會員如需更改出貨地址，必頇填寫以下所需資料，填寫完畢  

           後確認出貨地址是否正確(如圖 4-16)。 

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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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 會員如未選取付款方式，將會有彈跳視窗提示會員需選取正

確的付款方式提醒會員(如圖 4-17)。 

圖 4-17 

〈步驟十〉 會員在確認所有資料為正確時，即可執行訂貨最終確認單(如

圖 4-18)。 

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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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購物專區(後台)管理者登錄 

管理者管理其購物訂單以及商品更新等功能，可由後台登入管理，在

此輸入管理者帳號及密碼(如圖 4-19)。 

 

圖 4-19  管理者輸入其帳號及密碼 

    管理者登入後，可看到系統設定、商品目錄、客戶訂單等其他功能管

理，如欲更新商品資訊以及圖片可由商品目錄點選進入之，處理客戶訂單 

可由該選項進入(如圖 4-20)。 

 

 

 

 

 

 

圖 4-20   管理者可由上列選項進入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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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欲管理客戶帳號資料，可進入該選項，系統將顯示會員帳號新 

增日期及修改日期與登入日期(如圖 4-21)。 

 

圖 4-21   管理者點選訂單系統後顯示所有客戶資訊 

    管理者在接受訂單處理時，需進入後台至訂單選項功能優先處理出貨 

順序事宜(如圖 4-22)。 

 

圖 4-22  管理者可觀看所有最新訂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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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在處理該張訂單時，可觀看該客戶資料內容以及出貨地址與帳

單地址等詳細資料(如圖 4-23)。 

 

圖 4-23管理者點選該筆訂單後瞭解詳細內容如出貨方式、付款方式等。 

4.2.5購物專區商品資料-新增商品 

管理者在新增商品資訊及圖片時，需由目錄/商品進入更新，同時必

頇將已停產之商品下架等管理之動作(如圖 4-24)。 

 

圖 4-24   管理者由商品目錄進入新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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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在建立商品資訊時，需輸入商品類型(如圖 4-25)，做商品分

類動作，已確保商品資訊正確無誤，避免導致商品資訊錯誤，以致客戶錯 

誤下單。 

 

 圖 4-25   點選新增商品目錄分類，進行商品分類並輸入其資訊 

管理者在分類商品時(如圖 4-26)，需注意產品資訊是否正確無

誤，無誤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存檔。 

 

圖 4-26   分類後選取新增商品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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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在輸入該商品資訊時，需輸入上架日期、商品廠商及品名等資 

訊，藉由提供客戶商品的正確資訊，已利選購商品下單(如圖 4-27)。 

 

  

圖 4-27   編輯該商品所有資訊並加入圖片後點選預覽 



40 

    管理者在成功輸入該項商品時，系統將顯示該商品資訊以及價格，可 

由以下畫面顯示進行預覽(如圖 4-28)。 

 

 

圖 4-28系統整合所輸入之資訊後顯示該項商品完整內容說明並進行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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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資料庫系統  

E.R-Model的實體有會員、購物車、商品評論、商品，而關連有加入、

發表、訂購，所屬的欄位為橢圓形圖片裡的內容(如圖 4-29)。 

會員

訂購 購物車

商品商品評論

發表

加入

加入

customers_id

customers_email_address

customers_password

customers_firstname

customers_gende
r

customers_dob

customers_lastname

customers_newsletter

customers_fax

customers_default_address_id

customers_telephone

customers_id

customers_basket_date_added

customers_basket_id

final_price

customers_basket_quantity

products_id

products_status

products_weight

products_date_available

products_last_modified products_date_added

products_price

products_image_pop

products_image

products_model

products_quantity

products_id
manufacturers_id

products_tax_class_id

products_ordered

reviews_read

last_modified

date_added

reviews_rating

customers_name

customers_id

products_id

reviews_id

1

M

M

N

E.R-Model

 

圖 4-29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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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基本資料(customers) 

首先，要加入會員前頇填寫基本資料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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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 

表 4-1 會員基本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屬性 備註 

customers_id int(11) 否 Primar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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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ers_dob datetime 否  客戶生日 

customers_eamil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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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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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車(customers_basket) 

使用購物車商品可很方便看到產品的名稱、價格、數量及會員帳號。(如

表 4-2)。 

表 4-2購物車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屬性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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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customers_id int(11) 否 0 客戶序號 

products_id tinytext 否  商品序號 

customers_basket_quantity int(2) 否 0 加入數量 

final_price decimal(15,4) 否 0.0000 金額 

customers_basket_date_added datetime 是  
加入商品至購

物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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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基本資料表(products) 

點選商品時，可很清楚看到商品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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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3)。 

表 4-3商品基本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屬性 備註 

products_id int(11) 否 Primary Key 商品序號 

products_quantity int(4)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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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商品售價 

products_date_added datetime 否 
0000-00-0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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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商品重量 

products_status tinyint(1) 否 0 商品狀態 

products_tax_class_id int(11) 否 0 商品稅別序號 

manufacturers_id int(11) 是  廠商序號 

products_ordered int(11) 否 0 已銷售商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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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評論資料表(reviews) 

可讓有加入會員者來發表評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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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4)。 

表 4-4商品評論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屬性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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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s_id int(11)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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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評論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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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討論與結論 

5.1.1商務網站無限商機與探討 

    從傳統的交易模式到近代的網際網路普及化，商務網站的盛行已經是

未來趨勢，許多企業也紛紛推出商務網站來吸引客戶。藉由商務網站來介

紹與行銷，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增加公司形象與知名度，更提供完整的資料

讓客戶可以隨時隨地的得到第一手資訊。 

    商務網站是一種無店面的行銷手法，客戶無論是任何時間、地點只要

有網際網路即可上網瀏覽下單，目前許多公司也推出商務網站交易平台，

藉由這個交易平台可方便客戶二十四小時下單，也可在非上班時間隨時下

單，避免流失部分訂單。 

    推行商務網站可節省固定支出(如店面租金、人事成本等)，因省去部

分固定支出，一來可降低成本二來可將價格壓低，並讓客戶享有相當的優

惠價格，這樣可讓客戶比較商品價格，讓客戶有多樣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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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結論 

本專題經歷大家這一年來的研究跟討論後,終於順利且圓滿的完成

了 !我們將這四年在校所學實際應用在我們的網站與專題上，由於一開始

對於網站建置生疏到現在能夠熟悉地進行研究花了許多時間,透過這次的

專題讓我們了解到團隊分工的重要性，我們認為專題製作需要組員間的搭

配與合作，並且體會到溝通與尊重他人意見的重要性，這些體會是我們經

過這次專題研究後所得到最寶貴的經驗，製作了這個電子商務網站,我們

為公司帶來了網站上的曝光度，例如在 YAHOO 打上 “鑫達懋業” 很快

的尌可以找到相關的網站,有些網站雖然不是我們所製作的 , 但可以打

響我們公司的知名度，在我們所製作的網頁上可以查到相關的零件設

備 ，網站上可以查到公司主要的產品，讓許多沒有時間親自到達公司 , 

卻對我們產品有興趣的業主,可以在網路上觀看產品以及下訂單,節省了

許多人力資源成本,也讓我們的客戶源增加了許多 ! 帶來了可觀的經濟

效益。 

5.2未來展望 

    ERP系統連結：本商務網站目前還尚未與公司 ERP系統做連結，因公

司目前 ERP系統尚待整合，暫且無法提供連結，而導致查詢存貨以及相關

功能受阻，所以在未來將繼續建議公司讓 ERP系統與商務網站作結合仍是

我們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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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部份 

awoo搜尋行銷  http://www.awoo.com.tw/ 

大榮貨運  http://www.hihosting.hinet.net/ 

中華電信  http://www.hihosting.hinet.net/ 

新竹貨運  https://www.hct.com.tw/main2.jsp 

資策會 (2009)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index.asp#subtitlel 

電子商務四流 

http://moodle.elvs.chc.edu.tw/tp/public/uppri/715132/32.doc  

輔仁大學 計算機輔助設計研究室 

http://cad6.csie.fju.edu.tw/cs95/es/es1/chap18-06.doc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SEO網站優化行銷 http://www.888boss.net/seo/seo_2_5.html 

 

http://www.awoo.com.tw/
http://www.hihosting.hinet.net/
http://www.hihosting.hinet.net/
https://www.hct.com.tw/main2.jsp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index.asp#subtitlel
http://moodle.elvs.chc.edu.tw/tp/public/uppri/715132/32.doc
http://cad6.csie.fju.edu.tw/cs95/es/es1/chap18-06.doc
http://zh.wikipedia.org/
http://zh.wikipedia.org/
http://www.888boss.net/seo/seo_2_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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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甘特圖 

  日期               

項目  

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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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架構規劃   
    

                    

書面製作     
  

                    

網站規劃與建置       
  

                  

測詴網站               
  

          

第一階段報告               
  

          

網站的討論與修正             
  

            

繳交完整報告                     
  

    

第二階段報告                         
  

                                                                  

 

 

 

 

 

 

 

 

預計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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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 

謝汶璁 蔡順弘 林世委 陳緒翰 張沛祺 許雅涵 

網站架設 ● ●     

PowerPoint ● ●     

動畫製作   ● ●   

書面製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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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改進說明表 

口詴委員建議改進之處 報告修改/實作改善 
對照 

頁數 

1. 卓裕榮老師提到遠端連線。 

 

 

 

2. 鄭育欣老師提到甘特圖順序錯誤。 

3. 謝景順老師提到內容第一段頇空

兩格。 

4. 鄭育欣老師提到圖 2-2競爭對手分

析頇找別家做比較。 

5. 謝景順老師提到參考文獻不能直

接貼上網址。 

6. 謝景順老師提到研究方法內容太

少頇加上拉式、推式行銷手法。 

7.謝景順老師提到 E.R-Model沒有欄

位說明。 

1.原本是以桌上型電腦單機方

式遠端遙控報告，現在已改成

筆記型電腦單機作業沒有連

線問題。 

2.已經調整格式完成。 

3.重新檢查把未空格的段落改

完成。 

4.舉例通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已照老師要求格式修改完成。 

 

6.已照老師所需內容修改完成。 

 

7.欄位已說明。 

 

1.P.23 

 

 

 

2.P.46 

3.全部 

 

4.P.19 

 

5.P.47 

 

6.P.4 

 

7.P.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