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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咖啡的飲用已經流傳百年之久，喝咖啡文化有時常讓人聯想到早期歐洲國家

的皇宮貴族們在清靜的下午，喝著咖啡，放鬆心情，悠閒的情境令人羨慕。  

咖啡的飲用習慣不單單只出現在局部國家地區，它和其他餐飲文化一樣，依不

同的地域文化，而有獨特風格的。 

由於網際網路發展迅速，電子商務網站成為現今社會最為重要的行銷模式，隨

著網路的發展，不管階層高低、男女老少，皆可以透過網路，不受時間以及不受

地區所限制，達到無時無刻行銷的目的。 

而最近幾年來由於網路科技的進步，普遍社會上就業的人口常忙碌於工作的開

拓，加上追求飲食上的品質，連帶的提高在外用餐的風氣與品質，隨著餐飲店的

規模越來越大，飲食文化的發展越來越豐富，非常具有多樣化與獨特的特點，因

此本小組想做出一個讓顧客更方便、更快速的在線上訂位，不會在浪費多餘的時

間。 

本網站是在協助上島咖啡(泉州店)來製作一個電子商務系統網站，開發出一

個具有效力的線上訂位系統，以取代舊有的電話訂位預約模式，並透過網站讓顧

客瀏覽餐廳背景介紹等等。  

本網站也提供多項關於餐廳的簡介、最新訊息、線上教學、留言版讓顧客隨

時利用網路查閱，自由選擇想要閱讀的資訊，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 

 

 

 

關鍵字 : 電子商務、線上訂位系統、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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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咖啡是一項世界性的飲料，它的消費普及於世界各地，除了咖啡館、西餐館，

一般家庭也以飲用咖啡為時尚。咖啡網站的出現，一方面融合了傳統的通路結構，

也採用新的通路技術，使得產品由生產者到使用者之間的通路層級簡化，縮短了

產品移轉給最終使用者的時間；另一方面，隨著各品牌的紛紛出籠，整個咖啡市

場的競爭也愈來愈激烈，因此咖啡網站是一種全新的產業型態。 

    在現今這個邁入E化的資訊化社會，傳統的咖啡店必定也要有所改革才能擁有

競爭力，因此我們萌生了設計電子商務網站這個想法，藉由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

讓商品的行銷管道多元化，讓顧客可以在家裡動動滑鼠，免去舟車勞頓或一家走

過一家的比較詢價。 

    如今現在的網路線上交易系統的平台功能已經越來越進步，而隱私安全的問

題，也越來越好，所以對有些顧客而言，線上交易已經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透

過目前網路的發達，這種行銷方式在未來勢必會影響更多的人。 

    然而不管任何一種商品，最後致勝的關鍵仍是取決於消費者的選擇，除了在

品質上嚴格管制之外，品牌的建立、商譽的維護皆是致力的所在，更重要的，如

何能夠利用有效的管道，將商品呈現在消費者眼前，製造更多的銷售機會，確實

是業者當務之急，因此本小組特別以上島咖啡(泉州店)網站來做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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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這次本小組架構網站的店家是位於中國大陸的一間咖啡店，上島咖啡(泉州

店)，由於是上島咖啡的加盟店，本身也沒有自己店面的專屬網站，可以讓顧客進

行查閱，因此業者委託本小組架設專屬於店家的專屬網站，希望能透過網際網路

的傳播，將店內的環境以及各項餐點服務可以透過網路傳送給廣大的網路族群，

進而增加店的曝光率以及業績的提升。 

 

而本網站的預計規劃效能主要為： 

  (1)提供店內的最新消息瀏覽 

  (2)實體店內環境介紹 

  (3)餐點的參考 

  (4)線上預約訂位 

  (5)留言版 

  (6)線上教學 

  (7)購物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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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統特色 

    以咖啡專賣店網路版的理念出發，強調商品和圖片的一致性，以及顧客意見

的交流，提供了以下的功能。  

 最新消息  

   提供新商品上市資訊以及商店折扣活動等等最新消息  

 會員申請  

   採用會員制度，充份的掌握顧客的個人資料  

 線上訂位 

   透過網路就可以預約訂位時間、訂位人數以及訂位日期還有留下訂位聯絡資料 

 留言版  

   讓顧客的意見能夠交流的好地方  

 教學區  

   提供教學影片讓顧客自己DIY煮出一杯美味的咖啡  

 購物車 

讓顧客在我們網站上，可以進行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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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本專題研究流程大致上可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確定研究題目，第二階

段為題目確定之後就要開始確定研究的流程以及撰寫動機，第三階段就開始尋找

資料，開始尋找文獻部份的資料，第四階段為系統分析，開始分析網站部份，使

用的程式、軟體等，第五階段為系統建置，開始建置本系統網頁，第六階段為系

統介紹，網站建置告一段落之後便開始介紹本網站的系統、功能介紹，第七階段

為結論。 

本專題架構圖為: 

 
圖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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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隨著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網路電子商務已經成為傳統行銷通路以外的一個

新興通路。再加上網路全年無休、成本低廉、以全球為市場的優勢，以及可符合

消費者的需求的特色，使得電子商務明顯的成為未來商業發展的主流，因此國外

廠商紛紛上網卡位，網路商業化已成為一股不可抵擋的趨勢。 

本章節共分四節，第一節電子商務的定義；簡單地敘述電子商務，第二節為

電子商務發展歷史，簡單說明電子商務的發展，第三節為電子商務的特性，簡單

了解電子商務的特性及如何應用，第四節為電子商務的優勢，簡單的為大家解釋

電子商務的好處及方便性。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 Electronic Commerce，EC )是現今商務活動的主流，不論是傳統

產業或是新興產業，都難逃電子商務這潮流的衝擊。 

電子商務乃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企業可將其產品、服務、廣告及所

要提供的之資訊等訊息，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給消費者或合作夥伴，而其也可以

藉由企業所建置的網站伺服器得到所需的資訊，並且也能直接在企業的網站上訂

購商品或是從事相關的商務活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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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發展歷史  

網際網路的竄起，在電子商務逐漸顛覆傳統商務體系之際，越來越多廠商將

營運流程變成數位化使得更有效率，電子商務的精神乃是在運用先進資訊科技來

達到減低組織營運的成本，從電子商務的發展史可分五個階段[2]： 

階段一：電子資金轉換(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EFT )作業，藉由電

子的匯款資訊來提供電子付款的最佳路徑。 

階段二：電子資料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 )與電子郵件

( Electronic Mail：E-Mail )，這個階段企業間最流行的電子訊息技術形式表達

電子商務。 

階段三：世界地球村：以線上服務的形式，提供消費者新的互動與知識分享

的方式，也就發展出網路世界虛擬社群的理念，同時也就有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的觀念。 

階段四：電子化工作流程：1980末~1990講求高效率的企業組織，因此經由電

子化工作流程的設計，透視企業流程的瓶頸，提供流程數據分析，可以節省龐大

的人力、物力，增進管理效益。 

階段五：全球資訊網出現：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WWW又稱Triple W 

或 W3 )於1990年誕生，提供內容豐富是目前最熱門的資訊服務使用超文件傳輸協

定HTTP及HTML的標記語言( Make up Langu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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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子商務的特性 

  電子商務系統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其原因有以下五點[1]： 

(1)可直接連結購買者與販售商。 

(2)買賣雙方資訊可透過數位化方式進行交換。 

(3)不受時間與地點之限制。 

(4)具有互動性，能動態適應顧客之行為方式。 

(5)具有即時更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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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解電子商務系統具上面敘述的五種價值後，一般企業對於電子商務，會

應用以下之特性如[1]: 

表2.1電子商務的特性 

特    性 說    明 範    例 

產    品 

虛擬產品的產生，進而符合多樣化之消

費者需求及市場 

電子書、線上音樂、線

上電影等 

通    路 

直接接觸顧客進行溝通，對現有產品提

供新通路 

台灣產業交易市集 

價    格 利用數位技術傳送資料，成本降低 數位產品 

促    銷 

具直接、資訊豐富、互動性、增加促銷

效果 

網路廣告 

顧客服務 

線上知識庫與發展問題解決之資訊系

統，提高服務品質 

台積電虛擬晶圓廠 

企業識別 

在未來，電子商務將成為公司形象或品

牌之ㄧ的部份 

網路書店Amazon.com 

創新學習 

電子商務領域發展快速，迫使公司必須

快速採用新技術 

ASP業者幫助中小企業e

化 

創新研發 

企業可以創新產品，或將現有產品需求

做修正 

e-Learning 

創新模式 新商業模式的出現 B to B 、 B t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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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的優勢 

(1)電子商務面向大量交易處理業務，可以創造豐富的、多種形式的附加收入。 

(2)電子商務能夠使商家和企業通過網上銷售『賣』向全世界，能夠使顧客和消費

者足不出戶『買』遍全世界。 

(3)電子商務能夠使商家和企業既有效又經濟地進入面向全世界的新市場。  

(4)電子商務能夠使商家和企業為不同的顧客群提供多層的目錄搜索能力。  

(5)利用電子商務可以建立一個可以隨需求擴展的動態網站。  

(6)利用電子商務可以創建營運相關的應用模式，創建新型的購銷關係。 

(7)電子商務可以提供了線上客戶服務，實現線上銷售，線上購物和線上支付，使

商家和企業可以及時追蹤顧客的購買趨勢。  

(8)利用電子商務伺服器可以針對特定的顧客群體和購買群體建立目錄。  

(9)通過電子商務可以提供多家相關產品與服務的商店。  

(10)電子商務可以提供豐富的產品特性說明和描述。 

(11)商家和企業可以通過電子商務在網路上廣泛傳播自己公司的獨特形象。 

(12)電子商務向顧客提供優質的電子商業服務，保證商家和企業、銀行和顧客在

初期就有較低的收入，同時又能夠隨著顧客基本收入的增長而升級。 

(13)在電子商務活動中，採用功能強大、管理方便容易的電子商務技術，可以創

建多種形式的虛擬超市、虛擬商店、虛擬交易櫃檯和虛擬商品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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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通過電子商務，可以在網際網路上展示自己商家和企業的形象，宣傳和銷售

自己的產品，能夠與業務夥伴保持密切聯繫。通過改善合作關係，提高商務效率，

企業競爭力自然得到提高。 

(15)通過電子商務，可以在網際網路上重新部署業務和開展服務，從而能夠更好

地向顧客提供 

及時的技術支援和技術服務。顧客可以隨時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資訊，而商家和企

業可以節省大 

量應答的服務費用，大幅度降低服務成本。  

(16)通過電子商務，可以促進商家和企業內部之間的資訊交流、內部與外部的資

訊交流、促進商家和企業內部和內部與外部的協同工作等，及時得到各種資訊，

保證商家和企業決策的科學性和及時性。 

(17)通過電子商務，可以實現網上購物、實施電子定貨、電子採購、電子貨幣支

付和網上支付等。 

(18)通過電子商務，可以實現網上貿易和網上銷售，對有關各種電子產品、軟體

商品，可以實現網上交貨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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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3.1 系統需求 

  Windows2000或XP等可以使用連線上網之作業系統 

 

  3.1.1 硬體需求設備 

 

一、本系統發展時所使用硬體: 

    本系統網站因為需要存取大量資料，以及需要用到許多美工、網站編輯等軟

體設備，系統發展時電腦所需硬體設備如下表3-1所示: 

 

表3.1 系統發展時硬體需求 

項目 型號／類別 

中央處理器／CPU Intel Core2 E8500以上 

記憶體／RAM 記憶體1GB以上 

硬碟機／HD 硬碟80GB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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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CLIENT端硬體需求 

本系統網站CLIENT因為只是連線到我們的系統網站，所以要求的相關設備相

對的也會比較低，不過建議記憶體還是以128mb以上為主，網頁再跑的流暢度也會

相對的提高。 

    所以我們建議CLRENT端的電腦配備: 

 

表3.2 CLIENT端硬體需求 

項目 型號／類別 

中央處理器／CPU Intel Pentiun 400MHZ以上 

記憶體／RAM 64MB以上(建議128MB以上) 

網路連線 一般網路連線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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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開發軟體  

Dream weaver 8 是一個能完整的結合多項功能的軟體，也是業界領先的網頁

開發工具，可為你提供視覺化的佈局工具、快速的Web應用程式開發以及廣泛的程

式碼編輯支援。讓使用者能有效率地設計、開發和維護以標準為基礎的網站和應

用程式。使用 Dream weaver 8，網頁開發人員就可完成整個開發工作，並且建立

和維護從基本網站到支援最佳實務和最新技術的進階應用程式。使用 Dream 

weaver 8 就能協助您完成更多的工作。全新的功能和最佳化的工作流程可縮短完

成一般性工作的時間。它將強大的拖放工作流程與 XML 資料整合。而拉近功能可

便於控制設計，讓您將注意力專注於使用 Code Collapse 建立的程式碼。 

並同時可以即時交互編輯修改，編輯文字、插入分隔線、表格製作、超連結、

圖形編輯等功能，便可輕鬆產生一般動態，甚至包含程式組等多樣式的網頁型態

[32]。 

 

Photo Impact 10 它在所有影像編輯軟體中，其功能最為全面性，除了影像

編輯功能之外，對於圖形效果提供多變的選擇，可以說包含了影像與圖形編輯的

多工軟體。它也有非常有趣好用的物件導向式影像編輯。所編輯的任何影像都會

先以獨立的項目(物件)形式存在，可以持續在上面編輯，直到滿意了才將它合併

至影像。因為當你編輯物件時並不會影響到影像的其他部分，因此對於正在處理

的作品將擁有更大的掌握權。同時也提供創新雙模式操作介面，不論是入門或進

階使用者都可輕易地透過視覺化親和介面學習操作；Photo Impact 10強大無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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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影像編修功能,如快速修片工具，提供整體曝光、主題曝光、色彩飽和、焦距

與美化皮膚等六大模組，可快速改善影像至最佳效果；完美的相片修容工具可修

去臉部的雀斑、黑痣、魚尾紋、皺紋、疤痕等，輕鬆修修臉，呈現膚質好氣色；

獨特的智慧HDR工具，可自動進行影像合成，讓作品看起來專業細緻；除此之外，

Photo Impact 10也擁有網頁製作與繪圖設計功能，不需要了解複雜的程式與指

令，就可輕鬆作出互動式的Java網頁與多種花樣的2D與3D繪圖物件；全新的Photo 

Impact 10精彩呈現，讓影像創意無限[15]。 

 

ASP 它是一套微軟開發的服務器端腳本環境，ASP 內含 IIS3.0 和 4.0 之中，

通過 ASP 我們可以結合 HTML 網頁、ASP 指令和 ActiveX 元件建立動態、交互且高

效的 WEB 服務器應用程序。有了 ASP 不必擔心客戶的瀏覽器是否能運行所編寫的

代碼，因為所有的程序都將在服務器端執行，包括所有嵌在普通 HTML 中的腳本程

序。當程序執行完畢後，服務器僅將執行的結果返回給客戶瀏覽器，不但減輕了

客戶端瀏覽器的負擔，也提高了交易的速度。 

ASP 組成元件大致可分成四個要素－「HTML」、「ASP 的物件」、「ActiveX 何服

器元件」以及「Scripting Language」；本身亦是物件導向程式語言(Object 

Oriented Language)，它提供有幾個重要內建物件供我們使用，運用物件可以不

須了解各物件內部複雜的傳遞運算，這也是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好處之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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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 的優勢 

ASP 之所以能受到大家的重視與使用的原因，主要在於所產生的執行結果都

是標準的 HTML 格式，而且這些程式是在網路伺服器端中執行，使用一般的瀏覽器

(如 IE 或 Netscape 等)都可以正確的獲得 ASP 的『執行』結果，並且將這 ASP 執

行的結果直接在瀏覽器中『瀏覽』，不像 VBScript 或 JavaScript 是在使用者客戶

端的瀏覽器上執行，若使用 VBScript 來設計程式，客戶端在 IE 瀏覽器中可以顯

示程式執行的結果，可是，客戶端若使用 Netscape 瀏覽器就無法顯示 VBScript

微軟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與 Windows 2000 Server 作業系統

緊密地整合在一起。(IIS)是為了確保使用團體在建置Internet或是 Intranet 的

高度安全性而設計，是目前最周延有效率的 Web Server，而 IIS 所提供的圖形

Internet Service Manager 也可將多重伺服器集中管理在單一桌面上，並可確保

在 Internet 上網路管理的安全性[33]。 

開發 Internet 與 Intranet 的時候必須使用網路伺服器與作業系統緊密的結

合以顧及安全性，Windows 2000 Server 與 IIS 正式開發系統的最佳選擇。支援

X.509v3 安全認證技術、RSA public key 保密、SSL 3、Windows 2000 請求與回

應以及其他完整的安全性，當企業想建置一個開放行網站時，不論是針對協力廠

商或是公司內部的 Intranet，IIS 可以為一般企業提供堅實穩固的網路安全架構。 

網路管理是維護系統安全的關鍵，IIS 使用 Windows 2000 Server 使用者資

料庫可以支援所有的 server，因此管理者不需要額外建立重複的使用者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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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IIS 提供的服務均可以透過單一的工具管理，因此簡化了許多管理程

序。舉例來說，在 Intranet 中使用 IIS，管理者可以很輕易地管理網路服務、存

取權限以及監視 Intranet 所有的存取紀錄[34]。 

Microsoft 提高 IIS 的安全性，並且將其視為持續性的議題，Microsoft 定

期修改錯誤，因此管理者立即可以得到改善的服務。擁有強大威力的 Windows NT 

Server 作業平台、高品質的執行效率、簡便的管理方式、傑出的安全性，這些都

是讓 IIS 成為開發 Internet 或是 Intranet 的最佳力器，最重要的是 IIS 絕不向

安全性妥協。的執行結果[34]。 

     

Access 是一套資料庫管理系統，是專門用來管理資料庫的軟體。這種軟體能

提供使用者某些特定的資料管理功能，例如資料的建立、查詢、報表的製作等。

但是，什麼是"資料庫"(副檔名為.mdb)呢?簡單來說，資料庫就是一個有系統、有

組織的資料集合體，它提供一組功能強大的工具，複雜的進階功能適合專業的開

發人員使用，初學者也可以輕鬆入門。 

Access 2003 可減少錯誤，並在需要時取得協助： 

  1.令人耳目一新的表單：Access 2003 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XP 的主題，使

您的表單設計具有一致性。 

  2.檢視依存資訊：迅速找出依存特定資料庫物件的資料表、查詢、表單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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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協助消除錯誤：新的錯誤檢查功能能以旗標標出在表單和報告中一般錯誤，

使得測試和修正錯誤較以往更為迅速。在標示錯誤後，您可以選擇修正錯誤，這

樣就能節省時間並有助於建立正確性更高的表單和報告。 

  4.自動更新內容(property)：在一個資料表中變更欄位內容，所有具有和它結

合控制項的所有表單或報告，都會自動進行更新。 

  5.以功效強大的方法分析資訊：將控制項拖曳到Access表單中，建立Microsoft 

PivotTable、Microsoft PivotChart 檢視或試算表。 

  6.輕鬆備份資訊：在 Access 2003，現已可以將正在使用的資料庫儲存成複本，

放在其他位置。 

找到所需的協助：從[快速入門]和[說明]工作窗格，可在Microsoft Office

線上網站上存取Microsoft Office線上協助。它提供說明和協助文件，針對其他

使用者的要求和問題定期進行更新。這些工作窗格中的部分功能必須連線到網際

網路才能使用[35]。 

 

Flash是美國的Macromedia(現已被Adobe公司)買下公司於1999年6月推出的

優秀網頁動畫設計軟體。它是一種互動式動畫設計工具，它可以將音樂，聲音，

動畫以及富有新意的介面融合在一起，以製作出高品質的網頁動態效果。 

可以用來設計網頁、展示動畫、廣告、播放影音、遊戲、手機程式、多媒體

互動程式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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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網站系統架構 

本專題的網站架構系統從最上層的首頁畫面登入之後，進入主頁面後有六大

項功能可以使用，然後會有更多的表單可以瀏覽，例如進入首頁之後點了門市服

務，會出現線上訂位、線上教學的表單，產品討論點進去之後會有留言板等功能

等等，本網站架構圖如下圖3-1 

 

圖3.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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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網站特色 

    本系統網站的使用單位為上島咖啡泉州店，本組發現目前大部分的咖啡網站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店家網站沒有提供討論區供顧客討論，也沒有完整的咖啡煮

法教學來讓消費者學習，因此本網站要設計出一套線上訂位系統以及討論區來供

消費者討論以及增加店家與消費者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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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網站特色表： 

表3.3 網站特色表 

網站特色 

系統名稱 電子商務網站建置－以上島咖啡泉州店為例 

使用單位 上島咖啡泉州店 

問題癥結 

與原因 

1.許多網站不夠精簡 

2.網站的說明不夠詳細 

3.沒有完整的教學 

4.沒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 

5.沒有專門的地方提供討論 

需求說明 

1.首頁 

2.關於上島 

3.上島商城 

4.線上教學 

5.門市&產品介紹 

6.留言版 

7.線上訂位 

預期效益 

1.讓剛入門的人能輕易了解 

2.想學習烹煮咖啡的也能夠自行DIY 

3.當問題找不到答案時，給予適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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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網站研究 

    本網站的建置為先與同組組員討論出研究的題目，確定研究題目之後便開始

搜尋相關資料以及資訊，資訊搜尋完畢之後便開始分析此網站該用哪些軟體，怎

麼做等等，分析告一段落之後便開始設基本網站的架構，例如線上教學要怎麼做

等等，設計告一段落之後便開始建置本系統網站，系統邊建置邊測試，若發現哪

裡有問題便立即修改，直到整個系統可以完整運作為止，系統上路之後便要開始

進行維護，以確保本系統網站可以順利的運作。 

本系統網站流程表: 

 

表3.4 網站研究流程表 

系統流程發展過程 說    明 

確定研究題目 
根據同人員討論出來的結論，確定本網站的主題為：上島咖啡(泉

州店)。 

確定題目研究流程 收集有關咖啡和上島咖啡的相關資料、圖片以及相關各種的資訊。

系統分析 分析該咖啡網站需要使用何種軟體、系統需求。 

系統設計 製作煮咖啡網路上教學、線上訂位系統、購物車。 

系統建置 一邊建置及做網站測試。 

系統測試 
系統測試階段，若發現有問題的地方，立即做調整和修改，一直到

整個系統可以完整運作為止。 

系統維護 進行系統維護修改、測試，讓本系統完整運作而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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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管理者系統流程圖 

    在管理者登入管理介面時，可分為會員管理、消息管理、訂位管理、留言管

理、商品管理等..每項管理都可以預覽、查看、刪除現有的狀況，而消息管理和

商品管理皆可新增、修改等功能。如下圖3.2所示: 

 

圖3.2 管理者系統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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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管理者登入流程圖 

    當管理者進入網站須登入帳號密碼，接著系統會經由資料庫驗證是否為管理

者，如果是就可以進入系統，如果為否時，再進入登入帳號密碼介面從新登入。

如下圖3.3所示。 

 

圖3.3 管理者登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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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管理者新增商品流程圖 

    管理者登入商品管理中，選擇新增商品接著選擇商品類別、屬性，再輸入商

品資料接著點選資料新增按鈕，系統判斷如果是就會儲存到資料庫再顯示新增商

品完成到網頁，系統判斷如果為否時，則會到輸入商品內容從新修改。如下圖3.4

所示。 

 

圖3.4 管理者新增商品流程圖 

 



 25

  3.4.3 管理者訂單管理流程圖 

    登入管理者可從資料庫查看到客戶訂單管理，接著再選擇訂單並可以修改訂

單的狀態，最後訂單修改就完成。如下圖3.5所示。 

 

 

圖3.5 管理者訂單管理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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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訂位流程圖 

    登入會員到線上訂位，選擇新增訂位、包廂，點選預約，系統會判斷是否有

人訂位，如果沒有就可以完成訂位，如果有人預約將重新訂位程序。如下圖3.6

所示。 

 

圖3.6 訂位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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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會員流程圖 

  3.6.1 會員註冊流程圖 

進入新增會員系統時，輸入個人基本資料，系統確認資料正確時就可以成為正式

會員，如果資料輸入錯誤時將重新回到註冊畫面重新輸入。如下圖3.7所示。 

 

 

圖3.7 會員註冊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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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商品查詢流程圖 

    登入會員可到商品搜尋查詢所需商品，接著系統會連接資料庫查詢是否有此

商品，如果有就完成查詢，如果沒有此商品會顯示查無此商品，再回到查詢商品。

如下圖3.8所示。 

 

 

 

圖3.8 商品查詢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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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商品訂購流程圖 

    登入會員後到商品訂購系統會連結資料庫跑出所有商品，點選所需商品接著

按購買、加入購物車、確認訂單鍵，接著可修改商品數量在輸入訂單資料再點選

訂單確認鈕，系統會判斷資料是否為正確，如果是系統會連結資料庫存檔完成訂

單，如果資料不正確，會顯示資料錯誤訊息而回到輸入訂單資料。如下圖3.9所示。 

 

 

圖3.9 商品訂購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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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留言版流程圖 

    登入會員後到留言版新增留言，輸入留言內容後點選送出資料系統會判斷是

否有輸入留言，如果是系統會連結資料庫存檔而顯示留言內容表示留言完成，如

果為否系統會再要求輸入留言內容。如下圖3.10所示。 

 

 

圖3.10 留言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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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R Model圖 

    管理者可管理訂位、留言版、最新公告以及購物車，當管理者登入後皆可新

增、修改、刪除等功能，而訂位、留言版、最新公告、管理者以及購物車裡包含

使用者、電子郵件等等⋯如圖3.11所示。 

 

 

 

 

圖3.11 E-R Model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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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訂位系統 E-R Model圖 

    管理者屬性包括有帳號編號、帳號、名稱，其中以帳號編號為主鍵。 

    咖啡廳訂位系統屬性包括有訂位電話、訂位郵件、訂位名稱、訂位時間、訂

位日期。如圖3.12所示。 

 

 

 

圖3.12 訂位系統 E-R Model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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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庫分析 

4.1 資料庫規劃 

    本系統用到資料庫者有：管理者、留言版、訂位系統。下列針對各資料庫進

行欄位規劃與說明。 

  4.1.1 資料庫關聯圖 

     資料庫關聯圖所展示是本系統資枓庫內部各資料表於功能間呼叫時所對應欄

位。如圖4.1所示。 

 

 

圖4.1資料庫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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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資料庫結構 

資料庫檔案名稱:ECoffee.mdb  

    這是 ECoffee 資料庫的欄位，裡面包括有 AClass_ID、GuestBook_ID⋯等主

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資料庫檔案名稱表 

 

資料表名稱 主鍵(P) 說明 

AClass AClass_ID 商品大類別 

GuestBook GuestBook_ID 留言版 

NClass NClass_ID 商品小類別 

News News_ID 公告 

OrderDetial OrderDetial_ID 報價資料 

Product Product_ID 商品資料 

Users User_ID 會員資料 

ZipCity ZipCity_ID 省份 

 

 

 

AClass 大類別 

    AClass 欄位裡面包括 AClass_id、AClass_Name，其中以 AClass_id 為主鍵。

如表 4.2 所示。 

表 4.2AClass 大類別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AClass_ID Integer 4 編號 

  AClass_Name VarChar 50 類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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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Book 留言版 

    GuestBook 欄位裡面包括 GuestBook_ID、User_ID、Email、Question、

ReQuestion、AddDate、ReAddDate，其中以 GuestBook_ID 為主鍵。如表 4.3 所示。 

 

表 4.3GuestBook 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GuestBook_ID Integer 4 留言編號 

  User_ID VarChar 50 會員帳號 

  Email VarChar 50 電子信箱 

  Question VarChar 100 留言內容 

  ReQuestion VarChar 100 回覆留言內容 

  AddDate Date 8 留言日期 

  ReAddDate Date 8 回覆留言日期 

 

 

NClass 商品小類別 

    NClass 欄位裡面包括 NClass_ID、NClass_Name、AClass_id、，其中以

NClass_ID 為主鍵。如表 4.4 所示。 

 

表 4.4 NClass 商品小類別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NClass_ID Integer 4 小類編號 

  NClass_Name VarChar 50 小煩名稱 

  AClass_ID Integer 4 大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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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最新公告 

    News 欄位裡面包括 News_ID、NewsTitle、NewsContent、AddDate，其中以

News_ID 為主鍵。如表 4.5 所示。 

表 4.5 News 最新公告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News_ID Integer 4 公告編號 

  NewsTitle VarChar 200 公告抬頭 

  NewsContent VarChar 255 公告內容 

  AddDate Date 8 加入日期 

 

OrderDetial 訂單報價資料 

    OrderDetial 欄位裡面包括 OrderDetial_ID、User_ID、Product_ID、

ProductCount、Price、RealName、City、Address、Email、CellPhone、Contents、

AddDate，其中以 OrderDetial_ID 為主鍵。如表 4.6 所示。 

表 4.6 訂單報價資料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OrderDetial_ID Integer 4 報價編號 

  User_ID VarChar 50 會員帳號 

  Product_ID Integer 4 商品編號 

  ProductCount Integer 4 訂購數量 

  Price Integer 4 價格 

  RealName VarChar 50 姓名 

  City VarChar 50 省份 

  Address VarChar 50 住址 

  Email VarChar 50 信箱 

  CellPhone VarChar 50 電話 

  Contents VarChar 255 注意事項 

  AddDate Dat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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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rder 訂位 

    PreOrder 欄位裡面包括 User_ID、ProductID、RealName、CellPhone、

AddDate，其中以 User_ID 為主鍵。如表 4.7 所示。  

 

表 4.7 訂位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User_ID VarChar 50 訂位名稱 

  ProductID Integer 4 訂位編號 

  RealName VarChar 50 訂位姓名 

  CellPhone VarChar 50 訂位人電話 

  AddDate Date 8 日期 

 

 

 

 

Product 商品資料 

    Product 欄位裡面包括 Product_ID、Product_Name、Statement、Viewcount 、

NClass_ID、ProductPic、AddDate，其中以 Product_ID 為主鍵。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商品資料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Product_ID Integer 4 商品名稱 

  Product_Name VarChar 100 名稱 

  Statement VarChar 255 說明 

  Viewcount Integer 4 瀏覽次數 

  NClass_ID Integer 4 小類編號 

  ProductPic VarChar 100 圖片 

  AddDate Date 8 加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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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 會員資料 

    Users 欄位裡面包括 Users_ID、Real_Name、PassWord、RealPassword、Email、

CellPhone、City、Address、Per、AddDate，其中以 User_ID 為主鍵。如表 4.9

所示。 

 

表 4.9 會員資料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User_ID VarWChar 50 會員編號 

  Real_Name VarChar 50 姓名 

  PassWord VarChar 50 密碼 

  RealPassword VarChar 50 真實密碼 

  EMail VarChar 50 電子信箱 

  CellPhone VarChar 50 電話 

  City VarChar 50 省份 

  Address VarChar 50 住址 

  Per Integer 4 權限 1:user,2:Admin 

  AddDate Date 8 加入日期 

 

 

ZipCity 省份 

    ZipCity 欄位裡面包括 ZipCity_ID、ZipCity，其中以 ZipCity_id 為主鍵。

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省份表 

 

主鍵 欄名 型態 長度 說明 

P ZipCity_ID Integer 4 省份 

  ZipCity VarChar 20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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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 

 

    本網站製作的內容，有最新消息來提供使用者了解餐廳的最新消息也會有本

店的環境導覽，讓用餐的氣氛藉由網頁來呈現給消費者，可以讓沒來過本店的消

費者有多一份想來的感覺，以及還有線上訂位系統，利用網路線上的訂位系統來

取代舊有的電話預約模式。 

 

    對照目前大多數的咖啡網站，其內容都非常的豐富以及多元，但我們卻發現

關於菜單部份，絕大部分的店家網站能夠有詳細的餐點來供消費者參考，即使有

也沒有詳細的價格介紹，讓許多消費者因此打了上門消費的念頭，因此本小組在

討論過後，決定製作一個詳細的菜單功能來供消費者比較參考。 

 

    本網站還提供留言版的功能，目前絕大多數的咖啡網站都沒有提供留言版的

功能，消費者有疑問不能夠直接反映給店家，而只能利用聯絡我們以E-Mail方式

聯絡店家，得到都只是制式的回答而已，留言板是公開性的，這不僅能讓本店家

更能了解顧客的需求以及本身須改進的地方外，也可以讓未來過本店消費的消費

者可以藉由留言版來了解其他顧客對本店的評價，給未來的消費者一份可以信任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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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功能介紹 

  5.1.1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星巴克功能介紹 

    一開始進入星巴克的網站有一個FLASH的動畫，網站裡面的色調蠻鮮豔，裡面

的選項不會給人太複雜的感覺。 

    星巴克首頁裡面有:門市資訊、產品訊息、咖啡豆專區⋯等功能。 

星巴克首頁如圖5.1 

 

圖5.1 星巴克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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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壹咖啡功能介紹 

    壹咖啡他們的網站首頁讓我們覺得感覺很大方清新的感覺，不會讓人感覺很

複雜⋯等等。 

    壹咖啡他們網頁單純介紹壹咖啡他們公司的介紹、產品的介紹裡面也有咖啡

教室裡面有介紹怎麼煮咖啡等功能，裡面的教學也是用文字說明的方式呈現。 

   壹咖啡網站功能:網路信箱、聯絡我們、咖啡教室⋯等功能。壹咖啡首頁如圖

5.2。 

 

圖5.2 壹咖啡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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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網站差異功能比較表  如表5.1 

    上島咖啡與統一星巴克、壹咖啡比較，再最新消息中三家商店都有，而線上

蔡單壹咖啡沒設立，留言版星巴克只有E-mail聯絡我們而壹咖啡未設立，購物車

壹咖啡未設立至於線上訂位只有上島咖啡泉州店有設立其它皆未設立。如表5.1 

 

表5.1 網站差異功能比較表 

 

 

咖啡店  

 

功能 

上島咖啡泉州店 統一星巴克 壹咖啡 

最新消息 有提供優惠活動 有提供優惠活動 有提供優惠活動

線上菜單 詳細菜單價格 
菜單只呈現菜色或只有菜

單詳細的價格 
未設立 

留言版 有 
只有E-mail聯絡我們，並

沒有留言版 
未設立 

購物車 有 有 未設立 

線上訂位 有 未設立 未設立 

 

 



 43

5.3 上島咖啡泉州店網站功能介紹 

    上島咖啡泉州店位於大陸福建省泉州市當中，也是泉州是唯一僅有的上島咖

啡。創店至今已歷經八年，店內風格以舒適為主。提供顧客在店內用餐、約會、

談公事..等等都很方便，其中餐點特色以中式套餐最有特色，都是來自台灣特有

口味的菜式在大陸是吃不到的，另一方面也提供台灣的風味小點，小點特地從台

灣空運至大陸提供給久沒回台灣的顧客和大陸顧客有台灣味的感覺。 

 

    而網站架設方面，以傳承餐廳內舒適、簡單的風格，提供線上教學讓顧客在

網路上可輕鬆學煮咖啡，另外也提供線上訂位吸引學生、年輕人、情侶在線上訂

位不用怕到餐廳後沒位置而離開的問題。另外也讓沒來過上島咖啡泉州店消費過

的顧客，可從網站上先瀏覽咖啡廳裡的裝潢、狀況、環境等等..已達到網路行銷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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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項目如下: 

    關於上島泉州店  

        介紹關於上島咖啡以及上島咖啡泉州店的由來 

最新消息  

    提供新商品上市資訊以及商店折扣活動等等最新消息  

會員申請  

    採用會員制度，充份的掌握顧客的個人資料  

線上訂位 

    透過網路就可以預約訂位時間、定位人數以及定位日期還有留下定位聯

絡資料 

留言版  

    讓顧客的意見能夠交流的好地方  

教學區  

    提供教學影片讓顧客自己DIY泡出一杯美味的咖啡 

  餐點介紹 

        提供咖啡、小點、簡餐等菜單資訊，並提供完整價錢供使用者參考 

   店內介紹 

        提供照片讓顧客可以瀏覽店內裝潢、環境等 

   線上購物 

        提供線上購物功能，讓顧客可以輕鬆買到本店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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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iSmile Hosting 網路空間介紹 

    3GB 帳號空間30GB資料流量/月，不設限Email帳號數目中文Plesk控制台每年

台幣$ 4500元。  

   本組之所以使用iSmile Hosting網路空間的原因是，因為此網路空間在香港也

有設置基地，將來如需在大陸使用本網站就可以直接繼續使用此網路空間。 

Windows 虛擬主機 方案功能: 

 

表5.2 Windows 虛擬主機 方案功能表 

支援 ASP 支援 ASP.Net 1.1、ASP.Net 2.0  

支援 Access 資料庫 提供 Microsoft SQL 2005 資料庫 

提供 ASP.Net Enterprise Manager 支援 w3JMail、w3Upload  

支援 AspEmail、AspUpload 支援 PHP4、PHP5  

提供 MySQL 5.0 資料庫 提供 PHPMyAdmin 資料庫管理  

支援 FTP 上下傳及網頁檔案管理介面 提供 POP3/IMAP 電子郵件信箱  

提供垃圾信及病毒信件過濾 提供 SMTP 寄件主機  

Ajax 介面網路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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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網站功能介紹 

 

6.1 使用者功能介紹 

如圖6.1所示 

 

圖6.1 上島咖啡網站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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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最新消息 

在最新消息的地方可以查看到本店的最新公告、優惠等訊息。如圖6.2所示。 

 

 

圖6.2 最新消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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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關於上島 

    關於上島可以瀏覽上島咖啡的由來以及上島咖啡泉州店的歷史，以及上島咖

啡泉州店的資訊。如圖6.3所示。 

 

 

圖6.3 關於上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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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上島商城 

    在上島商城裡面，使用者登入會員之後，即可購買本店之商品。如圖6.4所示。 

 

圖6.4 上島商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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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1 申通貨運公司宅配 

    在上島商城裡面所示之價格為到店取貨價，如需宅配到家則需要參考運費

表。如圖6.5所示。 

 

圖6.5 申通貨運宅配價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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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線上訂位 

在線上訂位裡面可提供顧客進行線上預約功能以及觀看包廂照片等。如圖6.6

所示。 

 

圖6.6 線上訂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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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價目表 

我們提供完整的菜單以及價錢來供使用者查詢如圖6.7所示。 

 

 

圖6.7 價目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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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留言版 

    在留言版可提供使用者討論以及讓未來過本店的使用者可以先行了解本店的

評價。圖為未登入會員畫面如圖6.8所示。 

 

圖6.8 留言版圖 

 

 

 

 



 54

登入會員後即可開始進行留言 

    留言版登入會員畫面如下圖6.9所示。 

 

圖6.9 留言版登入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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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地圖 

    由於本店位在中國大陸，所以我們有製作地圖可讓使用者了解如何到達本

店，有公車路線和鄰近大目標物。如圖6.10所示。 

 

 

圖6.10 地圖 

 

 

本店位址:福建省泉州市區田安北路100-108號 

本店電話: 0595-225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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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至本店： 

本店位址：福建泉州市區田安北路100-108號 

鄰近泉州航空酒店往金帝大廈方向 

位於田安郵電支局斜對面 

 

乘公共汽車至本店於后板路口下車可搭乘 

‧17路---北師大附中→西湖公園 

‧19路---金山北區→橋南 

‧27路---清濛唐厝村→西湖公園 

‧35路---清濛行政中心→華僑大學 

‧38路---清濛招商中心→高交云谷站 

‧40路---客運中心站→仙塘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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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管理者功能介紹 

    管理者登入系統進行管理，直接跟一般會員一樣地方登入即可。如圖 6.11 所

示。 

 

圖 6.11 管理者登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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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訂位系統管理者登入 

    管理者登入後，左列會出現以下的選單，即可進行管理。如圖 6.12 所示。 

 

圖 6.12 訂位系統管理者登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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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管理訂位 

    管理者登入後，即可開始管理線上訂位系統，管理者可由畫面顯示來判斷何

時有人訂位、時間等。如圖 6.13 所示， 

 

 

圖 6.13 管理訂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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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刪除訂位則需再次進行確認是否繼續進行此動作。如圖 6.14 所示。 

 

圖 6.14 刪除訂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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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留言版管理者登入 

    在留言版管理畫面中，管理者可以進行回覆留言、刪除留言等動作。如圖 6.15

所示。 

 

 

圖6.15留言版管理者登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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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為了讓店家在使用本專題所開發設計的網站，在短期效益上，幫上島咖啡泉

州店吸引更多各地的顧客和各大學的學生族群來咖啡廳消費，也透過網路的功能

來達到推廣、行銷的作用。以上提出幾點是希望本網站的管理系統不僅有方便的

操作功能，也使網站管理系統在各方面支援更多的功能，加上多媒體效果和網際

網路的運用來加強咖啡廳形象的表現，以達到網路行銷的目的。 

本網站開發設計之使用語言與工具為Dreamweaver8、Flash、Access、Microsoft 

Visual Web Developer、Photo Impact、Asp來呈現整個網站的視覺與功能效果。

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加速網站存取的速度，但對於網站的視覺效果仍然不足，在

未來也會加入更多豐富及生動的插畫來提升網站的視覺效果。 

本專題在架設網站的功能以力求精簡易用為主，所以採用一般商業網站的基本

功能，因此在系統架設與轉移過程中，使用者可以加速學會如何使用新建置的網

站，往後還會不斷的來做改變以增加網站的實用性、時效性、獨特性等⋯利用網

路的特性，讓上島咖啡泉州店的消費者擴大，不再只是店家鄰近和鄉鎮地區的居

民。 

網站本身使用的語言是大眾化的ASP語言所撰寫的，其所使用的支援是屬於一

搬網路功能，但對於網路、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日後ㄧ定會有更多強大、

方便的網路語言來支援本網站的功能，讓我們所建置的網站有更好的功能性、安

全性、方便性、穩定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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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能夠在網站的功能、安全上能夠更加強，讓整個網站能夠更加完善及安

全，未來網站上希望還能夠有更多付款方式以便提供消費者的方便。 

    我們認為線上訂位在未來可能會成為一種趨勢，而且在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強

大，我們未來還希望利用行動電話，搭配網路3G的功能做為點菜、訂位的平台，

其中最大的優勢因應手機市場成熟，希望能在競爭激烈的餐飲市場中，更為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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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甘特圖 

 

           日期 

項目   

97年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98年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專題題目決定 
 

                        

蒐集資料與文獻 
  

                        

圖片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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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報告             
  

            

網站的討論與修正                 
  

        

報告修飾與修正                 
  

        

繳交完整之報告                       
  

  

                                              

 

 

預計中 實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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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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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的收集 林偉祺、蔡佳昕 

書面製作 林偉祺、蔡佳昕 

網站架構規劃與設計 

范育瑋、張育誌 

陳冠宇 

網站的建置跟測試 

范育瑋、張育誌 

陳冠宇 

海報設計 全體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