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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在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的現今社會裡，電子商務已經逐漸融入了

各大小企業並且創造出無遠弗屆的商機。由資策會FIND「我國網際網

路用戶數調查」顯示，2008年第一季台灣行動網路用戶數達1246萬

戶，較上一季增加約62萬戶，由此可見網際網路為電子商務帶來無限

商機及利益，企業之間也藉由電子商務的結盟，相互提供了商流、物

流、金流、資訊流以電子商務模式的運用，改變了傳統的交易型態，

創造出一個新的交易型態。 

  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化與消費者消費型態的改變，企業可藉助

網際網路來發展電子商務，提供給客戶更便利、更多元化的服務且不

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讓企業的曝光率及營運能大大提升，目前各個

企業也相當重視網路這一塊的客群，所以藉由網路的便利性讓顧客能

更快速的接收到訊息及增加企業與顧客之間的互動，讓企業可以知道

顧客的想法和需求，進而檢討改進，來贏得顧客的信任。 

  目前國內的清潔公司也紛紛的建置網站，不過並沒有完全普及

化，而且網站內容大多都屬於靜態的網頁，只有簡單的幾個頁面加上

文字與圖片組合而成，並沒有與顧客互動的功能，這樣就會減少與顧

客更進一層的接觸，間接損失了顧客對公司的忠誠度與利潤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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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企業要有效融合電子商務與顧客關係管理，才能在網際網路的競

爭市場中，得到更多的交易機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想要改變傳統行業的交易模式，藉由電子商務的模式

及網際網路的傳遞，來降低公司營運成本且希望能增加公司的客源。 

  本小組這次是與泳霖清潔公司合作，透過與業主的討論後得

知，此公司是一間非常傳統的清潔公司，也沒有建置網站，目前與顧

客之間都是以電話及傳真的方式做為主要聯絡工具，但是這些傳統的

方式在將來會漸漸的被網路所取代，沒有建置網站的公司競爭力會逐

漸下降，進而被淘汰，所以本小組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建置一個方便顧客在線上進行填寫估價單的平台。 

二、透過商務網站的建置，能為業者開發到更多的客源。 

三、期盼能藉由留言版與顧客互動，了解顧客的需求及對公司的期

望來提升顧客對公司的滿意度及忠誠度。 

1.3 網站特色 

（1）線上估價系統功能：可以使顧客能更方便的得知清潔的費用， 

     只要簡單的輸入需清潔環境的基本資料及聯絡電話，再將需清  

     潔環境的各區域拍照上傳，不需撥電話、傳真，即可在二十四   

     小時內得到正確的清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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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流程：從估價到清潔之間的流程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來  

     告知顧客，以利顧客了解。 

（3）留言板：這是讓顧客與公司交流的一個區域，沒有會員限制， 

     不管是要給公司建議或是提出問題都是可以的，管理員也會在 

     二十四小時內回覆。 

（4）清潔小知識：本小組詢問清潔公司師傅一些清潔的小技巧，做 

     成紀錄後放置網站且以文字搭配圖片的方式提供給顧客參考。 

1.4 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步驟，首先會與業者做深入的訪談，以了解當前整個

清潔業界的產業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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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網站的型態後本小組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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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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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階段是分析清潔業界的重點客群後，調整成符合顧客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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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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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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行測試，經由網站測試來檢查

是否有無需要修改的地方，讓整個網站能完整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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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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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會先確定組員及研究主題再與業主訪

談，得到業主對網站的需求後，開始進行文獻與資料的蒐集彙整及網

站的規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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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成網站，本研究的流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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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確定組員及研究主題 

與業主進行訪談 

文獻與資料蒐集 

網站規劃與設計 

網站建置 

網站測試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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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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的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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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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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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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務的角度來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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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電子商務模式 

  電子商務可分為四種交易模式，分別是(B2B)企業對企

業、(C2C)消費者對消費者、(C2B)消費者對企業、(B2C)企業對消費

者，上述這四種交易模式，本研究為企業對消費者之交易模式，就以

B2C 來做介紹。 

  B2C (Business-to-Customer)電子商務是以 Internet 為主要

服務提供方法，實現公眾消費和提供服務，並保證與其相關的付款方

式電子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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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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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如由原料轉換成完成品，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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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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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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資訊流 

  係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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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電子商務的效益 

  電子商務具有發展的前景，是未來企業進行商業交易不可抵擋

的風潮。若分別從消費者、企業、及整體社會的角度來評估電子商務

所帶來的效益，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類： 

一、對消費者而言 

  可以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性，有更多符合個人化的服務或客

製化的商品大家都是抱持著貨比三家不吃虧的心態去購買商品，電子

商務也可以讓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能更方便的互動。 

二、對企業而言 

  企業的任何商業活動，最終都是以營利為目的，不過對現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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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而言不僅僅要做到實體店面的促銷及維護，另外也要花心思在電

子商務經營上面，才能幫企業帶來更大的收益。效益觀點分析如表

2-2【1】 

表 2-2 效益觀點分析 

效益觀點 相關效益 

強化客戶服務 

１． 提升客戶滿意度 

２． 提供客戶即時的服務 

３． 改善顧客服務與關係 

４． 提昇服務品質 

５． 提供快速服務 

６． 與顧客即時的交易 

業績成長 

１． 促進銷售 

２． 營業額增加 

３． 增加交易數量 

４． 提高營收成長率 

５． 增加顧客數 

提昇企業整體形象 

１． 提昇企業形象 

２． 提昇公司信譽及服務形象 

降低營運成本 １． 低成本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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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營運成本降低 

３． 節省人力 

 

三、對整體社會而言 

  由於電子商務提供了新的行銷通路，無遠弗屆的市場，沒有時

間、空間及人力的障礙，使得鄉村地區的民眾也具有都市民眾的電子

商務消費環境，平衡城鄉商業的發展。 



 18

第三章  系統建置 

3.1 系統需求 

客戶作業軟體:Windows xp 以上作業系統或 Mac 等可以使用連上

作業系統，其他軟體: IE 6.0。 

3.1.1 硬體需求設備 

本系統所使用軟體，以及網站發展建置硬體需求，如圖 3-1。 

中央處裡器(CPU) Pentium 4 -2.4G 以上 

記憶體(RAM) 512MB 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3  

網路空間 

(My-life 虛擬主機) 

空間  :500MB 

流量  :5GB 

年租金:1700 元 

圖 3-1 SEVER 端硬體需求 

3.1.2 系統開發軟體 

1. DreamWeaver CS3  

2. Flash  CS3 

3. PhotoImpact 11 

4. Appserver 

5. JAVASCRIPT(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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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HP(語法) 

7. CSS(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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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是個中翹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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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人性化完成工作所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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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特色功能在做網站設計就更輕易上手了【5】 

。 

  Flash 是一套集「向量繪圖」、「動畫製作」、「互動設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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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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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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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Impact 是由友立資訊公司所研發的影像繪圖軟體，它是

一套完全中文化、易學易用、功能強大的影響編輯軟體。PhotoImpact

可以輕鬆地在文件和簡報中插入引人入勝的影像圖形，使用者

PhotoImpact 所編輯任何影像，都會先以獨立的物件形式存在，並可

以持續在這個獨立文件上編輯圖形。在物件編輯的過程中並不會影響

影像的其他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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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5.2.6、MySQL 、5.0.51b、phpMyAdmin-2.10.3

【8】。 

  Javascript 是 Netscape 開發的一種 Script 腳本語言，使用

淺顯程式語法，只需初學程式設計者即可運用自如，輕鬆建立互動的

網頁效果，Jscript 為微軟出相容 Javascript 的 Script 語言，簡單

的說，Netscape 支援 Javascript，Internet Explorer 支援的是

Jscript。 

  基本上 Javascript 和 Java 雖然名稱類似，不過她們屬於兩種

不同語言，Java 程式語言可以開發 Wed 應用程式的 Java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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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則定位成一種簡單 Script 語言，以便不懂程式的使用者

也一樣可以寫 Javascript 程式碼產生互動的網頁內容【9】。 

  PHP 是目前在網頁設計程式使用最多的語言，在 PHP 程式上語

法混合了 C、Java、Perl 以及 PHP 新語法，可用來快開動動態網頁。

PHP 不用像 C或是 VB 需經過編譯才能執行，只要直接將 PHP 檔案寫

好，放在伺服器上，就可以執行。 

  PHP與 ASP類似是一種HTML內嵌式描述性語言（HTML embedded 

scripting language）。所謂「內嵌式」語言，就是 PHP 程式可融入

到 HTML 標籤中，所以只要在一般的 HTML 檔案中加入一些程式碼，然

後將檔案儲存副檔名為 PHP 的檔案，即可讓伺服器處理【10】。 

  CSS 全名「Cascading Sytle Sheet 串聯樣式表」，可以大幅

簡化在網頁設計時對頁面格式的語法文字。除此之外，CSS 更提供了

HTML 更為多樣化的語法效果，不過別認為從此不使用 HTML 語法，因

為 CSS 只是用來加強頁面效果的一種擴充語法，本身不能單獨行程一

個網頁檔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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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網站系統架構圖 

 

圖 3-2 網站系統架構圖 

3.2.1 網站架構圖說明 

  本網站系統架構是先由首頁登入畫面後會分為以下七個功能： 

一、公司簡介 

  介紹公司的服務經歷與清潔服務項目，讓顧客可以更了解公

司。 

二、施工流程 

  將公司的施工順序列成圖表，讓顧客知道公司的清潔流程，另

外也會放置清潔前後的現場拍照比較圖，給顧客瀏覽公司的清潔技術

及清潔品質。 

三、清潔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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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清潔公司師傅一些清潔的小技巧，做成紀錄後放置網站提

供給顧客參考。 

四、常見問題 

  將顧客比較常詢問到的問題，蒐集統整後放置此頁面，讓顧客

可以依照公司之前所答覆給顧客之內容做為參考。 

五、留言板 

  此功能是公司提供給顧客能自由詢問及發表言論之空間且沒

有會員限制。如圖 3-3 

開始

管理原登入

查看是否
有新留言

回覆留言

是否離開
留言板

離開

NO

YES

YES

NO

 

圖 3-3 留言板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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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線上估價系統 

  顧客看完施工流程以後，即可在線上估價系統輸入需要清潔的

基本資料，輸入完成以後，公司會在二十四小時內依顧客所輸入的內

容進行估價並回覆給顧客正確價格。如圖 3-4 

開始

管理者登入

查看是有
新估價單

估價單內容
是否正確NO YES

離開

刪除估價單

估價單報價

回覆顧客

 

圖 3-4 估價系統流程圖 

七、清潔前後比較 

  將公司專業清潔人員實地清潔的前後比較，以照片的方式作為

呈現，讓顧客可以知道本公司清潔的乾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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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發展流程說明 

表 3-1 系統發展流程說明 

系統發展過程 說明 

確定主題 

經組員開會討論主題的結論，詢找適合之企業後確

定的主題為泳霖清潔公司網站建置。 

資料蒐集彙整 

組長分配工作給所有組員，各組員開始收集有電子

商務文獻及清潔公司服務內容的相關資料，加以彙

整。 

系統研究與討論 

經組員開會討論後，利用各種圖表架構出來的基本

模型，並論其功能性。 

系統規劃與設計 

依照圖表架構做出規劃系統，並按照每個流程下去

執行。 

系統建置 開始依照系統規劃流程圖執行系統建置。 

系統修改與測試 

網站完成後，會利用此階段進行測試，如發現不良

的地方，立刻進行修改一直測試到無誤為止。 

系統維護 

對未能在適時修改的時候，或是在上線發現的錯誤

管理者要進行維護修改，以及加強系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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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R Model圖 

管理者的屬性內容有留言板、估價系統、常見問題、管

理者，其中估價系統為主鍵。如圖3-5 

 

 

圖3-5 E-R Model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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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留言板資料庫 

說明：本留言板屬於開放式的，顧客可以留言提供問題

或意見，留言時間在留言完成後會自動會出現在後方，而回

覆只有管理者能回覆。如表3-2 

表3-2 留言板資料庫     

 

3.6 管理者資料庫 

說明：只有管理者能登入帳號與密碼才能進行管理功

能。如表3-3 

表3-3 管理者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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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常見問題資料庫 

說明:這裡是開放給有問題顧客查詢所需要的答案。如

表3-4 

表3-4 常見問題資料庫 

 

3.8 估價系統資料庫 

說明：系統是本資料庫重點功能，有預約估價的方式還有以留

言板進行詢問估價，接下來還提供了傳真的方式估價，最後是使用

e-mail的方式進行估價，方便各種年齡層的使用者估價。如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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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估價系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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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成果展示 

4.1 My-Life 虛擬主機介紹 

  My-Life 台灣虛擬主機服務，是使用 AMD 雙核心處理器架設，

伺服器資料使用多顆硬碟 RAID 磁碟陣列做即時的備份，作業系統使

用安全性及穩定度良好的 CentOS Linux，管理介面是目前全球功能

最強大的 CPanel 管理介面，並且在您的虛擬主機帳戶上我們沒有做

太多的限制、可以建立無限制數量的獨立網域、次網域、資料庫、FTP

帳戶、郵件帳戶，能充份運用虛擬主機上的主要資源，不需要再另外

付費購買附加項目。 

  My-Life 台灣虛擬主機服務，建置於台北內湖 是方電訊 機房，

是方電訊為一專業的電信網路及應用服務公司，擁有超過一萬坪之電

信及電腦機房，身為專業 IDC/Tele-Center 服務提供者，對於安全

的需求相當嚴苛，為符合國際標準電信機房的需求，所有設備皆有不

斷電系統供應及雙電路備援、全年無休的維運中心，提供多元化的電

信服務，提供在台灣及亞洲主要國家均有穩定且快速的連線。 

  本小組所購買的是迷你型方案一年期，價格為1700元，網頁空間

有500MB以及每月流量為5GB。以下為My-Life 台灣虛擬主機支援程式

及功能。如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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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My-Life 台灣虛擬主機支援程式及功能 

支援程式 管理介面工具 

HTML / JavaScript 程式 網域寄放 

CGI 程式 附加網域 

PHP 5 程式 次網域 

Zend Optimizer 優化程式 資料庫管理 

MySQL 5 資料庫 自動執行工作排程 

Perl 程式 圖片防盜連功能 

Frontpage 擴充功能 IP 阻擋功能 

Curl 函式 自定錯誤頁面 

GD 函式 檔案管理 

支援 .htaccess 設定 備份功能 

 AWstats 流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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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lash 

 

圖 4-1 FLASH 

   首先會先從 FLASH 撥放完之後，在點選進入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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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網站首頁畫面 

 

圖 4-2 網站首頁 

   本網站的首頁最上方是以 GIF 圖片製作，在內容的部份放至一

個 FLASH 的廣告區塊可以隨時更換做為活動宣傳，也讓整個網頁更生

動，整個網站的設計宗旨是簡單乾淨及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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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司簡介 

 

圖 4-3 公司簡介 

   公司簡介的最上方是以 JPGE 圖片製作，在內容的部份是再介

紹公司的服務經驗及經歷，另外還有介紹公司的服務項目，以方便顧

客更了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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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施工流程 

 

圖 4-4 施工流程 

   施工流程的最上方是以 JPGE 圖片製作，在內容的部份是以簡

單且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來說明整個清潔流程，另外在右邊也放置了

實地清潔時的工作照片，讓顧客更能快速的了解如何預約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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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清潔小知識 

  

圖 4-5 清潔小知識 

   清潔小知識的最上方是以 JPGE 圖片製作，在內容的部份比較特

別的是，以文字敘述加上圖片的方式讓顧客可以更快速得到如何更有

效清潔的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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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常見問題 

 

圖 4-6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的內容是放置一些顧客比較常會提到的一些問題，提供

在上面給顧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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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常見問題管理者頁面 

 

圖 4-7 常見問題管理者新增修改及刪除頁面 

當管理者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後，即可以新增修改及刪除常見問題

內容。 



 40

4.9 留言板 

 

圖 4-8 留言板 

   留言板，是提供給顧客與公司之間溝通的區域，有助於拉近彼

此的關係，能聽到顧客給的批評與建議亦可以詢問清潔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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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留言板驗證碼 

圖 4-9 留言板驗證碼 

   因為本網站無會員制而且沒有留言限制，所以為了防止有心人

士用洗版留言機器人來蓄意洗版，才使用了圖片驗證碼程式，來減少

此事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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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留言板管理者頁面 

 

 

圖 4-10 留言板管理者刪除及回覆頁面 

當管理者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後，即可看到顧客留言的內容，也可

以進行回覆留言及刪除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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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線上估價首頁 

 

圖 4-11 線上估價首頁 

線上估價系統是本網站的重點功能，另外預約估價的方式還有以

留言板進行詢問估價，接下來還提供了傳真的方式估價，最後是使用

e-mail的方式進行估價，方便各種年齡層的使用者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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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圖片上傳教學 

 

圖 4-12 圖片上傳教學 

如果顧客要進行線上估價系統，但是不知道要怎麼上傳清潔環境

的照片時，本網站有提供一個詳細的教學頁面，首先要先將需清潔環

境的每個區域與需要重點清潔的部份拍照後，上傳至自己的網路相

簿，接下來上傳完成之後，再將相簿的網址複製貼到線上估價系統裡

面的照片上傳欄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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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線上估價系統 

 

圖 4-13 線上估價系統 

線上估價系統，本小組是用表格加上PHP撰寫的方式製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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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有顧客的個人基本資料、清潔的時間與地點及清潔環境的基本

資料例如：坪數、幾間房間等⋯以及輸入清潔環境放置網路相簿的網

址，填寫完成後本公司的管理員會在二十四小時內以簡訊及E-mail

給予正確的報價回覆。 

4.15 線上估價系統管理者頁面 

 

圖 4-14 線上估價系統管理者頁面 

當管理者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後，即可看到顧客的估價單的發送時

間及處理狀態，管理者可刪除估價單也可以進行估價回覆，輸入正確

報價後，公司會另外以E-mail及簡訊方式通知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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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線上估價系統管理者回覆頁面 

 

圖 4-15 線上估價系統管理者回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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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清潔前後比較 

 

圖 4-16 清潔前後比較 

清潔前後比較，本小組是以實際工作現場拍攝的清潔前後照片以

併排的方式分為清潔前、清潔後，這樣可以讓顧客知道公司的清潔前

後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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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功能差異比較 

   本網站製作的網頁內容，有施工流程及清潔前後比較，這是提

供給顧客了解如何估價與實際清潔前後的差異，還有清潔小知識與常

見問題Ｑ＆Ａ，這是提供給使用者參考的貼心功能，與其他網站較為

不同的地方是，本網站有清潔前後比較的功能，以及清潔小知識的部

份，是採用文字敘述加上圖片，這是其他兩家網站所沒有的貼心設計。 

   本網站最主要的功能為線上估價系統及留言板，這是提供給使

用者一個方便估價的功能，不需撥打電話及傳真，只需要在線上估價

系統裡輸入個人的基本資料、清潔的時間與地點及清潔環境的基本資

料與環境照片上傳，即可在二十四小時內得到正確的回覆，另外留言

板的功能是給顧客與公司之間互相交流的空間，讓公司與顧客的關係

更密切。以下為網站差異比較表 

表 5-1 網站差異比較 

    公司名稱 

網站功能 

泳霖清潔公司 潔達清潔公司 

媽咪樂居家清

潔公司 

公司簡介 有 有 有 

施工流程 有 有 有 

清潔前後比較 

提供實際清潔

前後照片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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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估價系統 

有(另外提供傳

真、留言板及

E-MAIL 估價) 

無 僅有線上估價 

留言版 開放型 無 無 

常見問題 有 無 有 

清潔小知識 

清楚的文字敘

述加上圖片 

僅文字敘述 僅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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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論與未來展望 

  本網站製作是為了讓泳霖清潔公司能招攬到網際網路上的客

源，因為原先此公司並沒有網站也沒有建置網站的經驗，所以本小組

採用簡單易懂且方便業者使用的設計，以便公司的導入作業，另外整

個網站的設計以簡單素雅為主要概念，所以整個網站在視覺上略為乏

味，之後可以用更生動的美編與配色來提高整個網站的視覺效果。 

  如果未來還有機會，本小組預計將泳霖清潔公司的網站規劃成更

貼近顧客，與現在網路流行做結合，建構出部落格功能、設計網路服

務問卷及運用關鍵字做為網站行銷，讓網站更具有競爭力。 

  部落格現在已經是非常普遍的功能，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部落

格，可以撰寫自己的心情日記並加上照片來敘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功能，所以本小組預計將此功能加進網站裡，讓泳霖清潔公司用撰寫

部落格的方式記錄下每一次清潔的過程，讓顧客點閱瀏覽，可以使顧

客深入了解公司的清潔技術與過程，另外本小組預計設計網路服務問

卷功能，讓服務過的顧客對公司的服務滿意度來做個評價，讓公司有

改善服務的空間，也可更了解客戶的需求在哪裡。 

  最後在網站的行銷方面，本小組預計採用 YAHOO奇摩關鍵字行

銷，希望能藉由增加網路搜尋曝光率來提昇公司的知名度與接件量，

預計要購買的關鍵字有以下這些(大台中、清潔、打掃、消毒、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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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蠟、垃圾清運、地板、居家、油漆等..)。 

 本專題的網站建置讓我們學會了整個製作流程，也協助了泳霖清潔

公司擁有了開發網際網路上客源的工具，讓公司可以快速開始行銷網

站，來提高公司的接件量，網站未來還會朝向實用性、簡單化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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