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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社會是個網際網路發達的資訊時代，一般稍有知名度的食品

行，都會建置一個專屬食品行的網站，並透過網站資訊的流通達到傳

播或推廣銷售的效果，而商業活動也由傳統的人與人之間的交易，轉

變成無形的網路交易，本研究以 osCommerce 軟體，建置一個 B2C 的網

站，以近有三十年銷售產品經驗的美龍食品行為例。 

本研究自九十七年三月至九十八年二月陸續至美龍食品行做產品

的拍攝及諮詢店家老闆對於美龍食品行網站建置的需求，已於九十八

年五月完成了網站建置的部份，本研究在網站規劃方面，使用適合一

般消費者需求的網路商店平台，提供一個讓消費者經由線上就能直接

購買的商務網站，希望藉著網站的建置，讓店家拓展消費者族群，同

時也能創造更多的營收。 

    本研究小組依業者的需求完成了美龍食品行專屬的網站，在網站

功能部分提供了購物車、會員登入、商品評論及與業者互動的問與答

等功能，日後轉交給業者自行管理時，也可依業者及消費者的需求不

斷的精進網站功能，提高整體營運的效益。 

 

關鍵字：電子商務、B2C、金流、物流、網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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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在網際網路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性突破，其在應用程式和使用的便利上有很大進展，而電子商務成為

低成本且有經濟規模的商業方式，藉由新科技和資訊技術的發展，也

造就了更多種類的商業機會，使全球合為單一無疆界的市場。 

網路的高度使用將會成為未來的消費習慣，因此也是未來各產業

行銷必須建立的目標。 

本網站的設置，能讓不同種類的消費者能有一個交流的天地，希

望未來能結合各式各樣的網路行銷，使消費資訊及經營資訊能相互交

流，製造更多的商機，並研發新技術、新產品，以改變傳統商店的經

營理念及體質，協助傳統商店升級及轉型，提升競爭力。 

目前傳統產業經營正是居於夕陽產業之列，尤其是傳統商店之行

銷更是處於瀕臨危急存亡之際[1]，因此本研究乃以一個傳統商店-美

龍食品行為對象，設計規劃一個商業交易平台及後端管理系統，希望

能藉由電子商務技術與管理領域的加強，使此傳統食品行行銷能發展

電子商務，並能拓展網路新興市場，藉由網際網路的行銷手段，將此

食品行的特色產品推薦給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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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龍食品行背景 

01980 年創業，從麵包車開始跑遍大街小巷 

01983 年買下實體店面 

01994 年擴寬店面 

 1994 年老闆擔任糕餅工會常務理事 

01995 年芋頭餅、蕃薯餅榮獲優良食品評鑑金牌獎 

 1999 年芋頭餅榮獲最佳魅力獎 

02001 年鴛鴦痲糬餅榮獲優良食品評鑑金牌獎 

02006 年從新裝潢 

 2007 年拓寬工廠，新增設備 

 

美龍食品行經營 

 保持傳統、不斷創新 

 力求進步、顧客至上 

 訴求健康、少油少鹽 

 講求用料實在、新鮮美味 

 價格合理、宅配快遞 

 西點餐燴、餐盒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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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龍食品行系列產品 

 麵包類 ：蔥花、古力姆、花生、草莓、紅豆、奶酥麵包 、紅豆

肉鬆、起酥肉鬆、巧克力菠蘿、鮪魚沙拉、鮮奶吐司、起司鹹吐

司。  

 糕餅類 ：鳳梨、豆沙核桃、肉餅 、鴛鴦麻糬餅 、芋頭餅、蕃薯 

餅 、綠豆椪、蛋黃酥、芋頭酥、白豆沙等月餅 。  

 甜點類：幕斯、乳酪、純蛋白、戚風蛋糕 、各種口味大福、鮮奶

油泡芙 、手工餅乾、拿破崙千層派、老婆餅 、紅龜粿 、客家糍

粑 <ㄑㄧˇ ㄅㄚˊ麻糬也>、鮮奶油蛋糕<口味有布丁+草莓/藍莓

/黑櫻桃/芒果/桂圓等等>。 

 新式喜餅禮盒 ：中西合併包含大餅、六色餅、手工餅乾和巧克力

等 。 

美龍食品行建置網站需求 

 購物車：選購商品、付款方式、收貨方式、訂單形成。 

 服務台：連絡我們、店家位址。 

 會員機制：會員的基本資料、優惠活動。 

 互動模式：問與答、對產品的評論。 

 產品特色推廣：商品目錄、優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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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21 世紀是網際網路的時代，整個社會由於快速蓬勃的發展，使得

我們的生活也面臨了重大的改變。隨著資訊科技時代的來臨，網際網

路將是人們之間溝通的橋樑，也是獲得資訊最便利的管道，尤其是電

子商務將對傳統商業交易，造成了革命性的改變，也是未來傳統商店

經營生存之道。 

由於目前網路購物興盛，各企業的商業行銷策略隨之變動，電子

商務將提供消費者多樣化的消費選擇，更多的商品及資訊服務，網際

網路確實已成為跨越時空限制的通訊工具，可以輕易的掌握傳統交易

中難以獲得的訊息，也難怪有愈來愈多的傳統商店想要利用電子商務

的商機，提升傳統商店本身的競爭力、增進營運獲利。[2] 

未來網際網路將是一日千里無遠弗屆，將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本研究在以ㄧ傳統商店之美龍食品行為標的，適應時代潮

流走在時代前端，透過網路的傳播，競逐虛擬世界，將店內的產品資

訊，能藉此推廣給廣大的網路族群，達到店家整體營業商機的提升，

以及食品行知名度的宣傳。 

因此，業者希望藉由本小組的協助以架設店家的專屬網站，其主

要目的為規劃建置一個 B2C 電子商務購物平台，增加店家與消費者的

互動關係，以拓展店家在網際網路上的新興市場。



 5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表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結論與未來展望

系統測試 

系統建置流程與分析 

電子商務現況及應用 

系統建置

系統評估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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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的定義 

一般而言，電子商務（EC，Electronic Commerce）最常的解釋是

「藉由電腦網路將購買與銷售、產品與服務等商業活動結合在一起，

進而調整交易的基礎和型態」，但是電子商務並不是只有在網路放上企

業的網頁而已，他是代表商業和企業的另種型態。[3] 

電子商務主要是建構在電子交易系統上，即是將傳統的金流和物

流數位化，並且發展「資訊流」，這正是電子商務的精髓，而目前的就

交易的方式劃分，一般而言，有企業對企業的商務（Ｂ２Ｂ）和企業

對消費者的商業（Ｂ２Ｃ）二種模式。  

電子商務帶來的好處 

電子商務講求是速度、便捷和縮短時空的隔閡，經由電腦和網際

網路聯結的方式可以縮短交易時間和交易成本，進而滿足組織、商品

與消費者的需要，改善產品、服務與增加傳送速度服務的品質，並達

成提高各地的商業速度，降低訊息傳送的成本。並利用其網路搜尋與

取得資訊，可以幫助個人與公司進行決策之制定，不論是哪一種產業，

未來會涉入其中，而這也將是未來的商業模式，進一步達到整體企業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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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境界。  

隨著網路科技的蓬勃發展，帶動了全新的企業商機，改變了過去

傳統經濟體系中的市場需求、市場結構及交易方式。近年來，網際網

路所產生的電子商務為企業帶來幾項競爭優勢；降低通貨膨脹、增加

行銷優勢、縮短進入市場的時間，不僅改變消費者的生活習慣，也改

變了傳統的行銷方式，給予企業重新取得競爭優勢的機會。 

因此，可以預期網際網路的商業應用將把企業帶進全球化的競

爭、互動式的行銷、甚至形成虛擬企業、網路式的經濟體系。面對數

位經濟時代的來臨，電子商務將是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利器。[4] 

但是，現今許多在網際網路上進行電子商務交易的企業，往往將

其經營重心放在吸引新的顧客，強調顧客的成長率，並提供各種利益

吸引顧客上網消費，而忽略了顧客所考量其他有形與無形價值與維繫

顧客的忠誠度。 

因此，本研究在於以傳統商店之美龍食品行為標的，希望藉由電

子商務網站的建置，不僅單於提供業者與消費者間別於傳統食品行行

銷的電子商務消費平台，建構會員機制更是必要課題，提供業者與消

費者一個溝通的橋樑，更加了解顧客的需求，以提升顧客忠誠度，留

住現有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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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網路安全 

影響網路安全的因素 

網路安不安全的問題在於：用網路傳遞資料是否很容易遺失、毀

損、或是被人截取，用網路傳輸資料到彼端之後，彼端電腦如何保管

這些資料，這些安全性問題，基本上牽涉到的因素很多：軟、硬體的

技術問題，以及使用者的觀念和使用方式。從以下表 2-1 所示，可以

清楚的看出影響網路安全的幾個因素。[5] 

表 2-1 影響網路安全因素分析表 

 技術面 社會面（使用者） 

無心之過 

軟體設計不良、 

當機、病毒 

忘記密碼、人為疏忽 

惡意為之 密碼破解、病毒、 木馬駭客、職員故意破壞 

以上所有的因素都可交錯影響：駭客會利用軟體設計不良的缺失

來破壞資料、粗心的員工讓病毒在公司的電腦上到處流竄以致毀損重

要資料。 

網路安全的重要性 

現今資訊發達的社會，幾乎所有的公司、金融體系、醫院、政府

單位都使用電腦，電腦和網路增加了資訊的傳輸，許多交易也漸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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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腦及網路來完成，同時也增加了陌生人破壞電腦及網路的機會。 

目前我們使用的電腦，不論軟、硬體，都沒有上鎖，缺乏安全性。

例如：電子郵件除了需要密碼以便從主機取信、寄信外，郵件的傳輸

幾乎和寄明信片一樣透明，只要是有心人，都可輕而易舉地取得信件

的內容。 

對於電腦，大部分的人都知道要買防毒軟體來防毒，但防毒軟體

僅於預防已知的病毒，無法避免資料被竊取、竄改。 

電腦儲存了太多個人資料、工作程序，企業網絡一旦受襲，所有

的資料隨時會遭人竄改及濫用、甚至被破壞，一些商業秘密例如企業

管理資料，可能會被競爭對手取得；如客戶資料與應收帳戶資料等等，

因此，當網路安全性不足時，將影響整個企業的經營。 

網路安全人人有則 

 加密 (encryption) 是目前因應網路安全的方法之一。這種方

式具有相當之防禦性，可以保護資料、隱私，也可提供安全的電子交

易方式。 

 除了加密技術之應用，電腦資料及網路安全之維護其實落在每

一個人的身上。當然首當其衝的是個人使用的電腦及其作業環境。目

前我們能做的就是防患未然，諸如選密碼時，盡量避免使用生日或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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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字；用些自己喜歡的書名或歌名，這樣別人猜不著，但自己卻

容易記得；避免處處都用同樣的密碼，或是把密碼抄在某個地方。 

 在公司方面，資料之防護除了密碼外，防火牆也不可少。防火

牆是一部主機，架設在公司內部網路與 Internet 間。所有連外的網

路資料，都必須經過公司所架設的防火牆，因此防火牆可以管制所有

進出的連線，並記錄所有進出的連線資料。防火牆可防止公司網路遭

到入侵、破壞、或被竊取重要資料。亦可管制員工送出資料或不當使

用網路等。 

除了防火牆的設置外，公司對重要資料存取的限制應該不止於僅

有密碼之管理，在軟、硬體上對資料之保護都應有更進一步之規劃，

如：只有某些人能存取資料、必須要用指紋或瞳孔辨識才有權限、有

完善的防毒措施、資料分散儲存同時也隨時備份。 

網路交易的安全考量 

除了工作上的需求外，網路上目前最如火如荼的是交易活動，例

如網路購物、股票線上下單、網路報稅、電子轉帳、電子銀行等。從

避免資料洩漏、篡改、冒用身份，到事後出現否認交易等，處處都與

網路安全息息相關。 

我們以「安全電子交易」(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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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SET) 為例，SET 是 VISA 與 MasterCard 兩大組織所提出的，是

一種應用在網際網路上以信用卡為基礎的電子付款系統規範，希望能

確保網路上持卡交易的安全性。[5] 

簡單地說，SET 規格使用了公開金鑰 (public key) 所編成的密

碼文件 (Cryptography)，以維護在任何網路上的個人、金融資訊的隱

密性。具有 SET 規格的軟體，儲存在持卡人的個人電腦及特約商場的

電腦網路中；此外，收單銀行的電腦也能夠以特殊的科技解讀金融資

訊密碼，以及確認 VISA 或其他認證單位所發出的數位認證 (Digital 

Certificate)。 

以資料加密、數位簽名 (Digital Signature) 和認證中心 

(Certificate Authority) 安全認證的方式，同樣適用於網路報稅。

同時隨著電子化政府的腳步，其他的政府業務如公路監理、工商登記、

戶役政、地政及建築管理等，也都可上網申辦。只要先到政府憑證管

理中心申請網路認證，取得網路上的個人身份憑證後，就可將這個憑

證應用在政府所開辦的各項網路申辦業務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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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訊流 

或稱情報流，指伴隨商流與物流等活動，產生之相關資訊的傳遞

活動，如促銷資訊傳遞、顧客資料處理、訂單處理、庫存管理、帳款

管理、財務資訊等。（重點：資訊的傳遞流通） 

何謂資訊流 

簡言之，資訊流就是網站的架構，一個好的網站架構就好比一個

好的賣場，消費者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要的產品，有舒適的購物空間，

各式各樣的促銷活動，有服務櫃台，產品均有詳細的說明，好的資訊

流是電子商務成功的先決條件。 

這部分是需要交易雙方的資訊能力都有一定層度，在交易的過程

中，透過雙方資訊系統的輔助，讓彼此了解交易的進行過程、交易過

程所需相關資訊的交換、交易的處理進度、甚至在今日的線上刷卡，

就是將資訊流應用在金流上的例子。當然，過去企業認為資訊的溝通

會影響其競爭力的時代已經過去的，以供應鏈上每一個運作個體生死

與共的情況看來，資訊流的相關應用已很普遍出現在企業與企業間的

商業行為。 

電子商務的四流 

電子商務的「四流」是指：商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行銷學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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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Proudct)、通路(Place)、價格(Price)、促銷(Promotion)稱為 4P，

與電子商務的四流恰好是相對的(表 2-2) [6]。產品與「商流」可相對、

通路與「物流」、價格與「金流」、促銷與「資訊流」可相對。 

表 2-2 四流與 4P 對應表 

四流 4P 主要範疇與說明 

商流 

產品

(Product) 

「商流」是指將實體產品的策略模式移至

網路上來執行與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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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都是屬於商流

的範疇。但是會計運用系統又牽涉到金流

問題，因而有些專家學者認為商流是金

流、物流、資訊流的「共同聯繫介面」；

或是說金流、物流、資訊流是商流的「延

伸」。 

物流 

通路 

(Place) 

「物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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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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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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物流的範

疇。電子商務的「物流」應該使產品的通

路變成更加靈活與機動性。 

金流 

價格 

(Price) 

「金流」是指在網路上透過安全的認證機

制，作企業與企業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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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流的部分。電子商務的「金流」處理應該

使產品的價格在網路上實現與完成轉移

的過程，把價格變成了價值。 

資訊流 

促銷

(Promotion) 

電子商務中的「資訊流 」可與 4P 的促銷

理念做對應的思考，在促銷執行時能清楚

了解客戶消費習慣、能力或區域等等因

素，並將之資料作交叉分析，以提高銷售

的數量，這些都是屬於資訊流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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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金流 

現代在網路上賣東西，都必須要透過金流公司才有辦法可以結

帳，因為 SSL 安全憑證是為了要保護消費者(客人)的帳號密碼以及信

用卡安全的資料，所以 SSL 安全憑證是網路金流最重要的一個。 

何謂金流 

所謂的金流(cash flow)在會計、財務上的定義，是指「在某一特

定時間以內，特定的經濟單位在經濟活動中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而發

生的資金流入和資金流出。」，簡單說來就是顧客必須付錢給店家(圖

2-1)，店家也有自己的支出、成本，在這其中就自然會有資金的流動

了。 

傳統的金流方式（一般金流方式）：顧客–>現金–>店家 

 

圖 2-1 傳統金流流程圖 

在信用卡不流行的時代，實體店家的交易都是向顧客收取現金；

到了現在，很少有店家不接受刷卡消費的。在網路上也是，雖然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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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讓顧客習慣用金融卡轉帳來支付費用，但是較大筆的費用（例如

超過新台幣三萬元），就沒有辦法透過金融卡支付了。 

為何要網路金流 

由於網路金流技術的成熟以及費用的降低，現在有點規模的網路

店家大都提供網路刷卡、網路 ATM 等等網路金流服務了。對於消費者

來說，網路金流服務可以讓他們不需要出門，在同一個瀏覽畫面裡就

可以進行付款行為，非常方便；對於店家來說，網路金流(圖 2-2，圖

2-3)可以讓企業流程（Business flow）保持 e化，而透過瀏覽器即可

進行的查帳、對帳也可以減少人力的支出。[7] 

各種電子付款流程 

一般的信用卡付款方式（非網路）： 

 

圖 2-2 一般信用卡付款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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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信用卡付款方式（直接連結銀行）： 

 

圖 2-3 網路信用卡(連結銀行)付款流程圖 

但是界在中間的「網路刷卡機」，會影響整個系統建置的困難度

（會要求諸如 SSL 安全憑證等等必要軟體，或者是對商店有特殊限制，

如必須擁有銀行信用卡特約商店資格等等），因此就有了網路金流業

者的出現，網路金流業者主要就是負責扮演其中「網路刷卡機」的角

色，如圖 2-4 所示[7]： 

網路信用卡付款方式（透過網路金流業者）： 

 

圖 2-4 網路信用卡(透過金流業者)付款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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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付款方式 

 (1)線上信用卡刷卡：線上信用卡系統是將目前卡片式信用卡的付

款方式拓展到網際網路上之應用，近年來信用卡也已經成為國人

重要消費付款的方式之一。 

以信用卡作為電子付款系統來進行支付交易之基礎，消費者必須

到發卡機構申請合法的信用卡，而網路上的廠商必須與發卡機構

簽訂成為特約商店，提供能夠收受顧客信用卡支付的系統；而電

子付款系統本身必須能夠確保客戶資料、信用卡號碼、交易內容

等具有敏感性質的資料在網際網路上傳輸過程的安全；並且需要

有公正的認證機構，一般即為信用卡發卡組織，對所有交易的個

體發給身份簽證(certificate)，讓交易雙方能夠在線上立即驗證

對方的身份，以及利用簽證的公開金鑰來進行安全的資料交換，

使信用卡付款交易能夠在安全正確的狀況下進行。[5] 

 (2)電子現金：所謂電子現金，是以電子的方式來處理交易的電子

貨幣，而依據電子現金儲存的方式，可以分為智慧卡型電子現金

與網際網路空間型電子現金。智慧卡型電子現金是指將電子現金

儲存在一個安全方便的智慧卡中，可由使用者隨身攜帶以取代傳

統貨幣之交易媒介；網際網路空間型電子現金則是交易雙方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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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給付系統，以達到付款收款的目的。兩者都是用電腦資料的

方式來儲存及傳遞，而在使用的過程中並不會暴露使用者之個人

資訊，其具備匿名的性質。 

    (3)電子帳單：透過網路的方便性，電子帳單有著方便省時，不需

只為繳付幾百元帳單舟車勞頓，再加上台灣的便利商店分佈廣

泛，幾乎走出家門 100 公尺就有一家 24 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

可代收各式帳單業務，橫跨水電、交通罰鍰、以及電話費用的優

勢。 

(4)ATM(自動櫃員機轉帳)：是一種可跨行轉帳的服務，在任何一台

貼有 ATM 的標示提款機皆可作為轉帳的處理。一般來說，這也是

目前網路上最多商店所使用的收款方式。商店提供訂單的付款資

訊後，請消費者自行到就近的金融行庫或郵局 ATM 自動提款轉帳

繳款，消費者匯款轉帳結束後，仍需要將單據傳至公司才能進行

處理。 

(5)手機帳單代收：隨著著網路產業的發達，網路上的商品愈來愈

多，其中有許多很好的數位內容，卻由於網路金流的問題使得內

容提供者的獲利困難，此時一些 ISP 或大哥大業者，結合本身現

有的使用者，推出了小額付費服務。我們稱之為—手機帳單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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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帳單代收服務是一種利用行動電話支付網路消費的服務，也

就是利用每個月要交的電話帳單，用來做為網路交易的支付工

具，從今以後只要帶著行動電話，就可以輕鬆支付網路上的各種

消費。 

(6)貨到付款：是由物流貨運公司或快遞公司所開辦的一項遞送服

務。消費者線上訂購商品後，並不需要立即付款，商店會經由物

流貨運公司或快遞的遞送，將商品送到消費者府上，在消費者點

收商品無誤後，再將款項給貨運人員。若消費者沒有信用卡，或

是不放心線上刷卡（營業額與資本額規定要 500 萬以上的資本

額），或是想確認貨品無誤再付款，就可以選擇貨到付款服務(表

2-3)。  

(7)郵政劃撥：是由業者開立一個郵政劃撥帳戶，消費者於訂購商

品後，選擇劃撥付款方式(表 2-4)，商店會經由郵政帳戶查詢得知

貨款是否進帳，根據消費者訂單出貨，再通知物流公司遞送商品

至消費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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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龍食品行付款模式特性表 

表 2-3 美龍食品行付款模式特性表 

特  性  名  稱 說           明 

付款方式：宅配送達，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貨到付款 

出貨方式：訂單完成後，需由黑貓送達商品。 

付款方式：帳號：22094670。戶名：巫明雄 
劃撥付款 

出貨方式：訂單完成後，不馬上出貨，接獲消費
者貨款後再由宅配單位面交商品。 

來店取貨 消費者來店自行取貨並當面付清貨款。 

 

郵政劃撥說明表 

表 2-4 郵政劃撥付款說明表 

98-04-43-04   郵  政  劃  撥  金  存  款  單 

仟 百 拾 萬 仟 百 拾 元

帳號 2 2 0 9 4 6 7 0
金額 
新台幣
(小寫)         

通 訊 欄 ( 限 與 本 次 存 款 有 關 事 項 )
戶 名 巫明雄 
寄 款 人

姓 名  

通 訊 處  

電 話  經辦局收款戳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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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物流 

「物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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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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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物流的範疇。[6] 

物流流程圖 

 

 

 

 

 

 

 

 

 

圖 2-5  物流流程圖 

目前黑貓宅急便的經營策略著重在一般的個人消費者，運送的是

小宗包裹，明確的定位在支援 C2C 的經營模式，而其他競爭業者(表 2-5)

網站

付款〈匯款〉

線上訂購 商品選擇

宅配送達 貨到付款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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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大榮貨運或新竹客運多數是以配送大宗郵件或是替公司行號運送

貨品為主，採取的是支援 B2B 或是 B2C 的模式。而本組研究報告中所

採用的物流方式是選擇與黑貓宅急便合作，除了我們是屬於小宗包裹

運送外，主要是我們的產品需要低溫宅配，所以黑貓宅急便的低溫配

送正是符合美龍食品行的需求。 

各家物流公司之比較 

表 2-5 物流比較表 

 

 

類別 

黑貓宅 

急便 

郵局 

(快遞) 
大榮貨運 

達速運 

(新竹 

貨運) 

營業項目 

宅急便、低溫

宅急便(冷凍.

冷藏.常溫) 

常溫品 常溫品/低溫 常溫品 

營業時間 8~20 時 8~22 時 8~19 時 8~19 時 

送貨指 

定時間 

可指定 

送貨時間 
有 有 有 

營業所/ 

代收店 

OK：600 

福客多：240 
1200 125 115 

貨物查詢 

◎電話立 

  即查詢 

◎上網立 

  即查詢 

◎無法立 

  即回答 

◎上網:月 

  結客戶 

◎電話立 

  即查詢 

◎上網:月 

  結客戶 

◎無法立 

  即回答 

◎上網:月 

  結客戶 

運費計算

方式(單

一運費) 

全國均一價 

消費者簡單 

易懂 

重量 

大小 

距離 

重量 

大小 

距離 

重量 

大小 

距離 

轉送服務 

(再配送

服務) 

有 

(不限次數) 

無 

(郵件招領)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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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龍物流配送流程圖 

美龍食品行物流配送流程圖如下： 

 

 

 

 

 

圖2-6 美龍物流配送流程圖 

物流配送說明 

(1)寄件人在填妥宅配單後把包裹交給黑貓宅急便配送。 

(2)代收店將寄件人之貨物集中搬上貨車，再由貨車送往當地的發   

貨營業所。 

(3)發貨營業所之人員將送達之貨物依物品的配送地址、指定時間  

進行分類後，將貨物置於籠車內並推送到聯繫車上。 

(4)由聯繫車送往當地的發貨轉運中心進行分類後再送到大貨車 

上，由貨車將貨物送往收件區域的到貨轉運中心。 

(5)到貨轉運中心於凌晨2~4 時經由聯繫車將貨物送往目的地之 

到貨營業所。 

到
府
收
件 

填
寫
托
運
單 

運
費
及
發
票 

寄
件
完
成 

轉
運
站 

收
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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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到貨營業所於早上6~7 時再把貨物運上集配車，集配車依照收 

件人之地址配送至目的地。 

 

物流配送查詢 

物流配送查詢說明圖如下： 

 

圖2-7 物流配送查詢圖 

查詢說明 

(1)一般貨物追蹤查詢：您可以一次輸入十筆貨物追蹤查詢號碼， 

查詢目前貨物最新狀態，於該頁點選該筆貨物追蹤查詢號碼， 還 

可查詢歷史狀態。 

(2)連號貨物追蹤查詢：您可以輸入一筆貨物追蹤查詢號碼，即可 

以連號方式查詢最多貨物最新狀態，最多十筆，點選該筆貨物追 

蹤查詢號碼，還可查詢歷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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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系統介紹 

  PHP是目前相當受歡迎的動態網頁開發語言之一，在PHP語法上

混合了C、Java、Perl以及PHP的新語法，可用來快速開發動態網頁。 

  PHP與ASP類似一種HTML內嵌式描述性語言 ( HTML embedded 

scripting Iangu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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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程式碼，然

後將檔案儲存成為副檔名為PHP的檔案，即可讓伺服器處理。[8] 

  PHP擁有跨平台的能力，無論在Linux、Unix或Windows系統上都

可以運作，也就是說將主機從Windows系統轉換成Linux系統，PHP網頁

一樣可以運作。相較於ASP只有在Windows平台運作，PHP的確擁有較大

的優勢。PHP預設是搭配MySQL 來做為資料庫，MySQL 是一個中型的資

料庫管理系統，PHP程式可以存取MySQL資料庫的資料。 

  MySQL 資料庫配合 Apache 伺服器就是一個網路資料庫系統。 

MySQL是關聯式資料庫 ( Relational DBMS)，每個資料表環境相扣，

不僅可以降低資料管理的複雜度，避免資料庫的重複，而且可以增進

資料庫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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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Server 需求 

表3-1 server端需求表 

中央處理器CPU Pentium4 2.0GHz 以上 

記憶體RAM 512MB 以上 

硬式磁碟HDD 80GB 以上 

ADSL 
上傳：64k-1Mbps 

下傳：256k-12Mbps 

 
 
 

3.1.2 開發軟體 

表 3-2 軟體使用表 

項目 使用軟體 

網頁製作 

osCommerce  

MySQL 資料庫 

Appserv 

繪圖軟體 Photo Impact 12 



 28

 

PHP動態網頁應用程式 

PHP程式是由 Rasmus Lerdorf在 1995年所開發，最初是用來偵測

連結到自己網站的瀏覽者資訊，所以將其取名為(Person Home Page 

Tools)。後來他更利用 c語言將程式改寫，將原始碼公開，使每個使用

他的人都可以自行修改，後來經過後人不段地改寫演進，在 1998年發

展成為 PHP3.0，並且正式命名為(Hypertext Preprocessor)，簡稱為 PHP。

PHP是一種用於動態網頁設計，且開放原始碼的程式語言。 

PHP的功用不單單只是輸出 HTML文件而己，它的功能還包括了

輸出圖形、PDF檔、及 Flash檔。當然也可以讓它輸出一些文字，像是

XHTML及任何其它的 XML檔，PHP可以產生出以上這些檔案，並且

將它們儲存在伺服器上。 

所謂動態網頁，是一種可先在伺服端執行的網頁，當使用者要求

讀取網頁資料時，可先在伺服端依程式的設計內容先行處理，之後再

將結果以 HTML格式的內容顯示給使用者的瀏覽器。因此，在同一個

頁面時，不同的使用者看到的網頁內容也不一定相同。而靜態網頁，

Photo Shop CS3 

作業系統 Windows2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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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論使用者為何人，所叫出的網頁內容皆相同。PHP可以用來代替

ASP/VBScript/Jscript語系、JSP/Java語系，以及 CGI/Perl等，它是一

種混合了 C、Java和 Perl的語法，且是一種 HTML崁入式的語言。它

的語法容易學習且擁有跨平台能力，無論在Ｌinux，Unix或Windows

系統上都可以運作，而且 PHP是完全免費的自由軟體。[9] 

HTML 超文件標記語言 

當透過網頁編輯軟體開啟一個常見的網頁文件，會發現當切換到

程式模式時，會看到一堆的英文和數字，這些文字的原始檔，也就是

HTML 程式碼。 

一般的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軟體進入任一網頁，執行『檢視/原

始檔』，這時會自動開啟記事本程式，讓使用者看到這個網頁的原始內

容，也就是 HTML 程式碼所編寫的網頁原始文件，這個文件被稱為 HTML

網頁文件。 

HTML 的全名為(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中文稱之為「超文

件標記語言」，是編寫網頁的基本語言，而它並不是一個程式， 只是

一些插在普通文件內的碼( code )，這些碼可以控制瀏覽器要怎樣把

文件顯示出來，可控制字體的大小，也可以插入連結或圖像。 

一份標準的 HTML 文件是由元素所構成的，元素是由標籤(Tag)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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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件內容所組成。在 HTML 網頁文件中除了看到不少中文字，例如:

網頁的標題、網頁的產品名稱等，還有許多由<>這兩個符號所組成的

內容，在兩個符號中又有英文的名詞以及其他不同記號，這種由『<』

和『>』符號所組成的記號稱為『標籤』。[10] 

Dreamweaver動態網頁製作軟體 

Macromedia Dreamweaver 中的視覺編輯功能讓您在不撰寫任何一

行程式碼的情況下，就可以快速建立網頁。使用者可以檢視所有網站

項目或資源，並將它們從方便使用的面板直接拖曳到文件中。可以透

過在 Macromedia Fireworks 或其它圖形應用程式中建立和編輯影像

的方式簡化開發工作流程，再直接將影像匯入 Dreamweaver。

Dreamweaver 也提供工具，讓使用者能輕鬆地將 Macromedia Flash 資

源加入網頁中。 

除了可以協助使用者建立網頁的拖放功能外，Dreamweaver 提供

功能完整的程式碼撰寫環境，包括程式碼標示色彩、自動完成標籤、

編碼工具列與程式碼收合等程式碼編輯工具。還提供有關階層式樣式

表 (Cascading Style Sheets，CSS)、JavaScript、ColdFusion 標記

語言 (ColdFusion Markup Language，CFML) 與其它語言的語言參考

資料。Macromedia Roundtrip HTML 技術不需要重新格式化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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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匯入使用者手動撰寫的 HTML 文件，然後可以使用偏好的格式

樣式來重新格式化程式碼。 

Dreamweaver 也能讓使用者使用如 CFML、ASP.NET、ASP、JSP 和 PHP 

等伺服器技術，建立動態、資料庫驅動的網路應用程式。如果喜歡使

用 XML 資料，Dreamweaver 會提供可讓使用者輕鬆建立 XSLT 頁面、

附加 XML 檔並在網頁上顯示 XML 資料的各項工具。[11] 

Dreamweaver 可以完全自訂。使用新的行為、「屬性」檢視窗和網

站報告，建立自己的物件和命令、修改快速鍵、甚至撰寫 JavaScript 

程式碼來擴充 Dreamweaver 功能。 

  

資料庫系統 MySQL 

資料庫系統是商業軟體的重要元件,MySQL 則是被使用最多的免費

資料庫系統,其提供完整的 SQL 指令功能,又有許多免費軟體為其撰寫

管理工具, 最有名的便是 PHPMyADMIN,許多免費軟體也是搭配 MySQL

使用,如 osCommerce 等。MySQL 目前有 Linux 及 Windows 的版本, 同時

也開發許多支援程式撰寫的工具,如ODBC的驅動程式等,方便程式設計

師使用該資料庫開發應用軟體。[9] 

網頁伺服程式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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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eb 的世界中,要建立一個提供別人連結瀏覽的網站,最主要的

便是要有網頁伺服程式(Web Server),Apache一開始是在Linux上使用, 

目前除了 Linux 版本也有 Windows 版本,它提供完整的網站功能,是目

前使用最多的網頁伺服程式。相對於微軟所使用的 IIS,Apache 的功能

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重要的是它是免費的,而且支援的平台比 IIS 多

(包括所有 Linux 版本及 Windows 版本)。[10] 

網頁描述語言 PHP 

網頁描述語言是指搭配網頁伺服器使用的程式語言,PHP 搭配

Apache 使用,在 Windows2003 的 IIS 也支援使用 PHP 語言,使用 PHP 語

言可以建立動態的網站, 許多知名的免費網頁軟體都是使用PHP撰寫,

如:phpNuke、XOOP、osCommerce 等。 

PhotoImpact 修圖軟體  

PhotoImpact 是一套結合數位相片編修、自然彩繪、網頁設計及多

媒體管理軟體。簡單且容易上手的專業處理影像技術與特效，只要幾

分鐘就能製作令人難忘的相片作品；或將作品沖印出來或放在部落格

上，與親朋好友分享生活點滴與珍貴記憶，是創意生活不可或缺的必

備軟體。[12] 

Photoshop 修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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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主要處理以像素（Pixels）所構成的數位影像。利用其

廣泛的編修與繪圖工具，可以更有效的進行圖片編輯工作。獨特的歷

史紀錄浮動視窗和可編輯的圖層效果功能使用戶可以方便的測試效

果。對各種濾鏡的支援更令使用戶能夠輕鬆創造出各種奇幻的效果。

目前，Photoshop 也正在被更多的用於處理網路圖片。Photoshop 的幾

個後續版本中捆綁了一個獨立的軟體 ImageReady，加強了 Photoshop

對網路影像（主要是GIF影像檔案）的支援功能。而在CS3中ImageReady

被 Fireworks 所代替。Photoshop CS3 允許用戶更容易升級到最新的硬

體平台，支援蘋果的 Intel 為核心的系統。[13] 

osCommerce 軟體 

osCommerce 是開放原始碼電子商務（Open Source e-Commerce）

的意思，它是一套自由軟體開發社團所開發並維護的線上購物商店解

決方案，是目前全球最知的免費 B2C 電子商務解決方案。由於遵守開

放原始碼軟體的開發和發行協定，osCommerce 可自由下載、安裝、使

用，並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修改和發佈，在商業環境中使用。 

osCommerce 是一個架構在開放原始碼的購物資訊系統。

osCommerce 融入了開放原始碼解決方案,使用強大的 PHP 網頁描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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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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之後，建置

購物網站顯得是輕而易舉，透過適當的模組程式組合，即可建構出一

個相當專業化的購物網站出來，便能獨立的完成一個虛擬的電子購物

網路商店。[14] 

osCommerce 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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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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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龍網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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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龍網站外掛功能 

 付款模組 

 出貨方式模組 

 訂單總計模組 

 問與答 

 來去美龍(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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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功能特色 

(1)本網站以線上訂購系統為其重點，使消費者透過網路就可以訂 

購商品，並留下個人基本的連絡資料，也可指定出貨日期及送貨

地點。 

(2)購物車：使消費者透過網路就可以訂購商品、預約出貨日期、

指定收貨地點，並留下個人基本的連絡資料。  

(3) 服務台：包含來去美龍、問與答、連絡我們等服務，提供消費 

者相關的服務說明。 

(4)商品評論：藉由此功能可針對消費者訂購過的商品做評論，作 

為其他消費者選購的參考。  

(5)商品目錄：藉由本組員親自視訪，拍攝照片，能讓消費者對於 

商品的介紹能有更清楚的了解。 

(6)本次專題之撰寫程式以Dreamweaver8 CS3、PHP、My SQL資料庫 

為主，在網頁方面使用osCommerce軟體製作，利於整體架構的製 

作，和擁有方便連結資料庫的特性，以降低資料連結的錯誤率。 

網站特性比較 

本研究小組就美龍食品行的特性選擇了三家傳統食品行作為比

較，希望集結其他食品行的網路特點，由本小組為美龍食品行建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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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符合業者需求的網路交易平台。 

一品香：一品香位於台中市，該家食品行以販售豆乾、肉品類為主。 

        一品香的主要功能有線上訂購、會員登入、最新消息、客服 

        中心、傳真訂單等。 

 

圖 3-1 一品香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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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師：盧師位於台北縣，該家食品行以販售老婆餅、酥餅類、牛軌糖 

      為主。盧師的主要功能有線上訂購、最新消息、商品介紹、樹 

      林一日遊等。 

 

圖 3-2 盧師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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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味香：全味香位於台南縣，該家食品行以販售牛軌糖、點心類產品 

        為主。全味香的主要功能有商品區、討論區、留言板、線上 

        訂購等。 

 

圖 3-3 全味香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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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網站特性比較表 

 
美龍 一品香 盧師 全味香 

最新消息 ν ν ν ν 

商品介紹 ν ν ν ν 

線上訂購 ν ν ν ν 

商品評論 ν   ν 

會員系統 ν ν  ν 

 

 

美龍的行銷管理 

(1)誘人的廣告詞是必要的： 

將那些不吸引人的廣告詞換成活潑生動的字句，因為活潑、刺激的字

句可以使潛在客戶對銷售感到興趣，例如：將「這東西非常美味，價

錢又低廉」的字句換成「這東西非常經濟實惠且讓您節省了 99 元!」。 

(2)告訴客戶不買產品，他們會失去了什麼： 

在告訴客戶買了這項產品，能夠時得到什麼服務，同時也要告訴他們，

如果不買這項產品，他們會失去什麼。因為人害怕「失去」更甚於「得

到」。客戶購買產品是因為要享受產品帶來的好處，但如果提醒他們

不買產品的所失去的東西，會使他們更想購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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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組合商品」： 

將兩種或相關產品整合成一個銷售組合，一個整體性的行銷組合，將

這個組合的訂價訂得比分開購買產品的價錢更低，這個價格將會讓那

些猶豫不決，或想要貪小便宜的人立即購買。 

(4)從現有客戶中找到更多客戶： 

除了不停發展新客戶，但不能忽略那些可從現有客戶中發展而多出的

銷售訂單。從這些客戶得到訂單會比得到那些潛在客戶容易多。持續

對現有客戶追蹤，從現有客戶中設法得到更多的訂單，或是提供他們

額外的產品及服務。 

(5)給客戶專屬的服務： 

在顧客買了產品幾天之後，寄送客戶專屬的感謝卡及產品的相關資訊

與優惠，讓顧客留下美好的購買印象，提高下次購買產品的意願。 

(6)讓客戶為產品宣傳： 

將客戶變成愛買產品的宣傳者。讓他們不斷的對他們的同事和朋友宣

傳產品的價值。能得到比花錢廣告而更多的銷售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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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如圖 3-1 表示： 

 
 
 
 
 
 
 
 
 
 
 
 
  
 
 
 
 
 
 
 
 

圖 3-4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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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會員資料 

判斷資料

是否錯誤存入新會員 

結束 

NO

YES

輸入會員帳號 

開始 

YES

NO

判斷是否

有此帳號

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各功能流程圖 

4.1.1使用者 

使用者可以從首頁進入後，點選加入會員，再填妥完整的會員資

料，經系統確定資料並判斷格式無誤後，便可新增一筆新的資料，這

樣一來便能加入美龍食品行的線上會員。如圖4-1 

 
 

 

 

 

 

 

 

 

 

 

圖 4-1 加入會員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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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輸入帳號密碼 

判斷是否
為正確密
碼 

進入會員專區 

NO 

YES

4.1.2 會員區 

會員從首頁登入帳號或密碼系統判斷資料正確後，會員的首頁便會

出現會員專區。如圖4-2。 

 

 

 

 

 

 

 

 

 

 

圖 4-2 會員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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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訂購流程圖： 

進入美龍食品行會員專區後，消費者便可選購自己喜歡的產品而

形成訂單，如圖 4-3。 

 

 

 

 

 

         NO 

 

 

 

                                YES 

 

 

 

 

圖 4-3 線上訂購流程圖 

結束 

開始 

進入會員頁面 

進入購物車頁面 

確認訂單 

是否正確

儲存訂 

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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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評論流程圖： 

美龍食品行的會員可隨意選擇喜歡的商品做評論，以提供其他消

費者選購時參考，亦可觀看其他消費者對其他商品的評論，如圖 4-4。 

 

 

 

 

 

 

 

 

 

 

 

 

 

圖 4-4 商品評論流程圖 

開始 

觀看評論內容 

是否發表

發表新評論 

是否離開

結束 

NO 

NO 

YES

YES



 47

4.2購買商品流程畫面 

選購商品： 

    首先，消費者需先從首頁的右上角登入會員，才可購買商品。登

入後，可選擇欲購買之商品，例如︰欲購買右上角的凱薩蛋糕，先點

圖進入。 

 

圖 4-5 購買商品流程圖(一) 

 

(2)選購商品 

(1)登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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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產品放大圖： 

    點圖進入後，可顯示商品的價格、點選按這裡可以看大圖，會跳

出商品的放大圖，同時，對商品不清楚也可點選商品評論，了解之前

會員購買過的評論，或是在商品問與答將問題反應給店家，若是沒有

問題，即可點選放進購物車。 

 

圖 4-6 購買商品流程圖(二) 

 
 

(1)顯示放大圖 

 (2)商品問與答 

(3)放進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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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進購物車： 

    放進購物車後，輸入欲購買的數量，同時，畫面右上角的購物車

會出現已選購之商品。 

 

圖 4-7 購買商品流程圖(三) 

 
 
 
 
 

輸入購買數量 

已選購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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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購物： 

    若要訂購多樣產品，亦可選擇繼續購物，畫面將自動帶到選購商

品的畫面，若無繼續購物，請選擇結帳。 

 

圖 4-8 購買商品流程圖(四) 

 
 

(1)繼續購物 

(2)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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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帳： 

    選擇結帳後出現出貨資訊，系統將自動帶出會員的送貨地址，請

確認出貨地址及選擇送貨方式；若出貨地址有變更，請點左上角的變

更出貨地址，進行變更。 

 

圖 4-9 購買商品流程圖(五) 

 
 

(2)選擇送貨方式 

(1)確認地址 

(3)變更出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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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出貨地址： 

    點變更出貨地址後，請在欄位輸入新的地址變更，以確認出貨地

點，*為必填欄位，請按繼續進入付款資訊。 

 

圖 4-10 購買商品流程圖(六) 

 
 

 
 

輸入變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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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付款方式： 

    請選擇付款方式，同時，請注意必須在意見欄中告知店家欲收到

商品的日期，以便出貨，請按繼續進入確認訂單。 

 

圖 4-11 購買商品流程圖(七) 

 

 

 

(1)選擇付款方式 

(2)備註欲收貨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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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訂單： 

進入確認訂單，請檢查資料是否正確，若不正確可再做修正；若

確認資料無誤，請點確認訂單，繼續訂單流程。 

 

 

圖 4-12 購買商品流程圖(八) 

 
 
 

(2)確認訂單 

(1)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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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完成： 

    送出資料訂單完成，貨物將於二至五個工作天寄達指定的地址，

可打勾若有商品更新時，請通知我，日後有關此項商品的更新，系統

將發送 email 通知會員，請按繼續，回到網站首頁。 

 

圖 4-13 購買商品流程圖(九) 

 
 

(1)訂單完成 

(2) 商品更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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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美龍的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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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料庫明細表 

Customers(會員資料)：包含會員性別、姓名、生日、email、電話、

住址、密碼、帳號等資料。 

表 4-1 Customers 資料庫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customers_id   int(11) 否     

customers_gender   char(1) 否     

customers_firstname   varchar(32) 否     

customers_lastname   varchar(32) 否     

customers_dob   datetime 否   
0000-00-00 
00:00:00  

customers_email_address   varchar(96) 否     

customers_default_address_id int(11) 否   0  

customers_telephone   varchar(32) 否     

customers_fax   varchar(32) 是   NULL  

customers_password   varchar(40) 否     

customers_newsletter   char(1) 是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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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s(訂單)：包含顧客資料(詳細住址、電話、信箱)、交貨方式、

處理狀況、付款方式等，使後台管理者可以清楚的知道顧客資料及訂

貨資訊，以方便出貨處理。 

表 4-2 Orders 資料庫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orders_id   int(11) 否     

customers_id   int(11) 否   0  

customers_name   varchar(64) 否     

customers_company   varchar(32) 是   NULL  

customers_street_address   varchar(64) 否     

customers_suburb   varchar(32) 是   NULL  

customers_city   varchar(32) 否     

customers_postcode   varchar(10) 否     

customers_state   varchar(32) 是   NULL  

customers_country   varchar(32) 否     

customers_telephone   varchar(32) 否     

customers_email_address   varchar(9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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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_address_format_id int(5) 否   0  

delivery_name   varchar(64) 否     

delivery_company   varchar(32) 是   NULL  

delivery_street_address   varchar(64) 否     

delivery_suburb   varchar(32) 是   NULL  

delivery_city   varchar(32) 否     

delivery_postcode   varchar(10) 否     

delivery_state   varchar(32) 是   NULL  

delivery_country   varchar(32) 否     

delivery_address_format_id  int(5) 否   0  

billing_name   varchar(64) 否     

billing_company   varchar(32) 是   NULL  

billing_street_address   varchar(64) 否     

billing_suburb   varchar(32) 是   NULL  

billing_city   varchar(32) 否     

billing_postcode   varchar(10) 否     

billing_state   varchar(32) 是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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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ing_country   varchar(32) 否     

billing_address_format_id  int(5) 否   0  

payment_method   varchar(32) 否     

cc_type   varchar(20) 是   NULL  

cc_owner   varchar(64) 是   NULL  

cc_number   varchar(32) 是   NULL  

cc_expires   varchar(4) 是   NULL  

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NULL  

date_purchased   datetime 是   NULL  

orders_status   int(5) 否   0  

orders_date_finished   datetime 是   NULL  

currency   char(3) 是   NULL  

currency_value   decimal(14,6)是   NULL  

 

Products(產品)：包含商品目錄、商品數量、商品圖示、商品上市日

期、特價商品及特價期限、訂購、最新商品、商品的問與答等，讓消

費者可自由選購喜歡的商品，也可針對商品提出問題供店家作日後商

品的創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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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Products 資料庫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products_id   int(11) 否     

products_quantity   int(4) 否   0  

products_model   varchar(12) 是   NULL  

products_image   varchar(64) 是   NULL  

products_price   decimal(15,4) 否   0.0000  

products_date_added   datetime 否   

0000-00-00 

00:00:00  

products_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NULL  

products_date_available datetime 是   NULL  

products_weight   decimal(5,2) 否   0.00  

products_status   tinyint(1) 否   0  

products_tax_class_id   int(11) 否   0  

manufacturers_id   int(11) 是   NULL  

products_ordered   int(11)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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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商品評論)：包含評論者資訊、評論商品種類、評論內容、評

等狀況等，其評論結果可以提供其他消費者做選購的參考 

表 4-4 Reviesws 資料庫明細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reviews_id   int(11) 否     

products_id   int(11) 否   0  

customers_id   int(11) 是   NULL  

customers_name   varchar(64) 否     

reviews_rating   int(1) 是   NULL  

date_added   datetime 是   NULL  

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NULL  

reviews_read   int(5)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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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結論 

為了讓店家拓展消費族群，同時也能創造更多的營收，本研究為

店家建置的商務網站，不僅有一般的購物車，更添加了會員機制、商

品評論、連絡我們等等的功能，讓會員能查詢購買過的紀錄，同時，

針對顧客反應的問題，店家也能夠有即時的回應，與顧客更近一步的

交流，了解顧客的需求，維繫良好的關係，讓購買過的會員留下美好

的印象，店家也能依顧客的喜好，發展更多相關的產品，創造更多的

營收。 

本網站使用osCommerce、Adobe Dreamweaver CS3、Appserv、PHP

與My SQL、Photo Impact、Photo Shop等程式來建置，利用osCommerce

的套件模組，讓原本因資料遺失，無法繼續建置的網站，能在所剩的

時間內，重新有了新生命，得以延續本研究的精神，讓網站能依最初

的研究目的，完成網站的建置，發揮網站的效用，但對於網站的視覺

上仍有不足的地方，未來將加入動畫與最新優惠的跑馬燈來豐富網站

的視覺效果。 

透過Photo Impact與Photo Shop的修圖軟體，美化商品的圖片，

突顯商品的特色，讓顧客在選購商品時，能提高購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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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置的網站，在加入新功能時，大部分以osCommerce的套

件模組來新增，因osCommerce所建置之網頁簡單又容易操作，讓本研

究在完成後，轉交業者管理時，店家可以快速的學會如何使用網站，

往後在網站的的功能上，也可依業者與消費者的需求，新增更多的功

能與不斷的改變。利用網際網路無遠弗屆的特性，讓美龍食品行的消

費族群擴大，不再只是侷限於店家鄰近的幾個公司及鄉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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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未來展望 

網站本身是使用大眾化的程式語言來撰寫，其所使用支援是屬於

一般網路功能，但對於網路、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日後將會有更多

的網路語言來增加網站功能。 

另一點較為不足的是網頁內容因時間的關係還不夠完整，因此希

望未來能夠在網站的功能上做加強，讓整個網站能夠更加的完善。未

來網站上希望還能夠有附加苗栗一日遊的網路導遊的功能，使來店的

客戶不侷限於單純的買蛋糕，可藉由這個功能吸引出遊的顧客，創造

美龍食品行的營收。 

另外業者目前僅提供貨到付款、劃撥的消費方式，藉由本網站的

建置，希望未來能提供線上刷卡及ATM轉帳的功能，以方便公司行號大

量訂購時使用；未來將多提供會員相關的優惠活動，以吸引消費者選

購並提升美龍食品行的營運獲利。 

以上提出幾點是希望本網站的管理系統不僅能有方便的操作功

能，也使網站管理系統在各方面支援更多的功能，加上動畫效果的運

用來加強食品行蛋糕的特色，以達到網路行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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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甘特圖                     預計進度          實際進度 

      年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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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研究 

方向與題目 

              

針對專題內容 
詳細研究討論 

              

資料蒐集               

商品攝影               

甘特圖製作               

編製網頁 
架構圖 

              

系統需求分析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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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製作               

網頁修改/美化               

網站預定 
完成時間 

              

撰寫報告               

報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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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  

口試報告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陳金蓮  

沈安妮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陳嘉慧 第一章 緒論、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黃詩軒 第三章 研究方法 

陳詩欣 第四章 系統建置、實際操作 

書面報告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陳金蓮 資料收集、書面撰寫、網頁製作 

沈安妮 資料收集、書面撰寫、網頁製作、簡報製作 

陳嘉慧 資料收集、書面撰寫、書面整合、簡報製作 

黃詩軒 資料收集、書面排版、書面整合 

陳詩欣 資料收集、書面排版、網頁製作、海報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