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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要  

由於網際網路的進步，電子商務的便利與多重性，而電子商務的

連結是目前新的消費模式加上購物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便利性使得

目前的傳統管理店家不得不加緊腳步，加速成為網路虛擬商店的目標。 

而本組以頂順便當公司為例，此公司位於后里鄉以有十一年服務

經驗，主要為無店面式的中央廚房為經營方式，且在人力資源方面及

服務品質方面仍有改善空間及此公司目前並無專屬的網路服務平台，

及並無平面或電子廣告，而本組確認專案題目及研究商家後，便積極

的向業者洽談，了解業者經營模式與需求後，開始討論網站架構，收

集相關文獻資料即架設網站，頂順便當電子商務網站不只是普通的靜

態網站，此網站不僅提供業者一個廣告平台，我們在與顧客互動方面，

開發了商品問與答及開放式留言板提供顧客及業者溝通的管道，不再

是已往的電話及傳真方式與業主聯絡，我們更開發了線上購物車的訂

購服務，讓顧客多了一項更方便更快速的訂購方式，且讓顧客更明確

的掌握商品資訊，幫助業者提升更多的業務來源。幫助業者導入電子

商務，增加網路行銷通路，以提升提高服務品質及客戶忠誠度，及讓

業者在市場上更有競爭力並給予顧客更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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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商家研究介紹 

1.1.1 公司簡介 

本公司前身為頂新餐盒行，成立於民國六十五年，以供應學校，機

關之團體膳食為主，於民國七十九年與嘉宏飯包行結盟，成立助長食

品有限公司並設廠於南港區，且增設外食部以供市場需求，因應業務

急速增長，在民國八十四年增設頂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配合業務

需求。民國八十七年因應台中地區的業務發展，增設台中廠后里廠已

供應中部地區之需求，並接受食研所輔導 HACCP之規劃本公司體系連

續四屆榮獲衛生局評鑑衛生優良廠商。 

1.1.2 業主經歷 

1. 台北市各級學校午餐團膳（景文工商，稻江商職，大同高中，松山

高職，金華國中，景美國中，...等二十餘所學校）。 

2. 高速公路泰安休息站北站二樓餐廳。 

3. 中正紀年堂國家戲劇院，音樂廳餐廳。 

4. 私立東吳大學學生餐廳。 

5. 海軍總部台北勤務處５０１營站飲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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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瓊斯盃籃球賽、台北區及台中區職棒、少年警察對棒球營、衛生署

餐會、台灣省區運選手餐會、救國團暑期活動伙食⋯⋯等。 

1.1.3 經營理念及方針 

 頂順便當公司經由『衛生署標準作業程序（SSO）』及『良好作

業規範（GMP）』建立起 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管理七大

原則，十二步驟，以安全第一、衛生第一、服務至上、品質至上為最

高原則，滿足貴我雙方之認同感，彼此依存共榮，秉持永續經營之企

業理念，建立企業形象（CIS），配合並接受各單位得督導及意見。確

實做到整理、整頓、掃除、清潔、教養禮節，每餐經常變換菜色、輪

日供應以迎合客戶口味、促進消費者食慾，絕對採用新鮮、衛生之蔬

果和肉類（採用 CAS之產品），並確保食物清洗至潔淨為止，以維護

食用上的安全。免洗餐具、食用油和佐料一律採用政府檢定合格之產

品，廚房之設備、用具每日必清洗乾淨、每日必全面清洗地面，絕不

使用或學添加物處理食物，工作人員一律穿著潔淨之工作服並且戴口

罩、帽子、業者每年還為員工安排一次身體健康檢查。 

1.1.4 公司展望 

本公司以服務為最高原則，在團膳業務上的經營已有二十餘年的經

驗，不論『色、香、味、營養、衛生、經濟』等各方面得要求不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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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並以『安全、經濟、滿足感』為理念，在此期間，深愛各合作單

位的肯定，因此對餐飲之經營管理更具信心,今虔誠希望能與各單位通

力合作，本著專業化的永續經營理念，共同經營創造美好的未來。 

1.2 研究動機 

網際網路正如火如荼地擴展至世界各地，不但是目前最熱門的話

題、最流行的趨勢，也正一步步地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不僅改變了

我們的交易習慣，也為傳統的商業類型帶來衝擊，透過網路交易不但

節省時間、固定成本支出，更可直接吸引世界各國的客戶，而不再局

限於本國的交易。基於此現象，商業交易最重要的一環。台灣因外食

族習慣所造成之環境影響一直以來為民眾所忽視，在眾多外食方式

中，選擇便當作為食物供給來源為民眾最常見的方法之一。餐飲產業

為內需導向之民生產業，因此商業價值不容小覷。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台灣麥當勞餐廳公司發表

「2008外食人口飲食習慣大調查」，發現每週至少有五天以上購買外食

的外食族比例達七成九。外食上班族當中有 90%的人，中餐是以便當

果腹，根據經濟部商業司研究調查，全台每天外食人口竟有高達 1,770

萬人次台灣五大便利超商一年一共銷售出六千萬個便當，佔了便當總

額的 16%，傳統餐盒產業占 84%。因此，餐盒產業市場又以傳統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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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為大宗，在此環境之下，加強各項品質因子來提高餐盒產業顧客

滿意度及了解消費者行為，成為餐盒業者急需要努力的方向。【1】 

而目前便當業者架設的網站大部分還是以商品廣告為主且不普

及，主要還是以知名的便當業者或大型的便當廠商較多，設有專屬的

網站，本專案研究動機主要為頂順便當公司架設一個電子商務網站，

提供業者一個網路服務平台，提升頂順便當公司在業界的競爭力。 

1.3 研究目的 

一、 取代傳統功能 節省人力成本：網路的興起，逐漸取代傳統分行

的功能，客戶不必出門，即可辦理轉帳、買賣等業務，買賣產品服務

不再受任何時空條件的限制，不但便利客戶、減輕工作負擔，多餘的

人力，還可以規劃利用，用以提高品質，而本小組更將頂順公司以傳

真寄送菜單，和傳真訂購便當及電話訂購便當方式為 E化，利用網站

商品目錄和訂購系統取代傳統功能。 

二、 提高服務品質及客戶忠誠度：建構會員登入及留言版系統並結和

後端系統，提供客戶查詢、訂單、留言詢問等服務，因頂順公司是利

用人力語音方式來做訂單，以及電話諮詢回覆的動作，但常常可能因

為人力疏忽，或是語氣，用詞方面造成客戶流失或訂單錯誤的問題，

固開發訂購系統已和會員登入及留言板系統讓會員可直接網路下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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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只需一組密碼，即可處理個人所有的訂單作業，如此個別化又

體貼的全方位服務，在競爭激烈、市場景氣不佳的經營環境中，利用

資訊科技，提升服務品質，進而提高客戶忠誠度的最佳選擇。 

三、 建立企業知識管理中心：根據調查顯示，開發一位新客戶平均所

需投入的成本，是維持現有客戶的五倍；而企業對客戶資料的運用，

已經從傳統的決策參考性質，轉變成今日知識管理的層次。如何妥善

管理現有客戶資料，"挖掘"出裡面所蘊藏的無限商機，是企業以最小

的成本，獲得最大利潤的不二法門。而本小組利用網站後台系統可精

準的掌握客戶的消費行為，並歸納出其特性與喜好，加強網站資訊及

服務內容，促銷更多商品，建立商家的知識管理，全面建立電子商務，

因應未來的挑戰。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規劃建置一個 

<1>完整簡單親切的使用者介面 

<2>取代傳統功能 節省人力成本 

<3>提高服務品質及客戶忠誠度 

<4>建立企業知識管理中心 

的便當商務網站以提供頂順公司取代現有功能，給予現有客戶更完善

的服務，更希望此專題能給予對台灣有志於建置網站的個人或企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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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參考架構與其相關應用幫助與建議。 

1.4 研究流程 

本組研究流程已先選定專案提目及研究商家優先，在進行企業洽

談，了解業主的經營方式與需求，經過小組開會研討系統的方向及架

構後，開始收集相關文獻資料加以整合，系統的架設及建置，然後進

行系統使用及測試，修改系統及書面資料，最後完成網站。                     

 

 

 

 

 

 

 

 

圖 1-1:本專題流程圖 

選定專題項目 

企業主洽談 

系統方向，架構討論

文獻蒐集與整合 

系統建構 

網站測試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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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 

2.1.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泛指在網際網路上以電子形式從事商業交易與服務的方

法，亦即是網際網路與商務結合的商業經營模式，因此電子商務是近

幾年來新興的另一種從商的方式，簡單來說，所謂的電子商務就是指

以網路通訊、資料庫管理、安全防護等相關資訊技術，支援商業流程

及商品與服務交換的商業活動。 

 而電子商務主要的精神，在於運用先進的資訊科技，並藉由企業作

業的流程改造，來達到降低企業營運成本、提高作業效率，及增加顧

客滿意度的多重目標。 

 Kalakota and Whinston(1997)認為，所謂的電子商務，係指利用網際

網路進行購買、銷售或交換商品與服務，功能在降低成本、縮短產品

的生命週期、加速得到顧客的反應，及增加服務的品質。電子商務乃

個人與企業管理線上金融交易流程，其中包括了企業與企業(B2B)，及

企業對消費者(B2C)之間的交易。同時，Kalakota and Whinston(1999)

也認為由不同角度來看，企業對電子商務定義會有所不同。整理如下：  

 由企業角度來看：電子商務是商業交易以及商業自動化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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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運用。 

 由資訊流的流通與傳遞角度來看：電子商務視訊用現有的電話

線、區域網路，和其他方式來傳遞商品資訊、提供實際交易服

務或收付款項，以及提供與消費者間互動的管道。 

 由網際網路角度來看：電子商務活絡了網際網路線上買賣以及

與消費者間互動的功能，且爲商家帶來更多的商機。 

 由服務的角度來看：電子商務是解決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想要

擴展業務層面和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品質的一種工具。【2】 

2.1.2 電子商務的獨特性 

1. 全年全天無休：透過網路伺服器的運作，可供應全天二十四小

時全年、全時性服務，減少時間及空間因素的影響。 

2. 全球化市場：網際網路可跨越國界的限制，增加全球性行銷與

交易，迅速擴大市場通路及供應鏈到世界的潛在客戶。 

3. 個人化需求：利用網路，企業可提供滿足使用者個人化需求的

資訊、產品與服務等，同時達到推動式與拉動式的不同行銷策

略。 

4. 成本低廉具競爭性：透過網路銷售的商品，可縮短商品的行銷

通路、降低成本及達成規模經濟，提供較具競爭性的價格給顧



 9

客。 

5. 創新性的商業機會與價值：可開發傳統形式之外的商品及服

務，如虛擬市場、數位錢包、個人新聞及網路認證服務等，商

品與服務的內容和形式也不必固定，可隨需求彈性的不同加以

組合及改變。 

6. 多媒體資訊：透過媒體技術，可使商品型錄、電子商品及交易

資訊等有更豐富的內容及展現格式。 

7. 快速有效的互動：透過多媒體使用者介面可提供更具有親和性

的互動式操作環境，方便使用者執行查詢、瀏覽、傳輸等作業

及交易支付功能。線上即時處理與回應、過程及進度查詢、收

貨回覆、意見反應及問題查詢答等功能，可縮短整體商業交易

的企業流程與時間。 

8. 使用方便且選擇性多：個人電腦及瀏覽器已成為共通的介面，

上網容易方便，且網路市場不斷擴大，消費者選擇的機會增

加。【2】【3】 

2.1.3 電子商務模式 

1. B2C 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務模式：(Business to Customer)簡稱

B2C，也就是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模式。例如博客來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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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奇摩購物通 

2. B2B 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業模式：B2B(Business to Business)

指的是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業模式，例如，上游廠商和下游廠

商之間的交易。B2B 電子商務的優勢在於，可將原本支出在採

購方面的人力成本，透過網際網路電子自動化模式而省下來，

還能降低採購的費用。 

3. C2C消費者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模式：C2C(Customer to 

Customer)這種模式建立在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模

式，例如，拍賣網站中，消費者可將自己不需要的東西，公告

在網路上，想買的消費者就可以透過競價的過程買得想要的商

品。 一般而言，C2C網站主要有三類經營內容：(1)拍賣 (2)

集體議價 (3)二手市場【4】 

2.2 電子商務四流 

1. 資訊流：資訊流又稱為情報流，泛指商家透過商品交易及服

務，已取得營運相關資訊的過程，因此舉凡訂購、付款、送貨、

廣告、留言板、反應意見等等的資訊流動都稱之為資訊流。 

2. 金流：只要完成商品買賣就會產生金流，而金流是指金錢或帳

務的流通過程，因此舉凡應收、應付、稅款、會計等等都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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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一環。電子商務所指的金流除了應收、應付、稅款、會計

之外，還包括線上電子付款系統，因此要推動電子商務必須在

金流上加強與銀行配合確立網路互信的安全機制。一般最常見

的付款機制有：劃撥、匯款、ATM轉帳、電子現金、電子支

票、電子錢包、虛擬貨幣、小額付款、信用卡轉帳等等其他付

款機制。 

3. 商流：電子商務的商流是指資產所有權的轉移，以及商品由製

造商、物流中心、零售商到消費者的所有權移動的過程，如商

品企劃、採購、銷售管理、賣場管理、消費者服務等，而在此

地主要重點系偏向網站的設計，因為企業網站本身就代表是一

種店面，所以網站的規劃也就是店面的規劃。 

4. 物流：系指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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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物包含

有，產品開發、製造、儲運、保管、供應商管理與物流管理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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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建置 

3.1 系統介紹 

 本組和企業洽談後，了解業者的營業方式和業者對網站的功能需

求，規劃出系統架構後，本小組主要以下列的軟體來開發頂順便當網。 

開發軟體 

1 osCommerce  
2 Macromedia Dreamweaver 
3 photoshop  

4 Aapche及MySQL(資料庫) 

5 PHP(語法)  

3.2 系統功能特色 

3.2.1 osCommerce系統特色 

以市面上的行情來說，架設購物網站動輒數十萬以上的費用，讓

人見了熱情馬上消減退半。osCommerce的出現，扭轉了大家對購物網

站價格昂貴、難以架設的刻板印象，帶來了新的選擇與機會，不論是

一般大眾或企業都可以利用最簡單的方式架設網路商店，osCommerce

是屬於開放原始碼及完全免費軟體，提供完整的購物交易功能，讓一

般人也可以輕易架設與管理，osCommerce是以 Apache/PHP/MySQL架

構所開發，可以安裝於 Linux、Mircosoft Windows、BSD、MAC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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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供真正跨平台、零成本與高效能的購物網站解決方案。【6】 

自 osCommerce公開發表以來，由於其「開放原始碼」的特性，在

網路上快速流通並蓬勃發展，目前世界各國採用 osCommerce運作的網

路商店家數已不計其數，成為最受歡迎的購物網站架設軟，osCommerce

提供了購物網站完整的購物機制，並且支援多國語言架構，包含繁簡

中文、英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等數十種語言，而且陸續有熱心

技術人員提供各國語言模組【6】，osCommerce的多國語言架構不僅

僅是網站訊息的部分，也包含商品、稅率及幣別都可以彈性設定成支

援不同語言。在出貨、付款、計價方面也提供模組化的架構，讓使用

者可以按照實際的需要來加掛不同的模組。【7】 

1. 購物車：購物網站最重要的便是購物車系統，提供客戶線上選購商

品，完成後直接進入結帳功能，進而選擇付款方式與運送模式。 

2. 會員管理：除了登錄會員的基本資料外，還提供通訊錄給會員紀錄

多組送貨地址，讓會員在結帳時可以選擇不同的出貨地址。 

3. 商品分類：osCommerce的商品分類可以自由彈性調整，建立適合

自己商品的分類方式。 

4. 商品上架：除了基本的商品訊息與照片管理之外，還可以彈性設定

上架與暫時下架，更可以做安全庫存量管制，以及彈性的多種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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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5. 訂單處理：當客戶在訂購產品並結帳後，osCommerce會用電子郵

件的方式通知客戶，管理者可以從後台對訂單做處理同時更新訂單

狀況，隨時通知客戶目前的訂單處理狀況。 

6. 電子報：管理者可以透過電子報與會員溝通，其中還包含產品通

知，會員也可以針對感興趣的商品設定產品通知，獲知產品後續相

關訊息。 

7. 資料備份：可以隨時備份保存網站產品、客戶與交易等相關重要資

料，並提供資料庫還原功能。 

    一個成功經營的購物網站，除了擁有完備的購物機制外，最重

要的還是在如何結合有效資源，創意行銷，在虛擬通路與實體通路間，

找出一個最佳平衡點，才能發揮 osCommerce能帶來的最大效益。 

3.2.2 PHP語言介紹  

何謂 PHP 

    PHP的全名是「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有趣的是，全名中

又有一個「PHP」是縮寫，它是一個巢狀的縮寫標籤。其實 PHP是一

種伺服器端 HTML 內嵌式的描述語言，它是個被廣泛運用在網頁程式

撰寫的語言，尤其是它能適用於網頁程式的開發及能夠嵌入 HTML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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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中，它的語法和 C、Java及 Perl等語法相似，且學習起來更容易

上手。PHP的目地是為了能使網站開發者可以快速地撰寫動態網頁。

【8】 

PHP之作用  

PHP的全名為 Hypertext Preprocessor，它是個被廣泛運用在網頁程

式撰寫的語言，尤其是它能適用於網頁程式的開發及能夠嵌入 HTML

文件之中，它的語法和 C、Java及 Perl等語法相似，且學習起來更容

易上手。PHP的目地是為了能使網站開發者可以快速地撰寫動態網

頁。PHP 是在伺服器端執行的程式語言，所以任何其它的 CGI

程式所能做得到的，它都能做到。像是從表單中收集資料，或

是產生動態的網頁內容，或者是傳送及接收 cookies 等等，PHP

都能做得到! 

PHP 主要運用在下列這三個部份 

1. 伺服器端的程式語言：PHP 大多數被使用在這個地方，要運

用在這個地方你必需要有三樣東西，一個是 PHP 的剖析器

(CGI 或 Server 模組)，一個是網站伺服器，還有一個則是網

頁瀏灠器,如此才能透過伺服器來瀏灠 PH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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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and line scripting：你可以使 PHP 執行在一個沒有任何

伺服器或是瀏灠器的地方，你只需要使用到一個 PHP 剖析器

即可。這種大多是使用 cron 指令(在 nix 或 Linux 系統上)，

或是使用排定的工作(Windows)來定期的執行程式，這些程

式能夠運用在簡單的文字處理工作。 

3. 撰寫用戶端 GUI 應用程式：PHP 也許不是個用來撰寫視窗

應用程式最好的語言，但如果你相當的了解 PHP，你可以使

用 PHP 最新的特色，那就是使用 PHP-GTK 來撰寫用戶端的

應用程式，使用 PHP-GTK 你也可以撰寫出跨平台的應用程

式。 

PHP 能使用在大多數的作業系統，像是 Linux、HP-UX、

Solaris、OpenBSD、Microsoft Windows、Mac OS X、  RISC OS

等等都能使用。PHP 也能在大多數的網站伺服器上執行，像是

Apache、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Personal Web 

Server、Netscape and iPlanet servers、Oreilly Website Pro server、

Caudium、Xitami、  OmniHTTPd。在大多數的伺服器中，PHP

被編譯其中的一個模組，但 PHP 也能編譯成 CGI 模式，使 PHP

成為一個 CGI 處理程序，PHP 的功用不單單只是輸出 HTM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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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己，它的功能還包括了輸出圖形、PDF 檔、及 Flash 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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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也提供了相當多的協定，像是 LDAP、 IMAP、

SNMP、NNTP、POP3、HTTP、COM 等等，還有其它相當多的

擴充模組可以使用。【8】 

PHP 語言的語法跟 C 還有 Pert 很像。在使用變數前，使用者不

必先宣告他們。要建立陣列以及雜湊或關聯性陣列也很快。 PHP 甚至

還有一些基本的物件導向功能，幫助組織以及封裝使用者的程式。【9】 

3.2.3 MySQL資料庫  

MySql是種跨平台、多使用者、多執行緒、支援SQL語言、執行速

度快且廣受全球網站大量採用的網路資料庫系統。最重要的是，在大

部分情形下使用MySQL是完全免費的！它是由瑞典的MySQL A.B.公

司所發展出來的一套開放原始碼資料庫，整體而言，MySQL免費、原

始碼開放、入門容易、執行速度快、跨平台以及支援工具眾多等特性，

十分適合用來開發各種系統！MySQL沒有所謂連線使用者限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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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術背景及作業環境 

3.3.1 用戶端系統需求 

    Windows98以上作業系統並可使用網路(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連

線上網瀏覽網頁，即可使用本系統。 

3.3.2 伺服器端硬體需求設備 

表 3-1:伺服器硬體配備 

處理器CPU Intel pentium 4以上 

記憶體RAM 512MB以上 

硬碟 160GB以上 

使用頻寬 固定IP 10M/2M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3 sever

3.4 網站初步架構圖 

 

 

  圖 3-1:網站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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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R-MODEL 

圖 3-2:ER-MODEL



 20

3.6 系統資料庫關聯圖 

圖 3-3:系統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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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系統資料庫 

3.7.1 Customers 

表 3-2:會員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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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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Customers-basket 

表 3-3:購物車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customers_basket_id int(11) 否  

customers_id int(11) 否 0 

products_id tinytext 否  

customers_basket_quantity int(2) 否 0 

final_price 
Decimal
(15,4) 

否 0.0000 

customers_basket_date_added varchar(8) 是 NULL 

 
3.7.3 Customers-basket-attributse 

表 3-4:購物車商品屬性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customers_basket_attributes_id int(11) 否  

customers_id int(11) 否 0 

products_id tinytext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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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_options_id int(11) 否 0 

products_options_value_id int(11) 否 0 

 
3.7.4 Customers-info 

表 3-5:會員資訊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customers_info_id int(11) 否 0 

customers_info_date_of_last_logon datetime 是 NULL 

customers_info_number_of_logons int(5) 是 NULL 

customers_info_date_account_created datetime 是 NULL 

customers_info_date_account_last_modified datetime 是 NULL 

global_product_notifications int(1) 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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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Address-book 

表 3-6:地址簿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address_book_id int(11) 否  

customers_id int(11) 否 0 

entry_gender char(1) 否  

entry_company 
Varchar

(32) 
是 NULL 

entry_firstname 
Varchar

(32) 
否  

entry_lastname 
Varchar

(32) 
否  

entry_street_address 
Varchar

(64) 
否  

entry_suburb 
Varchar

(32) 
是 NULL 

entry_postcode 
Varchar

(10) 
否  

entry_city 
Varchar

(32) 
否  

entry_state 
Varchar

(32) 
是 NULL 

entry_country_id Int (11)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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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_zone_id Int(11) 否 0 

 
3.7.6 Products 

表 3-7:商品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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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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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_tax_class_id int(11) 否 0 

manufacturers_id int(11) 是 NULL 

products_ordered int(11) 否 0 

 
3.7.7 Products-options 

表 3-8:商品屬性選項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products_options_id int(11) 否 0 

language_id int(11) 否 1 

products_options_name 
Varchar

(32) 
否  

 
3.7.8 Products-options-values 

表 3-9:商品屬性選項值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products_options_values_id int(11) 否 0 

language_id int(11) 否 1 

products_options_values_name 
Varchar

(6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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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系統發展流程說明 

表 3-10:系統流程說明 

系統發展過程 說         明 

主題確認 

與小組人員討論出專題方向，主題為電子商務網站建置-以

頂順便當公司為例 

收集資料 收集相關頂順便當公司資料、圖片以及相關各種資訊。 

規劃架站 與小組人員討論網站主要架構，進行製作。 

系統分析 分析該系統需使用何種軟體、系統需求。 

系統建置 開始建置系統，一邊製作一邊修改所需檔案。 

系統美化設計 開始製作動態圖片，與頁面排版。 

系統測試 系統測試，修改須調整檔案及網頁架構。 

系統維護 進行系統最新資訊修改與維護修改，使系統保持最新訊息。

定時更新 定時更換系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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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前台介紹 

4.1 網站首頁 

 

圖 4-1: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最上方圖以動態gif圖檔編輯，每秒會更換不同的圖樣，

首頁頁面內容主要以頂順便當公司新上市的商品，而左邊的功能區塊

主要有快速尋找商品、商品分類、購物車、會員登入、服務台、商品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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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快速尋找商品 

 

圖 4-2:快速尋找商品 

圖為快速尋找商品的功能，使用者可以輸入想尋找的商品關鍵字名

稱便可迅速的收尋到想要的便當，點選尋找到的便當，便可對此商品

進行商品評論及商品問與答功能，也可訂購此商品，主要是讓使用者

能更快速的訂購想要的便當而開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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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商品分類 

 

圖 4-3:商品分類 

商品分類功能是提供給顧客一周的便當菜單，顧客也能在商品分類

功能裡進行訂購的。商品分類不僅提供了頂順便當公司一周的菜單廣

告，顧客也可以在此功能內作訂購的動作且可以提前訂購幾天後的便

當，此項功能以圖像顯式菜單的菜色取代了傳統菜單以文字的說明，

讓菜單變得活潑生動更有效的達到效益，而顧客也能提前訂購一周後

的便當，業者可以提前預訂多少的便當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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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會員系統 

4.4.1 會員登入 

 

圖 4-4:會員登入 

會員登入系統後會跳出一個我的帳號資訊的功能區塊，主要的功能

有新的商品資訊、帳號一般資訊、我的訂單紀錄、我的帳號、個人通

訊錄、商品通知及登出以上七種功能，而購物車也是會員登入後才可

使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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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帳號一般資訊  

 

圖 4-5:帳號一般資訊 

此功能可讓會員檢視及修改會員資料。會員可在此檢視會員的個人

資料如通訊內容和訂單資料，也可以在此功能內進行修改通訊錄資料

和帳號密碼，會員也可以自此點選訂閱或取消訂閱電子報，系統會不

定時的以E-MAIL方式寄送最新的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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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購物車 

 

圖 4-6:購物車(1) 

購物車為會員才可使用的功能，會員必須先登陸帳號，然後點選訂

購日期及想訂購的便當，點選商品圖式即可放大商品圖片，會員也可

以在此畫面點選商品問與答及商品評論功能。 

 

圖 4-7:購物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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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商品數量後，要繼續選購不同的便當可點選繼續購物功能，或

是點選結帳鍵繼續完成購物流程，如要刪除商品，可在商品圖片旁勾

選移除，在按下更新購物功能鍵，即可刪除商品。 

 

圖 4-8:購物車(3) 

會員可在此畫面確認送貨地址及更改地址，如會員對此次購物有意

見及需求可在意見欄內留言，業者會從後台回覆客戶的留言，確認資

料與付款方式後，點選繼續即可完成購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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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商品問與答 

 

圖 4-9:商品問與答 

會員如對某項商品有疑惑或有問題，可點選商品問與答功能詢問商

家，會員可在此畫面詢問內容欄打上詢問內容，業者會重系統後台回

覆客戶，也可點選放到購物車功能鍵，訂購此項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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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商品評價 

 

圖 4-10:商品評價 

如會員對某項商品特別的喜歡，可在商品評論功能下給予此商品做

評論的動作，會員可在商品評論欄內留下對此商品的評語，也可在評

等區塊內給予此商品評分，此評論功能業者可在系統後台做統計，可

做為業者對此商品上架即下架的時間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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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服務台 

4.5.1 退換貨事項 

 

圖 4-11:出貨予退換貨 

退換貨事項功能，瀏覽者可以不需要登入會員即可瀏覽此功能之說

明，此功能提共給所有訂購頂順便當的顧客，以上說明了如有退貨商

品上的問題，提共給顧客一個退貨的說明以及連絡電話，頂順便當公

司24小時都有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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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訪客留言板 

 

圖 4-12:訪客留言版 

此留言板為開放式留言板，此留言板不需要登入會員即可在此留

言，不管是訪客或是線上會員都可使用者可使用，如在此留言後系統

在兩秒後才可繼續留言，此功能為防止留言板遭有心人士蓄意洗板而

設計，而業者也可在管理者介面刪除對商家的負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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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公司地圖導覽 

 

圖 4-13:公司地圖導覽 

此功能為方便顧客自行取貨而設計之功能，而頂順便當也貼心的提

供該公司附近路口以及轉角處的照片，放在此導覽圖內加以說明，目

的是為了讓顧客能更方便更快速的找到頂順便當公司的位置，順利取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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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訂購方式與需知 

 

圖 4-14:訂購方式與需知 

訂購方式與須知不僅提共給會員查看網路訂購方式，如會員或訪客

想使用原有的電話訂購或傳真訂購，可在此列印傳真訂單表格，或頂

順便當公司電話訂購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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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後台介紹 

5.1 系統後台 

 

圖 5-1:系統後台 

系統管理者輸入系統帳號密碼後即可登錄後台，而管理者可由系統

後台。管理者可在系統後台更新系統前台資訊，如每週菜單或新商品

上市，也可在後台回覆顧客留言等系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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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回覆商品問與答 

 

 

圖 5-2:回覆商品問與答 

管理者由後台打上回覆顧客詢問的問題後，按下更新鍵，系統前台

可馬上看到管理者回覆內容，管理者也可在後台刪除顧客詢問的問題

以及刪除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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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商品目錄 

 

圖 5-3:商品目錄 

系統管理者可由商品目錄功能新增或移除商品。管理者會在此功能

下定期的更新下周菜單好讓顧客能提前參考菜單內容，如業者有食材

上的突發狀況也可在此移除更改菜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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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商品評價 

 

 

圖 5-4:商品評價 

系統管理者可在商品評論功能下編輯或刪除對此商品的負面

評論，此功能能提升顧客對此商品購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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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訂單 

 

圖 5-5:訂單(1) 

系統管理者可從訂單功能內查看客戶所有的訂單資料，只要點選其

中一筆資料在按下編輯鍵，即可編輯此筆訂單內容，管理者也可點選

移除鍵刪除此筆訂單。 

 

圖 5-6:訂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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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訂單後可在訂單內查看客戶訂購便當數量、出貨地址以及顧客

對此筆訂單所提出意見或需求，管理者可在意見欄內打上回復顧客的

內容，點選更新後顧客可在系統前台我的訂單記錄內看到管理者的回

覆，而管理者也可更改此筆訂單的處理狀態。業者可點選列印收據功

能鍵，列印此訂單內容做為顧客領貨收據。 

 

 

圖 5-7:訂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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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網站比較 

6.1 系統功能比較 

本組參考了許多的便當網站，大部分網站功能普遍都以商品廣告、

商家介紹和訂購方式為主，而本網站我們開發了其他網站少有的會員

系統及購物車功能，讓客戶能更方便更快速的訂購便當，在商品方面

我們也開發了每日菜單功能，讓顧客能每週每日都有不同便當菜色可

選擇，暢銷商品分類及商品評價功能，能讓顧客能更了解商品，對商

品產生興趣，進而增加商品的訂購量。 

頂順便當網不只提共會員購物車及商品目錄資訊，本小組也開發了

大部分網站所少有的互動功能web2.0部分如:訪客與會員都可使用的

訪客留言版，以及商品問與答功能，在會員訂單方面我們也有訂單意

見欄區塊，以上互動功能管理者都可從系統後台回覆使用者留言，開

發互動功能不僅能提高公司的服務品質且還能提升客戶忠誠度，讓公

司與顧客的關係更密切。 

本組經由多次討論與比較之後，決定以較有功能的池上便當網與小

蝦米網作為比較網站。以下為網站功能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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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池上便當網 

 

圖 6-2:小蝦米便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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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網站功能比較

         公司 

功能 

頂順便當 池上便當 小蝦米便當 

會員登錄 ○ ○  

訂購方式與需知 ○ ○ ○ 

退換貨事項 ○   

每日菜單 ○   

購物車 ○ ○  

留言板 ○ ○  

快速收尋商品 ○ ○  

最新商品資訊 ○ ○ ○ 

暢銷商品分類 ○ ○  

商品評價 ○   

商品問與答 ○   

公司地圖導覽 ○   



 50

結論 

架設商務網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替公司開發更多的商機，以

期創造更高的收益，除此之外，還希望能夠藉由網路的便利性，令顧

客能夠以更快速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服務。此次本組的畢業專題

研究，十分榮幸能與頂順便當公司合作，架設該公司專屬的電子商務

網站，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之後，本組的畢業專題終於完成了 

在架設頂順便當公司商務網站，本組以完整簡單親切的使用者介面

做為開發方向，沒有使用太過複雜花俏的網頁特效，所以網站執行起

來速度很快，在系統功能方面，開發互動功能不僅能提高公司的服務

品質且還能提升客戶忠誠度，讓公司與顧客的關係更密切，而與同業

網站比較起來，本網站最大的優勢就是多了線上購物車功能，相信此

系統會替廠商有效的提高收益。 

這一路走來，在組員的努力以及指導老師的幫忙之下，本研究專案

終於順利的完成了，雖然我們架設的網站還有些需要加強與改進的空

間，但此專案研究的確是經過大家努力出來的，同時在架設系統的過

程中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此專題讓本組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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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商務網站最重要的不僅是網站的建置，更需要持續的維護與更新網

站內容，故店家需要耐心的管理及維護網站，務期使網站功能持續運

作，才能有效的達到網站的功能，以下是本組未來對廠商建議與系統

功能上的期許: 

1. 網站註冊、登入區塊及留言板增加認證方法區塊加強開發 

2. 與其他業者合作並建立策略聯盟 

3. 建議業者加入關鍵字廣告增加網站曝光率 

在會員系統及線上訂購等電子商務機制的安全性上，系統還有非常

大的進步空間，以及加強網站的美觀與專業度，進而吸引更多的消費

者，真正達到網路行銷的目的，而後續本組也會與店家保持良好的互

動關西，提供建議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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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工作分配 

蒐蒐料料蒐蒐集集 志志奇奇、、若若豪豪、、承承浩浩、、佳佳琦琦、、聖聖欣欣 

書書面面整整合合 承承浩浩、、佳佳琦琦、、若若豪豪 

PPOOWWEERRPPOOIINNTT製製作作 承承浩浩、、佳佳琦琦、、若若豪豪、、鋐鋐宇宇 

網網站站建建設設 聖聖欣欣、、志志奇奇 

海海報報製製作作 承承浩浩、、佳佳琦琦、、鋐鋐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