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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由於現今的網路的發達及快速，使得消費者的購物行為不止在於

現場購買，利用網路交易行為，近而達到『零距離』的消費行為(如

YAHOO、PCHOME 露天拍賣、eBay 拍賣)。透過 C2C、B2C 的消費方式，

消費者不但可以藉由網路快速的尋找自己所要的商品，也能使用網路

競標的方式，與其他消費者一同競標物品。 

    本章節共有四節，第一節主要針對研究背景進行說明;第二節是

說明研究動機;第三節則為本研究目的;第四節為研究流程。 

1.1  研究背景 

    拍賣最早是起源於古代巴比倫婚姻市場(Babylonian Marriage 

Market)，在古代巴比倫的風俗裡，每一年度，皆有屆適婚年齡的少

女聚集於廣場前來進行拍賣行為(梁高榮，1996)[1]。而這一項風俗

習慣隨著時間的演化流傳至今，逐漸演變成現今眾所皆知的『蘇富比

拍賣會』，若將其與當前發展迅速的新時代科技-『網際網路』進行結

合之後，一個新興的交易媒體-『線上拍賣』就隨之產生了。根據資

訊工程策進會針對我國上網人口所進行的統計資料顯示(2007)，至

2007 年 6 月底為止，經常上網人數高達 999 萬人，網際網路之應用

在國內的普及率為 44%較上一季相較同期增加 9 萬人，成長率為 0.9% 

[2]經由數據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網際網路已經逐漸融入國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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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當中，其對大眾的影響力日與俱增且有更進一步超越其他傳統媒

體的趨勢。藉由網際網路與傳統商業活動之結合所形成的一種新商業

模式-『網路拍賣』，已然成為當今最熱門興盛的購物方式之一。 

   網路拍賣是近幾年來興起的網路電子商務活動之一。利用電子方

式傳遞資訊讓買賣雙方進行交易，並且有價格發現機制者，均可稱之

為網路拍賣活動。日前大多是的網路拍賣活動，都是透過網際網路的

幫助而進行，藉由網際網路的特性，打破了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目標

市場擴及世界各地。透過網路拍賣網站的服務，讓使用者可以在網際

網路上搜尋、販賣物品。資訊技術的發展，對拍賣的價格決定與撮合

買賣雙方的機制產生革命性的衝擊，使得網路拍賣活動得以興起。 

網路拍賣的參與者多為個人，其動機不外乎販售不用的二手商品、尋

找便宜的物品，更有兼職透過網路拍賣賺取額外利潤的拍賣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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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影音拍賣網站與一般拍賣網站不論是在感覺上或實質上都有些

不同程度之差異，一般拍賣網站僅有照片、文字簡單的敘述，無法讓

買家更明確的清楚產品的實用性及使用方法。因此，藉由加入影音的

功能可以讓買家清楚的了解產品，賣家則可以發揮創意製作短片或廣

告吸引人潮。若能將線上拍賣網站與影音功能做結合的話，是否線上

拍賣的市場再進一步呢? 

1.3 研究目的 

我們認為國內觀看影音網站的人口逐漸成長，像是現今最著名的

影音網站『YOUTUBE』，每年觀看的人數都是以倍數的成長而且觀看的

客戶群當中都是以 18~24 歲之間的人口比例較高，上網人口的瀏覽率

也都是以影音網站和拍賣網站為主，若能將兩者結合或許使得電子商

務將能更進一步。 

1.4 研究流程 

    本研究首先界定專題研究方向及尋找研究背景，然後兩方面的搜

尋相關資料及確立網站架構，在製作拍賣網站之前先要了解國內的線

上網路拍賣網站的概況和線上影音須具備的相關理論，然後在實際的

架設拍賣網站。本研究之內容共分為緒論、文獻探討、網站建置、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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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司介紹之概況、結論與建議等五個階段，其流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本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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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 

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全球網際網路科技的進步及網路瀏覽軟體

的發展，網路商業化活動已如火如荼地展開。製造業、服務業及流通

業紛紛加入網路商業化的活動，網路購物、網路銀行、網路拍賣網站

及企業間透過網路交換資訊，也引起了一波『電子商業革命』，也出

現了電子商務這個新時代的名詞。電子商務已從單純的『企業對企

業』、『企業對個人』，進展到『個人對個人』、『個人對企業』、『政府

對企業』、『政府對個人』等多重型態。電子商務的發展改變了傳統行

銷通路結構，並使企業對企業之全球運籌模式日益重要。[3] 

2.1.1 電子商務的定義 

    所謂電子商務(E-commerce)是指透過網際網路(internet)，在線

上進行資訊、產品、服務等交換，付款之商業交易活動。電子商務已

成為網路流行風潮中最受矚目的模式，對許多企業而言，電子商務節

省了市場的開拓成本，且網路無遠弗屆，可涵蓋全世界，讓企業獲取

商機。例如，台灣的讀者可以上亞馬遜網路書店購買世界各國的書

籍，沒有時間及地區的限制。 

    電子商務最基本的兩個主體是 B(Business，企業)、C(Customer、

顧客)，依據交易雙方主體之不同，可分為企業與企業之間之 B2B 模



 6

式(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與個人之間 B2C 模式(Business to 

Customer)、個人與個人之間之 C2C 模式(Customer to Customer)及

個人與企業之間之 C2B 模式(Customer to Business)四種類型[3]，

如圖 2.1 所示 

 

資料來源：(修改自張國雄，2007) 

圖 2.1 電子商務的四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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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電子商務的類型 

1.B2B 模式是指『企業與特定企業間，特別是同一產業中之上、

中、下游企業(供應商、製造機、顧客)間，透過 Internet 及專屬的

網路，一起在線上進行商業活動』。 

    2. B2C 模式是指『企業透過網路及電子媒體，對商品或服務進

行推銷並提供資訊，以及吸引消費者利用網路進行購物』。這是一種

線上購物的模式，由企業設置虛擬商店，一般消費者進入網站瀏覽參

觀，進而購買商品或服務，並完成付款。 

    3.C2B 模式是指『消費者透過網路及電子媒體，對商品或服務進

行出價，以吸引企業提供報價來完成網路購物』。C2B 模式是由消費

者組成一個採購團體，透過集體議價的力量來和企業進行交易。 

    4.C2C 模式是指『消費者透過網路及電子媒體，把對自己不需要

的商品或服務推銷出去及提供資訊，以吸引需要的消費者利用網路進

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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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拍賣: 

    『拍賣(Auction)』是由拉丁文的＂Auctus＂所演變而來，意思

代表的是『增加』。『拍賣』的意義是指一個提供商品、讓有興趣的潛

在買主在公開的環境下競標該商品。 

    事實上，最早的拍賣活動，根據過去文獻的記載，出現再西元前

五百年。古巴比倫將女人視為商品，以拍賣的方式許配給出價最高的

人。古羅馬時期有專門用來進行拍賣活動的廣場，士兵會以拍賣來出

售其戰場上的戰利品，拍賣流程也有了嚴謹的組織結構。古佛教寺廟

也常透過拍賣籌募款項。 

2.2.1 拍賣的定義: 

    所謂拍賣，是一種在市場上用來決定產品價格的經濟機制。指市

場上有一獨賣者(獨買者)及一群買者(賣者)再進行交易時，由於獨賣

者(獨買者)不清楚買者(賣者)對產品的需求狀況，因此將買者(賣者)

集合起來彼此競價，以決定最適當的資源分配或成交價格的一種交易

方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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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拍賣的類型: 

所謂的拍賣類型，是指拍賣活動所採用的制度與規則，包含資源

的分配方法、出價的方式與最終價格決定標準等。由於不同類型拍賣

物品在拍賣時各有不圖的數目或目的，因此需要不同的拍賣程序與規

則來配合，為了符合各種需求，不同類型的拍賣網站也因應而生。 

    對拍賣制度進行分類時，依照不同的條件，分類的方式亦有所不

同，依照市場機制可區分為單邊拍賣與雙邊拍賣。單邊拍賣是指多個

買方與一個賣方或多個賣方與一個買方的情形之下。雙邊拍賣則是買

方與賣方有數位參予者，雙方都可以持續觀察市場，並喊出自己所願

買或願賣的價格。單邊拍賣根據拍賣物品多寡可分為單件或多件拍賣;

又可依照拍賣價位的升降以及拍賣公開與否來決定得標者的拍賣形

式，區分為英國式拍賣、荷蘭式拍賣、第一高價秘密出價拍賣、第二

高價秘密出價拍賣等四種不同的拍賣形式如下列說明[4]： 

(1)英式拍賣(The English Auction) 

    英式拍賣是最常見的一種拍賣方式，用於公開拍賣單一物品時。

所有參與競標者都必須出席在拍賣會場中現場出價。Paul 

Milgrom(1989)定義英式拍賣：『剛開始拍賣人會出一最低可接受的價

格，也就是保留價格，之後會開始徵求較高的出價值到沒有人提高出

價，物品便敲定給最高出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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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拍賣是一種公開拍賣，因此在拍賣進行中，每一位競標者均

知道現行價格的最高標價。對於競標者而言。常見的英式拍賣有古董

品、藝術品市場與法院抵押品拍賣。目前熱門的線上拍賣網站也大多

數是屬於英式拍賣。 

(2)荷式拍賣(The Dutch Auction) 

為一種價格遞減式的公開叫賣。競標開始由一很高的價格逐漸遞

減至買者同意喊出＂mine＂完成交易。由於此種拍賣類型主要用於荷

蘭地區拍賣商品及花卉，故稱之為荷蘭式拍賣。這套方法使也使用於

英國和以色列的魚市場交易、波里尼亞、亞買加和尚比亞的外匯交易。 

    一般相信在某一方面英式拍賣較荷蘭式拍賣優良。從賣方的觀點

來看，成功拍賣的重點在於淺在買者競爭的效果，在英式拍賣種，潛

在出價者通常一小步地增加出價，贏家通常付出他所期望的價值，而

荷蘭式拍賣，若有一出價者對於拍賣物品有高度的興趣，並無法等待

太久便需急忙出價。這意味著他所付出的價格可能是他心中最高價的

附近。 

(3)第一價位秘密拍賣(The First-Price;Sealed-Bid Auction) 

    又稱日本式拍賣(Japanese Auction)，不同於前兩者，此一拍賣

的主要特徵是秘密出價，競價者彼此不知道對方的出價，每一出價者

提交一價格而不管競爭者的出價，贏家所付的價格就是他實際出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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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目。第一價格所指的是提供一個單位的拍賣物品給最高出價者，若

為多重單位拍賣，依出價的高低順序，逐一贏得拍賣物品，直到拍賣

數量清空，所以並非所有最高出價者都付相同數額。第一價位秘密競

標的例子有工程招標，政府機構採購等例子。 

(4)第二價位秘密拍賣(The Vickery Auction) 

    此一拍賣又稱一致的第二價格拍賣(Uniform Second-price)，一

般稱維式拍賣，這是由 William Vickery(1996)在 Vickery 在 1961

年提出了論文中設計了嶄新的第二價位秘密競標競標方式。此類拍賣

物品由最高出價者得標，但實際價格則為第二高價。若有三位出價，

競價者甲出價 100 元，競價者乙出價 130 元，競價者丙出價 150 元，

最後由競價者丙得標，但得標價為 130 元。此類拍賣型式曾使用於前

傑克斯拉夫及幾內亞等國外匯交易。 

雙邊拍賣則是著重於雙方的競價精神，執行方式有訂單導向、報

價導向、混合制三種，以圖 2.2 以樹狀圖表示拍賣類型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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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拍賣形式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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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線上拍賣 

2.3.1 線上拍賣的定義 

所謂線上拍賣，是指能夠利用透過電子方式傳遞資訊讓買賣雙方

進行交易，並且有價格發現機制者，均可稱為線上拍賣活動。線上拍

賣是結合傳統拍賣和網際網路產生的新商業模式,是透過網際網路／

資訊科技(WWW／IT)的撮合方式、採行競價拍賣的交易形式、最後可

以產生競標的效果。要能順利競標，需要有交易標的物(Trade 

Objects)。在交易階段(Transaction  Phase)，拍賣網站要制定供應

商和買家都可以接受的交易規則(Rule Base)，而這些交易規則是需

要能夠被保證是可以執行的。 

1997 年 Heck & Ribbers 將拍賣網站定義為，所謂的線上拍賣市

場，主要是撮和買賣雙方的交易，由賣方主動提供商品上網拍賣，而

買方也是主動上網尋找商品進行競價，拍賣網站則是提供一個虛擬空

間，供買賣雙方進行交易。Kumar and Feldman(1998)認為一個拍賣

網站服務可由買賣雙方的註冊、建立特殊的拍賣物品、喊價拍賣、議

價評估及拍賣的結束、交易的確定和完成等五個基本活動組成。使用

網路拍賣時的九個特色及五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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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一)強大的資訊傳輸能力 

網際網路最大的特色是資訊傳遞快速，它實現虛擬世界中的地球

村，只要善用網路搜尋引擎，即可迅速掌握最新訊息。 

(二)多媒體 

拍賣網站中，商品特徵描述除了文字介紹外，也可以利用影像來

呈現，全球資訊網對多媒體資訊處理的能力和可行性也是拍賣網站中

的重要關鍵。 

(三)搜尋及超連結功能 

消費者可以透過拍賣網站的搜尋引擎找到正在拍賣的商品，也可

利用品牌、價格及結標日期等資訊來搜尋商品，更可以利用帳號來搜

尋買賣方的信用評價、交易記錄、留言及商品資訊。 

(四)無時空地域限制 

無時間及地域限制的特性，則讓消費者能隨時隨地透過網際網路

參與拍賣。 

(五)互動性 

消費者可以透過拍賣網站 Q&A 的設計進行交涉，充分提高買賣方

之間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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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成本較低 

因拍賣網站商品移轉率高，加上拍賣過程的自我服務

(self-service)特性；而此種服務可以大幅降低銷售成本。 

(七)不確定性 

在虛擬市場中進行交易，無法親眼目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銀貨

兩訖，是不確定性的因素外，從產品品質、銷售誠信、交易流程等都

讓人存疑；此外，無法提供完善的保證服務，也是拍賣網站極需克服

及改善之處。 

(八)高度競爭環境 

對買賣雙方而言，線上拍賣中所面臨的競爭者，比實體拍賣來得

多，因為網路標準的開放性、專業的拍賣軟體，加上許多拍賣中介商

僅提供配對買賣方服務並無庫存成本考量及人力資源需求等因素，建

立拍賣網站已非難事，因此賣方本身建立拍賣網站或拍賣中介商的進

入障礙低，拍賣網站就如雨後春筍般成立，加上後來陸續成立的拍賣

網站，導致拍賣市場激烈的競爭現況。 

(九)交易成本無異 

在線上交易，買賣雙方的交易成本所差無幾，因而所需付的費用

也差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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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對拍賣商,供應商及消費者都提供較低的進入門檻. 

2. 供應商的透明豆較高也較快,延伸的饞品敘述及更多的機會提

供使用者價格與競標的資訊 

3. 建構拍賣活動所需的成本較低,因此成交費也較低 

4. 配送成本低 

5. 由於拍賣機制可同步化調節需要和散佈競標資訊,因此有多複

雜交易規則的機會 

2.3.2 線上拍賣的效益 

    線上拍賣不只可以解決傳統買賣市場上由於資訊不對稱所造成

的價格認知問題，還可以彌補實體拍賣市場時間、空間的限制，以更

自由、公開的方式讓資訊更透明的揭露，提供均等的交易機會，讓買

賣雙方可以各取所需，共享經濟效益。對買方而言，線上拍賣有以下

優點： 

    1.傳統拍賣市場買方若對拍賣物品有興趣，必須集合至特定的拍

賣會場一起競標，浪費許多時間和交通成本，線上拍賣藉由網

際網路的幫助，使得每個投標者可以更廣泛的知道商品資訊，

接觸到更多的商品。同時，市場上不分國界全面參與的結果，

也可使得市場機制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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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實體拍賣市場中，需花費相當多的時間、金錢、精力才能蒐

集商品的相關資訊。但是透過網際網路從線上直接進行，買方

可以快速地收集各種拍賣資訊。大幅地降低了拍賣活動進行過

程的資訊搜尋與傳遞成本。 

3.對消費性導向的拍賣網站而言，線上拍賣對競標者具有娛樂、

刺激、互動、競爭等特性，正足以滿足許多人追求的心理需求。 

4.線上拍賣提供了均等的交易機會，線上拍賣繞過傳統的通路，

因此各個競標者不用面對面公開喊價，透過匿名的方式，每一

個人都有平等競標權利，只要出價最高者就能得標，不會出現   

傳統拍賣場上，受權力威勢壓迫而不敢喊價的情形發生。 

對賣方而言，線上拍賣優點則是： 

1.由於傳統拍賣市場必須集合所有買方至拍賣會場一起競標，成

本耗費高，拍賣仲介商與賣方必須提高收入以負擔高額的成

本，因此實體拍賣多以企業間的拍賣，以及高價收藏品的拍賣

為主。線上拍賣突破時空的限制，拍賣仲介商與賣方所必須負

擔的成本降低，因此也間接的刺激低價收藏品的拍賣市場出

現。 

2.由於實體拍賣活動必須所有買賣雙方集合競標，因此拍賣時間

較沒有彈性，因此對於賣方無法即時賣出的存貨，無法以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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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的方式出清。而線上拍賣突破時間的限制，隨時都可以進

行拍賣競標，透過線上拍賣競標程序，在最短時間，用最合理

的價格，將存貨盡快出清。 

3.線上拍賣透過消費者競標過程來定價，因此價格相當有彈性，

對於廠商難以決定價格的產品，可透過各項獨立拍賣，做一些

市場基本測試，了解商品基本價量關係，使廠商不用在價格與

數量的決策間取捨，而達到市場測試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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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線上拍賣網站類型 

     依照線上拍賣網站的經營模式來區分的話，可分為顧客對顧客

(Consumer to Consumer;C2C) 、 企 業 對 顧 客 (Business to 

Consumer ;B2C)、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B2B)、顧客對

企業(Consumer to Business;C2B)四種模式。不同的經營模式各有不

同的使用者族群、商品來源、使用動機與網站經營的獲利方式，以下

表 2-2 整理出不同商業模式的線上拍賣網站的差異。 

 

表 2.3不同類型之線上拍賣網站的差異 

型態 內容 

指兩個獨立個人在網站上進行商品或服務的交易，任何個人只

要有買賣的需求，但礙於一般市場的各種交易成本，就可經由

這樣的網站來達成買賣的目的。 

商品來源 商業模式 買賣動機 賣方動機 

 

 

C2C 

 

 

個人顧客 中介腳色 1.搜尋商品 

2.投機 

3.低價購得 

4.娛樂 

1.搜尋買主 

2.高價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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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指廠商或通路商提供產品，利用拍賣的競價機制來達到買賣的目

的，產品的售價非常有彈性。廠商不用在價格與數量的決策間取

捨，並可以達成許多衍生的目的，如市場測試、存貨出清等。對

線上零售者說，除了線上拍賣可以確實襖也並回應顧客需求以

外，線上拍賣也可以提高消費者瀏覽網站的頻率，間接的提高消

費者構賣的頻率。 

商品來源 商業模式 買方動機 賣方動機 

 

 

 

 

 

B2C 

 

 

 

 

企業 

 

銷售商 

仲介腳色 

1.低價購得 

2.提高交易效率 

1.增加銷售 

2.降低成本 

 

內容 

企業對企業拍賣是廠商之間的拍賣，實際上在企業間真正以拍賣

方式進行交易的活動較少。然而如果殺價、議價、談判等動態定

價的方式以電子採購的觀點來看，是所有 B2B 採購的特性，企業

與企業之間透過網際網路來進行溝通，將過去在實體網路或 EDI

的資訊流取代 

 

 

 

 

 

B2B 

商品來源 商業模式 買方動機 賣方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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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銷售商 

仲介腳色 

1.降低成本 

2.提高效率 

1.降低成本 

2.提高效率 

 

內容 

結合消費者的力量，將有共同需求的消費者之購買需求結合，以

求更高的議價能力。拍賣網站提供讓顧客自己提出願付價格的服

務。 

商品來源 商業模式 買方動機 賣方動機 

 

C2B 

 

企業 

 

銷售商 

仲介腳色 

1.低價購得 

2.提高議價能力 

1.增加銷售管道

2.降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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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拍賣網站付費方式 

如果賣家提供許多選擇的話，妳就可以自行決定喜歡的方式了，

但如果賣家只限定其它幾種，並且明文規定在拍賣物的網頁上，恐怕

您只好按著賣家的要求進行付款或取貨的動作。通常交易方式分為付

款與取貨二者： 

付款的方式有: 

1.ATM 轉帳 

利用自動櫃員機轉帳，需要知道對方的銀行代號、帳號。有分本

行和跨行二種，如果持郵局的晶片卡在郵局 ATM 轉到別人的郵局帳

戶，就可以按「存簿轉帳」(意思同一個行庫之中的轉帳，也就是本

行轉帳)，手續費較少，例如郵局之間是 5元，有些銀行甚至更低。

跨行轉帳手續費較高，通常是 17 元。另一種是網路 ATM，只要在家

準備一台讀卡機，裝好之後，連線到銀行的網路 ATM 網頁，輸入密碼，

即可在家進行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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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郵局、銀行臨櫃匯款 

利用臨櫃匯款，可以到郵局或銀行填寫匯款單，需註明戶名、帳

號、銀行分行名，並且寫上匯款人的名字。通常手續費是 100 元。如

果在郵局寫匯款單匯錢到別人的郵局帳戶，出示郵局存褶或金融卡，

可以減收手續費為 30 元。 

3.EZPAY、PAYPLE 等付款收款機制 

這些都是收付費的機制，只要加入會員，讓系統認證完成，就可

以使用電腦在家收費付費，每一筆收費會酌收手續費，還可以線上刷

卡。但利用這項機制付費的買家，請先詢問賣家是否負擔手續費，還

是買家自行承擔。 

4.無褶存款 

只要知道對方的戶名和帳號，就可以到指定的銀行進行無褶存

款，比方他的戶頭是萬泰銀行，你就可以到萬泰填寫無褶存款單，進

行存款。留到存款證明，告訴賣方你在什麼時候存進帳號，讓賣家利

用時間點的查對方式。如果是銀行的話，不用密碼，就可以存錢，如

果是郵局的話，必須要有「存款密碼」(和金融卡密碼不同哦)，才能

順利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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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貨到付款 

就是請郵局或宅配、貨運行在送件時，順便向你收錢，然後存到

賣家的帳戶中。這種方式也有額外的成本，需付費給代收員，所以得

向賣家溝通，多出的成本是一人出一半，還是買家負擔。通常郵局的

包裹，利用貨到付款時，會多收 60 元，30 元，是賣家寄東西給你的

時候加上去的，本來包裹寄費 100 元，會變成 130 元，另外 30 元是

收錢之後，存入帳戶扣除的，例如收到 100 元，只會存進 70 元。所

以總成本增加 60 元。 

6.郵寄現金袋或支票、匯票、郵票 

如果賣方接受，可以郵寄現金或支票、匯票、郵票。現金的寄法，

是到郵局買現金袋，放入鈔票(不可有銅板，所以必需是百元的倍

數)，立即封口掛號郵寄。其它票券則不受金額的限制。 

7.面交取貨 

買賣雙方約到時間地點，相約看貨付款。可以立即查到物品是否

如您所願，不成的話，再與賣家協商。成交的話，就無需付運費支出，

或擔心商品在運送之中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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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物易物 

用自己拍賣的商品與對方交換，結標後相互交換收件地址與收件

人姓名電話，然後寄出對方所要之物，查收後再評價，完成交易。 

收取貨品的方式 

1.宅配收取 

賣方用宅配寄出，成本高，效率高，可指定收件時間是早上或中

午、晚上。可以報值，運送過程損壞，宅配公司會有小小的補償。 

2.貨運收取 

賣方用貨運行寄出，成本較宅配低，少數可指定收件時間，可報

值，但運送時多半不如宅配細心。 

3.郵寄收取 

可分平信或掛號，小件物、扁平物、印刷品，可投郵筒的，可用

平信，但遺失無法追查，掛號物分小包、包裹，超過 20 公斤的商品

要分二箱以上，掛號現在都會投遞三次左右，無人收取會貼條子，告

知你到哪個郵局領取，適合沒有人在家收件，但找得出時間跑郵局領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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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賣方自行送件 

賣家自己送貨到府，多半還是得付運費囉，必竟是一趟走路工，但好

處是，對商品有疑問可以立即提出，請對方教授解答。 

5.到賣方的實體店面選購 

買家到賣方的店面選出最沒有瑕疵的、自行滿意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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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公司介紹 

3.1 e-Bay 拍賣網站 

   一、簡介： 1995 年 9 月，E-BAY 在美國正式誕生了，它是由一

位電腦程式工程師 Pierre Omidyar 所創立的，其創立的初始念頭是

因為其未婚妻想要收集一種 PEZ 玩偶糖果盒，於是 Pierre 利用勞動

節的假期，架設網站，這個玩票性質的拍賣網站就誕生了，沒想到開

始後，加入的成員與日〝激〞增，後來在 1996 年 5 月正式註冊為公

司，是完全以拍賣為本業的公司，目前為全世界最大的拍賣網站，2002

年在 E-BAY 拍賣網站交易的金額即有 14.87 億之多。 

而台灣 E-BAY 拍賣網站是於 2002年併購了台灣力傳資訊公司的

拍賣王網站及買賣王網站之後在台灣成立，初期指在各入口網站或其

他網路上做廣告，會員增加的速度不快，且大多為上班族白領階級，

並未非常普及，直到一支"唐先生打破了唐太太最新愛的蟠龍花瓶"

廣告，正式打響了台灣 E-BAY 拍賣網站在台灣的知名度，使得台灣

E-BAY 拍賣網站六個月內新增的會員是既有會員的十倍之多，目前和

台灣雅虎拍賣網站並稱為台灣最知名的拍賣網站，在美國 E-BAY 拍賣

網站拍賣商品，拍賣網站會針對每一項拍賣刊登收取費用(依金額不

同有不同的收費)，另外若要廣告尚需付廣告費;且目前因其剛進入台

灣市場，且其他拍賣網站亦為針對拍賣刊登來收費，故台灣 E-BAY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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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網站目前並未收取刊登費用，僅收取廣告費用。 

3.1.1露天拍賣： 

露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露天拍賣，為 PChome 與

eBay 共同合資成立的拍賣網路服務公司，公司目前位於台北。eBay

自 2002年併購當時台灣網路拍賣的「買賣王」及「拍賣王」網站，

並於同年 6 月以「eBay 台灣」為名正式進軍台灣以來，不但既有市

場逐漸流失到 Yahoo!奇摩拍賣，也無力展開有效反擊，因此決定結

束台灣區的網拍事業（但保留台灣與海外的跨國交易線），將台灣的

客戶群轉手給台灣當地著名 IT 企業 PChome Online，改以聯合投資

（Joint-Venture）的方式維繫。2006 年 6 月 5 日雙方聯名宣佈進行

合作投資，並將於同年下半年推出聯名拍賣網站，不過經營主控權在

PChome Online。9 月 6 日聯名新網站定名為「露天拍賣」，計畫於 9

月 25 日公開上線。10 月，eBay 與 PChome Online 合資的「露天市集

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成立，eBay 台灣網站正式關閉。暫不收費

的露天拍賣帶給了已開始徵收商品刊登費的 Yahoo!奇摩拍賣一些衝

擊，特別是不滿 Yahoo!奇摩拍賣又於 2006 年 9 月 1 日開徵 3%交易手

續費的用戶。露天拍賣為此也特別設置了「露天移民局」及「Y拍評

價認證」制度來吸納由 Yahoo!奇摩拍賣出走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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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 Online 與 eBay 於去年九月合資成立的露天拍賣

（www.Ruten.com.tw），於今年(10/4)歡度一週年慶，露天商品物件

數於日前突破 500 萬件，不但打破過去台灣所有電子商務的紀錄，也

超越了實體零售賣場的銷售品項數，成為台灣第一大的賣場。露天拍

賣董事長詹宏志與 eBay 資深副總裁 Jay Lee 同台為露天成為全國第

一大賣場。詹宏志表示：在過去，台灣所有拍賣網站的物件總數大約

是五百萬件，露天卻只用了一年時間便創造了 500 萬的網拍物件規

模，物件數相當於 71 家家樂福，可見台灣所蘊藏且還未被開發的網

拍底層動能與發展潛力非常龐大，從露天第一年的發展來看，台灣網

拍市場現在才剛剛起步。 

    物件數的增加也與網站買氣相互呼應，露天自 2007 年七月物件

超過四百萬件開始，每個月的成交筆數與成交金額，持續以雙位數成

長，顯見買氣與物件數成正比效應下，台灣網拍族群已逐漸養成在露

天搜尋物件和買賣下標的習慣，500 萬件的豐富選擇，正快速凝聚網

路上的買氣。露天營運長葉奇鑫表示：無論買賣模式如何改變，溝通

與互動仍是促使買賣交易熱絡的關鍵，露天的價值在於為買賣雙方排

除各種交易促成的障礙，免刊登費搭配超簡易的刊登工具，吸引了大

批未曾嘗試網拍的新手賣家來到露天，創造多樣的物件選擇，再加上

「露露通」與「悄悄話」等溝通工具，越來越多的交易在露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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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天表示，台灣拍賣網站物件主要分為 24 大類別，露天已有 15

大類別領先友站，其中以書刊、玩具公仔和明星週邊領先幅度最多，

為友站的三至九倍，也是露天拍賣買氣最熱絡、成交筆數最多的三大

類別，交易金額則以電腦、玩具、家電三類為最高。葉奇鑫表示，在

物價飛漲、民間消費力緊縮的年代裡，善用網拍工具將成為全民運

動。露天目前具有「賣家身份」的會員超過 20 萬人，這個人數未來

會一直持續增加，露天的目標是透過更簡單的功能設計、更方便使用

的介面，讓在網路上賣東西和收發 email 一樣簡單，成為每一個網路

使用者都具有的網路能力，也讓台灣各項物資有更多的流通，促進環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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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e-Bay 的競爭優勢 

1.客戶服務 

    客服團隊的最高中心目標，就是協助會員解決問題。親切熱忱、

迅速回應、有問必答。客服不只是針對客服信箱的回信，還時時巡視

社群討論區，一看到問題，就立刻親自回應。社群是由 e-bay 會員所

組成的大家庭，鼓勵會員盡情在社群裡發聲。無論想閒聊，或碰到什

麼疑難雜症，都可以到社群走動一下，分享你的心情體驗。E-bay 客

服則是做著穿針引線的工作，適時回答問題，更激勵會員士氣與聯絡

感情，讓大家在討論區裡有良好的互動。E-bay 客服分布全球世界各

地，無論你來自哪一個國家，都有親切又專業的客服人員，互相支援，

無時無刻照顧網友的需求。 

2.交易安全 

    e-bay 獨有的防範詐欺保護方案，能提供消費者最高新台幣 7000

元的賠償，如果買家已經付費卻沒有收到物品，或是聯絡不到賣家，

都可以透過 e-bay來進行調查。另外，e-bay 的高科技偵查系統，更

能讓假出價的使用者無所遁形。而 e-bay 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也是不

遺餘力，e-bay 的認證權利人方案，已於許多知名的公司如 Chanel、

Microsoft、Gucci、Hermes、Warner Bros 等公司都已加入，只要這

些公司愛 e-bay 上發現疑似贗品的刊登物品，並通知 e-bay，就會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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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物品下架。 

    e-bay 可是發明信用評價的始祖，信用評價是依據買賣雙方的交

易感覺，而留下來的評價和分數，是網路交易最佳的參考指標。E-bay

對於信用評價事件非常重視的事情，它代表著會員的信譽，而且不能

隨便任意修改。希望每個人都用認真的態度來看待信用評價，而e-bay

則嚴守中力者角色，不介入買賣雙方。 

3.網站機制 

    針對買家或賣家都有許多強大的網站機制。針對賣家，『售物管

理家』系統，可以幫助賣家管理他們在網站上的個人商店或賣場，一

但商品結標，賣家可以透過系統發電子郵件給得標者，不需要一一個

別寄 e-mail。而對於買家來說，如果你有特別喜歡的物品，可以到

『我的 e-bay』進行個人的偏好設定，舉例來說，如果你將 SONY 儲

存為最喜愛的搜尋，下次網站上有刊登關於 SONY 的商品時，系統會

自動 e-mail 給你，如此就可以節省許多瀏覽網頁的時間。 

4.暢所欲言的社群 

    社群是 e-Bay 的原動力，也是 e-bay 的核心價值。所以 e-bay 很

尊重社群在留言版或是討論區的發言，對於會員們的批評與指教，都

會很重視，更不會隨便的將他們的發言內容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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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際化的平台 

    e-bay 是一個全球化的平台，透過這個平台，消費者可以同時跟

e-bay 再全世界 27 個網站的 6880 萬名網友進行交易，這是其它網站

都不可能作到的。e-bay 是全球性的拍賣網站，只要使用 e-bay 台灣

的帳號及密碼，就能到其他國家的 e-bay 網站買東西。來到 e-bay 就

像打開一到國際市場的大門，透過 e-bay 全球性的交易平台，可以和

全球的網友做生意，把商品賣到全世界。 

e-bay 的關係企業『PayPal』，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跨國金流網路

公司。PayPal 正是目前美國最具知名的 C2C金流代表，使用者可以

寄錢給任何有電子郵件的人，但想要拿到錢的人就得向 PayPal 註冊

開戶。個人工作者或小型的家庭企業彼此的來往交易，其實也是運用

PayPal 這樣的機制，因為他們大多是沒有專門的會計人員管帳，也

不接受信用卡，故這樣的機制克服他們收款的問題。在 e-bay 進行跨

國交易不用擔心買賣的帳款問題，只要透過 PayPal，不必出門就能

在線上完成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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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Yahoo!雅虎拍賣 

3.2.1 Yahoo!簡介 

    Yahoo!公司成立於 1995 年三月，並於 1996 年四月成為一個上市

公司。創辦人楊致遠及 David Filo 在 1994年於美國史丹佛大學攻讀

博士學位時，利用該校的電腦軟、硬體設備建立『Yahoo!』網址檢索

網站。此時的雅虎像市『網路電話簿』，而非現在所謂的『網路媒體』。

為了增加會員數以及提高網友滯留站上的時間已提高廣告收益，雅虎

大幅改版增加服務內容，擺脫單純『搜尋網站』的腳色。1997 年，

透過與其他內容供應商的合作，雅虎增加了新聞、股市、旅行、購物

並提供免費電子郵件服務，正式發展成為廣泛多元的資訊及電子商務

的多功能網站。轉型為全方位網路內容的供應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 , ICP)之後，雅虎就可以針對高階服務(像是功能更齊全、

存取空間更大的電子郵件信箱)進一步向網友收費，也跨足到網路購

物的電子商務領域。 

     

    雅虎就像負責影片『後製片』工作的公司，當各家合作業者將手

上最精采內容提供給入口網站後，他們既開始執行製作、包裝、以及

銷這些內容。所以雅虎職司的不是內容的原創工作，而是內容的包裝

行銷等後製工作，他們自己則掌握一項關鍵資源：『顧客』，建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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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路上重要節點的地位。雅虎等入口網站也開始向上游的撥接業

務進行整合。1998年雅虎宣布與 MCI(MCI Communication Corp.)策

略聯盟，結盟後 MCI 旗下長途電話的網際網路撥接用戶便可以直接連

結到雅虎的大門。並在不同領域和併購不同公司，進行多角化。 

     

    雅虎公司市全球性的網際網路通訊、商業及媒體公司，目前每月

為全球超過兩億的使用者提供完整的網路品牌服務。身為全球第一個

提供網路導纜服務的網站，Yahoo!(www.yahoo.com)不論是在流量、

廣告、家庭或公司使用者服務方面，都居於領導地位，並為全球最多

人使用的網站。Yahoo!也為企業提供各種網路服務，幫助企業客戶提

升其網路服務，例如，客製化企業入口網站整體解決方案、影音廣告、

虛擬商店託管、及網站工具及服務。目前 Yahoo!公司在全球共有二

十四個分網，總部位於美國加州聖克拉克市，在歐洲、亞洲、南美洲、

加拿大及美國皆設有辦公室。 

 

    2000年 11月併購台灣奇摩網站，Yahoo!奇摩(www.yaoo.com.tw)

為廣大網友及企業客戶，提供豐富與多元化的服務。研究調查機構如

NetValue、Nielsen\NetRatings 等針對台灣地區的家庭上網用戶調

查顯示，Yahoo!奇摩不論在網站的流量、不重複使用者、國內網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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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率與網友平均停留時間都名列第一，為台灣最受網友歡迎的網際

網路領導品牌。Yahoo!奇摩提供優質多且多元化的網際內容與服務，

並創造親切、好用、生活化的網路使用環境。Yahoo!奇摩提供七大類

服務，內容包括有：信箱、書籤、相簿、通訊錄、行事曆、免費網頁、

影音、電影、音樂、卡通、賀卡、字典、大哥大等三十多項服務。 

 

    Yahoo!奇摩的品牌願景為：對台灣網路使用者和想上網的人來

說，Yahoo!奇摩將透過發展出更多、更好的網路服務，帶給大家更豐

富、更有趣的生活。希望能吸引更多還沒有上網的人選擇使用 Yahoo!

奇摩。目前有高達 90%的網友使用 Yahoo!奇摩，因此我們希望這個品

牌深植全台灣每一個人的心，達到使用網路既等於使用 Yahoo!奇摩。

邀請每個人『每天都 Yahoo!奇摩』。而台灣 Yahoo!奇摩拍賣網站，於

2001年九月推出的拍賣網站，此網站提供 C2C 交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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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Yahoo 奇摩拍賣競爭優勢 

1.豐富的內容商品 

    在 Yahoo 奇摩拍賣還沒收費之前，商品刊登數量為最高達 400 萬

件，是對手的進 20 倍。足夠吸引絕大部分使用者進場，其中甚至步

乏知名網站進駐，如 Ez、Travel、明樣 3c、宏碁、IB,等新手來說，

也能提供較高的使用信心。 

2.較成熟的操作介面 

    對使用者來說，符合自己習慣的介面才適用的。Yahoo 奇摩拍賣

發展時間較早，參考了許多區域市場範例，讓 Yahoo 奇摩得以設計出

更成熟的使用介面。台灣 Yahoo!總經理鄒開蓮說：『拍賣是種年性很

強的服務，只要有過成功的體驗，就很容易上癮。』(突破雜誌，2003)

網站唯有不斷強化介面的方便性，才能持續增加網友對網站的使用頻

率，甚至對品牌產生忠誠。 

3.強大入口網站優勢 

    台灣有超過七成的網友首頁設在 Yahoo!奇摩，網站到達率更高

達 95%。因此，入口網站不僅為拍賣網站帶進了龐大的會員流量、社

群資源，更造就了許多宣傳的便利性，甚至在業務上，彼此也有相互

提的作用，對公司營運可以產生一定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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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工具 

4.1 系統分析 

(1)作業平台：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或Microsoft Windows 

XP、Microsoft IIS 5.0 

  (2)硬體設備 

硬體設備 

CPU P4 1.8Ghz 

主記憶體 512MB 

硬體容量 80GB 

光碟機 TEAC DVD 

   (3) 軟體工具 

軟體工具 

網頁設計 HTML、VBScript 

資料庫 Access 2003 

美工繪圖軟體 PhotoImpact 7.0、Illustrator 

瀏覽器 I E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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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架構圖 

4.2.1 網站架構圖 

 

 

 

 

 

圖 4-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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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拍賣流程圖 

 

圖 4-2 拍賣流程圖 

進入服務首頁 

是不是會員 登入/註冊會員會員 

輸入拍賣物品資料 

資料是否正確無誤 

上傳商品照片至伺服器 

顯示新增拍賣成功 DATA BASE 

結束 

No 

Yes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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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會員註冊流程圖 

 

圖 4-3 會員註冊流程圖 

 

 

註冊會員 

會員規範書

填寫註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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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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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會員登入流程圖 

 

 

圖 4-4 會員登入流程圖 

 

網站首頁 

會員登入頁面 

輸入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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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進入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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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競標流程圖 

 

圖 4-5 競標流程圖 

首頁 

是否為會員? 登入/註冊會員 

尋找競標物品 

輸入競標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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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得標流程圖 

 
 

 

圖 4-6 得標流程圖 

 

開始 

競標期限是否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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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影音上傳圖 

 

 

 

圖 4-7 影音上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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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料庫系統規劃 

4.3.1 會員系統 

資料庫名稱：User.mdb 

會員系統裡面的UserName為會員資料表的主鍵值，且不可以重

覆，因此會員不可重覆註冊;會員編號即為會員的身份證字號且第一

個英文字須大字;會員姓名裡不包含數字;密碼為4-8 個字可以數字

或英文;email 用來確認下標通知及競標資料;地址、手機號碼、電話

號碼供買賣者通知方式，以方便商品正確寄送; 

4.3.1會員資料表 

會員資料表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NULL 敘述 

UserName numeric 16  使用者帳號

Passwd varchar 30  使用者密碼

Name varchar 12  姓名 

idnumber char 10  身分證號碼

Birthday Datetime 10  生日 

Sex tinyint 2 ˇ 性別 

Married tinyint 2 ˇ 婚姻狀態 

Job varchar 10 ˇ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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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text 16  信箱 

Address text 16  地址 

Phone varchar 20  電話 

Cellphone varchar 20  手機 

4.3.2 拍賣系統 

     商品編號依據系統資料庫給予的編號為9 位元，是產品資料表的

主鍵值，且不可以重覆，因此不會有兩筆相同的產品出現;商品名稱

依據買(賣)家給予之名稱;產品說明是拍賣商品介紹拍賣商品的功

用、使用方法及新舊等;取貨方式及付款方式則由買(賣)家點選，在

由買(賣)家依據買(賣)家的所在地區取決交貨及付款方式;圖片則是

由買(賣)家上傳所要拍賣商品圖片; 買(賣)家藉由目前價格、底標價

格、時間清楚知道商品的資訊;在確認競標結束後賣家將取得買家的

競標價格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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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產品資料表 

產品資料表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大小 NULL 敘述 

p_id numeric 9  自動編號 

UserName numeric 16  會員帳號 

p_name varchar 16  商品名稱 

property text 100  產品說明 

Price_high float 8  目前出價 

Preice_low float 8 ˇ 底標價格 

Price_star float 8  起標價格 

Price float 8 ˇ 直接購買價 

Price_add float 8  出價增額 

Time_start datetime 8  啟始時間 

Time_end datetime 8  結束時間 

Area varchar 50 ˇ 所在地區 

Getway varchar 50  交貨/付款方式

movie varchar 255 ˇ 相關影音 

image ole 0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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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競標資訊資料表 

競標資訊資料表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大小 Null 敘述 

P_id Numeric 9  產品編號 

UserName Numeric 16  出價者 

Offer Bigint 8  出價 

Price Float 8  出標價格 

frequency Float 10  出價次數 

date datetime 8  出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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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留言版系統 

ID 為留言版的主鍵值，避免重覆;Name 為留言者的姓名;Email 

為留言者的信箱，可以供其它使用者回信;Main 為留言的主旨，可以

清楚知道留言者的主要旨意；Comment 為留言的內容;MessageTime 

為留言的時間。 

 

 

4.3.4留言版資料表 

留言資料表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大小 Null 敘述 

ID Numeric 9  自動編號 

Name varchar 8  姓名 

EMail varchar 25  郵件位址 

Main varchar 25  主旨 

Comment varchar 100  內容 

MessageTime datetime 8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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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名稱：Upload.mdf 

4.3.4 影音上傳系統 

ID 影音上傳系統的主鍵值，為了避免重複各設編號;ARCHIVE 為

儲存影片檔的資料夾路徑;CreateDate 則為上傳的日期;Title 為影

片的標題;Author 則為使用者上傳時所使用的帳號;Comment 則為影

片說明。經由這些資料庫欄的輸入後，影片檔將儲存在檔案系統中，

並依上傳年份及月份放在不同的子目錄下，例如，2008/1/9 上傳的

便放在 0801 目錄下。 

 

4.3.5 上傳資料表 

影音資料表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大小 Null 敘述 

ID char 32  自動編號 

Archive char 4   

CreateDate datetime 8  上傳日期 

Title nvarchar 20  影片標題 

Author varchar 20  上傳者 

  Comment nvarchar 100 ˇ 影片備註 

Thumbnail Varchar 3   影片縮圖副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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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操作與測試 

4.4.1 會員系統 

    在FYPY.COM影音拍賣網站的首頁提供了＂我的拍賣＂、“我要賣

東西＂、“全部商品＂、“討論區＂、“VIDEO＂、“熱門競標商品＂

等功能。由於FYPY.COM影音拍賣網站採用的是“會員制＂，使用者必

須先建立個人帳號才可以於本站進行拍賣競標動作，若您第一次進入

本網站那您的第一個的動作就是“會員註冊＂，以下有步驟說明之： 

 

圖4.8 FYPY.COM影音拍賣網站首頁 

步驟一 會員登入：若使用者已經申請帳號密碼時，可直接由網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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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的會員登入進行登入。 

 

圖 4.9 會員登入 

步驟二 加入會員:若未申請會員者按步驟二加入會員。 

步驟三 忘記密碼：若忘記密碼可按步驟三進入。 

步驟四 忘記帳號：若忘記密帳號可按步驟四進入。 

步驟五 登入：已是會員者可直接輸入帳號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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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會員服務條款 

步驟六 接受：若接受此條款者，則按下此鍵。 

步驟七 回上一頁：此鍵則為不接受回首頁。 



 55

 

圖 4.11 判斷帳號是否重複 

步驟八 ID 檢查：當輸入申請帳號完時按下 ID 檢查送出後，系統則

自動判斷帳號是否重複，若重複的話在紅色標題字

顯示＂使用者 ID 已經存在請重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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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密碼及確認密碼不同 

步驟九  密碼檢查：若在輸入密碼及確認密碼中，兩者不同時按下確

認送出的話，系統則自動出現對話窗顯示＂密碼

與確認密碼欄位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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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E-mail 申請重複 

步驟 十 E-mail 重複申請：若在 e-mail 輸入重複申請過的 e-mail

的話，系統則會顯示＂此 e-mail 以申請過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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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會員註冊成功頁面 

步驟 11. 註冊會員成功：在前一步驟當中若輸入都無誤的話，便註      

冊成功為會員，系統則自動顯示出輸入的

帳號及密碼，之後即可登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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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會員查詢帳號 

步驟 12  查詢：當使用者輸入當時所申請的姓名及身分證字號便可

查詢當時所申請的帳號。 

步驟 13  顯示：當兩者輸入完畢按下查詢後，在下方則顯示＂你的

帳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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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會員查詢密碼 

步驟 14  查詢：當使用者輸入當時所申請的帳號及身分證字號便可

查詢當時所申請的密碼。 

步驟 15  顯示：當兩者輸入完畢按下查詢後，在下方則顯示＂你的

密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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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拍賣系統 

 

圖 4.17 顯示登入的帳號 

步驟 16 在會員登入的頁面中輸入帳號及密碼按下確認後就轉入首

頁，並在左上角的部分顯示登入的帳號。 

步驟 17 則為拍賣分類的品項，可由此按入進入查看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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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商品分類 

步驟 18 則為在之前所輸入的帳號，利用 Session 的方式紀錄帳號。 

步驟 19 則為在首頁時所點入的拍賣分類。 

步驟 20 則為在拍賣分類當中所細分出的拍賣分類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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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商品資訊 

步驟 21 在這個頁面當中則顯示出商品的圖片、商品名稱、地區、起

標、目前出價，可經由此進入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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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拍賣商品競標(一) 

步驟 22 則為商品照片的縮圖。 

步驟 23 則為此拍賣商品的賣家。 

步驟 24 則為此拍賣商品的資料為商品名稱、起價、直接購買價、目

前出價、最小加價、出價次數、地區、結束時間、付款方式、相關影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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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拍賣商品競標(二) 

步驟 25 此步驟則為系統會自動判斷使用者是否登入會員，在使用者   

無登入會員的話則無法進行競標，輸入帳號及密碼按下登入

之後則可進行競標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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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拍賣商品競標(三) 

步驟 26 則為此商品的物品說明。 

步驟 27 則為此商品主要的商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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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出價成功頁面 

步驟 28 則為下標時所下標的商品名稱。 

步驟 29 則為下標時所登入的使用者帳號。 

步驟 30 則為下標時所出的價錢。 

步驟 31 則為此商品的結束下標時間。



 68

  

圖 4.24 個人拍賣商品頁面 

步驟 32 則為個人的拍賣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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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新增拍賣商品 

步驟 33 則為新增拍賣商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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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影音系統 

 

圖 4.26 影音網站首頁 

步驟 34 則為在影音網站的部分也有在首頁的部分紀錄著使

用者所使用的帳號。 

步驟 35 則為影音網站的影音網站首頁的影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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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影音網站首頁(二) 

步驟36 則為只要有新上傳的影片則立即從資料庫中直接抓取放在此

處提供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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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影音上傳頁面 

步驟 37 上傳成功：在以下步驟輸入無誤的話則顯示上傳成功。 

步驟 38 選擇影音：則是按下瀏覽鍵選擇影音 

步驟 39 選擇縮圖：則為在使用者點選影片之前做為顯示的圖片。 

步驟 40 標題：則為輸入影音的標題。 

步驟 41 說明：可在說明的欄位介紹你的影片。 

步驟 42 上傳：所有的資料輸入完畢無誤可直接按下上傳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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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影音管理頁面 

步驟 43 我的影音：則是使用者所有上傳的檔案，此功能僅提供從資

料庫中刪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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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透過這次專題，可以將我們在學校所學的東西實際應用在我們的

網站及文獻上，才發現實做與理論是相差很多的，使我們必須不斷的

自我要求，彌補我們在專題上不懂的地方，我們也去尋找了許多有關

這次網站建置的書，利用書本上的知識尋找出自己所需要的答案。深

刻的體驗到專題其製作過程中是件很不容易的一件事，需要組員之間

互相的搭配，相對的大家也要擁有相同的共識才能夠努力的去完成各

項工作，逐一的去完成每個功能，由一個小小功能去完成獨立的系

統，直到完成一個完整的系統。這樣子的一個網站並不是一人之力就

可以完成的，分工是最主要的環節，相信負責各環節的人有用心的去

完成份內的工作，世上並沒有不可能的事。 

5.2 後續研究與建議 

在現階段的專題研究裡，本組簡略的製作出拍賣最主要的功能，

其如競標功能、會員功能、商品上傳以及影音等主要功能，故為了專

題的完整性，本組未來階段網站建置，將最主要的搜尋功能及評價功

能製作出來，以求得專題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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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線上拍賣網站的規劃，以及設置 Server 作為測試。 

2. 在美工方面部分，可以利用現今的 CSS 語法以及 JAVA Script 等

語法做出符合使用者的介面。 

3. 在後端的資料庫系統中，可以更加擅用會員管理者與使用者之間

的分層管理，來提高整體網站營運的效率。 

4. 運用系統內的拍賣功能，來提高網站購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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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奇摩雅虎知識 

 

 

 

 

 

 

 

 

 

 

 

 



 79

商務科技管理系專題研究工作計畫書(附錄一) 

題目：具有影音功能之 C2C 拍賣網站  
一、 工 作 預 定 進 度 表 ：  

年月份 
 

工作項目 

96 
年 
7 
月 

96
年

8 
月

96
年

9 
月

96
年

10
月

96
年

11
月

96
年

12
月

97
年

1 
月

97 
年 
2 
月 

97 
年 
3 
月 

97
年

4 
月

97
年

5 
月

組成小組成員            

開會擬定題目            

尋找專題指導老師            

擬定研究計畫            

界定專題研究方向與

尋找研究背景 
           

確立研究目的            

搜尋相關資料            

建置影音拍賣網站            

系統定義            
系統製作            

系統操作說明書            
拍賣功能說明            
個案公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