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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路的技術發展，網路人口的增加，如何利用網路來增

加企業的競爭優勢已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但在這網路熱潮的背後，

網路技術是否真的實際為企業增加競爭的優勢，開創另一番新的市

場，而大家的期望與實際的效益是否有所落差，這都是本研究嘗試了

解的課題。 

電子商務改變了消費者的消費模式，改變了商品流通方式，改變

了業者營運方式，更改變了企業經營方式。透過電子商務的應用，消

費者可藉由上網購物，減少了仲介商、廣告與店面租金費用，此種消

費行為使消費者能享受到更低廉的價格。 

利用建置網路行銷改變傳統商店的銷售模式，讓消費者進一步了

解產品資訊且進而線上購買所需產品，幫助業者提升企業營運擴展銷

售通路，增加商家應提升其服務品質與強化其競爭力。 

本研究是以 osCommerce 軟體規劃出一個 B2C 的網站，以有三十

年以上的店面太陽堂老店為例。本篇著重在導入電子商務的建置及分

析規劃，產品的實際上架操作研究是不可或缺的項目，虛擬網站的設

立，在網站後台管理方面的商品庫存、目錄管理非常重要，購物時的

購物車功能也不可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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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由於科技的進步，目前全球各大產業皆以全面電腦 E 化為發展目

標之一，加上時下年輕人越來越依賴電腦，使得電腦使用率越來越普

及，青少年普遍認為網路是與世界溝通的重要工具，2006 雅虎奇摩網

站曾花費六個月時間，針對青少年的生活價值觀和媒體使用行為調

查。結果發現，青少年普遍認為網路是和世界溝通的重要工具，其

中，玩線上遊戲和使用即時通訊服務更高居各種網路服務之冠。 研究

中指出，整體而言青少年每天平均上網時間 3 到 4 小時，時段以晚上 

6 時到 11 時為主；南部青少年平均上網時間比中、北部多，使用網路

服務找學校作業資料人數最多佔 56%，其次是學校作業使用 email 佔 

52%、音樂下載佔  52%、個人使用  email 佔  50%、玩線上遊戲佔

49% 、使用即時通訊佔 48%；其中每週玩線上遊戲 6.3 小時、使用即

時通訊 5.8 小時高居各種網路服務之冠。（政大新聞系‧傳播資訊站

電子佈告欄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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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上網人口圖 

資料來源：資策會(2007) 

由以上資料得知，現在的人越來越依賴電腦。此外根據資策會之

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有線寬頻用戶達 453 萬戶，估算 2007 年 6 月底

止，我國經常上網人口為 999(44%)萬人，網際網路連網應用普及率為

44%；與 1998 年 301 萬人(14%)相較，成長了 30 %。(資策會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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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鑑於現今網際網路上的全球資訊網之普及，對於現今的消費市場

是一個重要關鍵性突破，其在使用的便利上有很大的進展，而電子商

務不但成為低成本且有經濟規模的商業方式，也造就了更多商業機

會。希望能藉由電子商務技術與管理領域的加強，協助本研究中之委

託廠商－太陽堂老店能拓展電子商務的行銷技術，並能拓展新的市

場，以及改善現有市場日漸沒落的窘狀。 

網路購物勢將高度成長並成為未來的消費習慣，因此也是未來產

業行銷必須建立的必要目標。而本網站的設置，主要是創造一個讓廠

商及消費者能互動的天地，希望未來能進一步增加其功能從目前的

B2C 發展為兼具 B2B 功能的網站，使消費資訊及經營資訊更能相互交

流，發掘更多的商機，並研發新技術、新產品，以改變企業經營理念

及體質，協助企業升級及轉型，提升競爭力。 

一般而言建置網頁具有以下目的： 

1.增加多元化開拓客源方法。 

2.提昇作業品質。 

3.增進訪客回應率。 

4.省時省力更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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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克服被拒絕的難題。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所述： 

1.建置一個符合委託廠商需求的商務網站。 

2.提昇委託廠商之行銷途徑，減少 DM 及廣告支出。 

 

1.2 研究限制 

在與店家的訪談後，發現其對網頁建置之需求為易維護管理，故

本研究之限制說明如下： 

一、因店家之經營者年齡較大，對電腦之使用並不熟練，導致本

研究中建置的網站平台，以簡單易維護為首要考量，且店家尚未考慮

網路刷卡之付費方式，故未加入電子錢包的功能。 

二、由於消費者並沒有看到實品，所有的東西皆以線上圖像為參

考，也許在買賣認知上會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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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幫「太陽餅老店」架設一個具有「介紹商

品」、「線上訂購」、「宅配服務」等服務之行銷網站。由於太陽餅

老店主要以推展及行銷台中名產－「太陽餅」為主要經營目標，所以

本研究將以「太陽餅老店」的立場，製作行銷網站方式作為研究基

礎，來做更深入且更整完善的推銷及行銷模式。 

一、透過實地的現場訪談方式，先深入了解太陽餅老店所需要的

銷售模式與對行銷網站的期許，再依店家的需求模式收集資料，進一

步的做分析與深入且完整性之討論。 

二、針對收集所得的資料加以整理分析後，確定本研究製作行銷

網站之重點與目標以做為製作行銷網站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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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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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太陽堂老店  

太陽餅早在清朝時就已經存在了，當時不 叫「太陽餅」，一般人

稱之為「麥牙膏餅」，又因為很多人都以開水或杏仁茶沖泡食用，所

以麥芽膏又被稱為「泡餅」。 至於流傳了一、二百年的麥芽膏餅何時

被改稱為太陽餅，眾說紛紜，大約有以下幾個傳說： 

傳說一：天狗吞日，製餅驅逐 

相傳在古老的中國南方，由於民風純樸，民智未開，突然有一天

天昏地暗，太陽不見了，民眾以為是天神派了天狗把太陽吃掉了，於

是民心惶惶，不知所措。後來有人提議，集合村裡的婦女們，用麵粉

及麥芽作成糕餅，祭拜天神，讓天狗吃飽，不要把太陽給吞噬了。於

是村民製作了許多的糕餅祭拜，果然太陽又出現了，因此，代代相傳

成為習俗，所製作的糕餅，也被稱為「太陽餅」。 

    傳說二：千金餅招親 

相傳在清朝末年，有一位糕餅名師賀日昇，幫自己的女兒招親，

他的弟子陳維民因為鍾情於小姐，便依據小姐的容貌做成太陽餅，並

以純正的麥芽糖做餡，表達他的甜蜜愛意之情。在招親會上，陳維民

的太陽餅深得師傅的歡心，於是將女兒許配給陳維民，後來，又以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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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民所做的太陽餅當做喜餅，分贈親友們，大家都很喜歡，因此，太

陽餅被發明，同時又有「千金餅」的美名。 

    傳說三：狀似太陽而得名 

由於太陽餅的形狀渾圓，中間通長都蓋有店家的紅色店印，因

此，形狀很像太陽，為人所取名為「太陽餅」，就此流傳。（資料來

源：太陽堂老店食品有限公司） 

 

2.1.1 太陽堂老店的特色 

全省名產何其多，很多人不一定知道台中有什麼好玩的地方，但

只要一說到台中，就會不約而同的想到”太陽餅”因為太陽餅正是台中

的特產，太陽餅從原料的精選到產品嚴格管制，絕不經手他人，講究

純手工製造，皮薄、酥香、餡軟 。餅皮百多層，品嚐時入口即化、口

感奇佳，餡巧而不黏牙，這才是一塊上等道道地地的 『 台中太陽

餅 』 。看餅的好壞就像看人一樣，餅的皮就如同人的皮膚，好的皮

膚就是白白嫩嫩、有彈性，反之，乾扁粗黑就不好，餅也是如此。所

以太陽堂老店的師傅製作餅皮的功夫都相當地紮實，所做出的餅皮才

能多達百多層，看起來十分勻稱，摸起來有彈性，吃起來酥脆爽口。

「皮薄、酥香、餡巧」的真實口感，才是太陽餅的優質美味！但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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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入口麥芽飄香的質感、美味，則必須以純手工的方式製作餅皮才能

顯現出來。太陽餅皮經師傅們專業的柔捏製作而成，再包入以麥芽為

主的餡，經過高溫烘烤一塊塊香味四溢、內外皆美的太陽餅就此完

成。太陽餅是台中市特有的名產，應該將其特色及獨特口感完整保

存，並加以發揚光大。歷經半世紀，太陽堂老店始終堅持高質感、品

味路線，贏得廣大消費者的支持與愛護。（資料來源：太陽堂老店食

品有限公司） 

 

2.2 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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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網際網路(Inter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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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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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的就交易型

態，有企業對企業（B2B）、企業對顧客（B2C）、顧客對企業

（C2B）和消費者對消費者（C2C）四種型態。  (劉文良，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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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傳統產業 e 化效益評估 

ｅ化的效益大部分是不易量化的，只有少部分能夠透過數據呈現

出來，因此傳統產業必頊認知，ｅ化是中、長期的投資，不可能在短

期之內享有立即的成果。從最核心的邊際成本來看，網路商業模式和

傳統領域的商業模式根本區別有在於其可擴展性，傳統商業模式的可

擴展性很小，但是如果能變成網路模型則邊界成本可能以 80%、90%

的比例下降，可同時為更多人服務，而企業規模本身並不需要如此大

規模的擴漲，這是網路商業模型核心的特點，也是網路具有這麼高價

值的最根本的一個原因。 

 

2.2.2 電子商務的特性 

1.全年全天無休：透過網路伺服器的運作，可提供全天二十四小

時的全年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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鍊到全世界的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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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服務等，同時達到推動式與拉動式的不同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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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本低廉具競爭性：透過網路的商品銷售可縮短銷售通路、降

低營成本及達成規模經濟，提供較具競爭性的價格給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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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服

務的內容與形式也不必固定，可隨需求的彈性不同加以組合及改變。 

6.快速有效的互動：透過多媒體使用者介面可提供更具親和性的

互動式操作環境，方便利用者執行查詢、瀏覽、傳輸等作業及交易支

付功能。線亞即時處理及回應、過程及進度查詢、收貨回覆、意見反

應及問題詢答等功能，可縮短整體商業交易的企業流程及時間。 

7.多媒體資訊：透過多媒體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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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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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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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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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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境界。  

 
 

2.2.4 電子商務帶來的衝擊 

電子商務提供了消費者或企業各種所需要的資訊，使得各類的資

訊完全透明化，企業無法再利用空間或廣告等方式進行其競爭優勢。

經濟學者最常強調的就是消費者主權 (consumer’s sovereignty) 與產業

間的完全競爭，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達到社會福利的最大化，但是在距

離、資訊、及其他各種的市場失靈因素下，過去的經濟活動中，企業

往往佔有資訊等資源的相對優勢，因此犧牲了消費者的權益。但是，

在資訊透明化的電子商務中，消費者主權得以被保護，因為消費者可

以藉由網路的各種資訊來滿足自已需求，而企業則必須更直接的面對

競爭者，尋找更高品質與更快的速度來符合市場需要，這將使企業競

爭的情況更為明顯，故電子商務可以使社會整體福利再提昇。  

企業在面對電子商務使得資訊透明化，必須快速選擇與調整企業

型態，否則將在競爭更為激烈的電子商務市場中被取代。企業應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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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變現有的企業運作模式，全力投入於此一電子商務化的經濟體系

中，才能搶得先機。  

在電子商務中，由於強調消費者主權，故在設計相關電子商務網

頁時，應注重與消費者的互動性 (interconnections)，以爭取消費者的

認同，如此才能在競爭激烈的電子商務中建立品牌的差異，進而區隔

出其他潛在的進入者，並獲得更多利潤，了解消費者的偏好與需求，

給消費者更多樣化的服務，這樣才能在電子商務中建立起消費者對其

產品的忠誠度。  

電子商務並不是一種新產業，但它所帶來卻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

式。許多人雖然認為電子商務的確對未來的經濟社會影響至為深遠，

但卻常有摸不著頭緒的感覺，這正是因為電子商務所帶來的是一種無

形的革命，它改變了既有的經濟運作模式，強調資訊透明化與企業運

作迅速化，由於它不是某一特定產業，而是將新的運作方式與思維帶

入整個經濟社會，其影響自然更為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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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子商務的應用 

依 照 Kalakota & whinstone(1997) 認 為 ， 電 子 商 務 (Electron 

Commerce)的需求根源來自於『企業和政府內必須於計算能力以及電

腦科技，做最佳的利用，來改善與客戶的互動、企業流程、企業內和

企業間資訊的交換』。其對電子商務提出一般架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電子商務的一般架構圖 

資料來源：電子商務觀念、策略與案例研究第二版 

( 一 ) 、網路基礎架構 

所謂的網路空間除了現有的資訊網路外，應該整合不同類型的傳

送 系統及各種形式的傳輸網路，包括區域網路、電話線路、有線電視

 

 

公共政策法律 

及 
隱私權問題 
 

 

 

 

文件安全性 

及 

網路協定的科

技標準 
 

一般的商業服務基礎架構 

（安全/身分識別、電子付款、電話簿/型錄） 

訊息和資訊收發的基礎架構 

（EDI-Email、HTTP） 

多媒體肉容和網路出版基礎架構 

(HTML、JAVA、 WWW) 

網路基礎架構 

（電話、有線電視、無線通訊、網際網路） 

＊供應鏈的管理  ＊採購與購買 

＊隨選視訊          ＊上網購物 

＊遠端金融服務        ＊線上行銷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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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無線電及衛星通訊系統，以便發展成為資訊高速公路系統。有了

完整快速的資訊網之後各種多 媒體資料（含文字、聲音、影像、圖形

及影片的），才有可能在網路上暢行無阻。而透過彼此互相連接之不

同形式的傳輸網路，我們便可以在家裡，利用 PC 經由電話撥接連上

網際網路，進入到美國迪士尼公司的主機，瀏覽該公司的各類產品，

或者欣賞最新的動畫電影。 

( 二) 、多媒體內容及網路出版基礎架構 

資訊高速公路是實現多媒體資料傳輸的一個傳送基礎。WWW 是

目前最流行的網路出版及資源分享的技術，個人或企業可以很容易地

將研究成果或產品資訊，經由超文字標示語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簡稱 HTML ）的描述，將其出版於 Web 伺服器上面。除了

HTML 之外，目前各種視覺或物件導向語言( 如 JAVA、VB) 也都有支

援多媒體內容及網路出版的相關技術。 

( 三 ) 、訊息傳送及資訊收發基礎架構 

數位化資訊在網路上傳送時，是由一連串的 0 和 1 所組成，如果

沒有資料類型或格式的相關資訊就無法區別資訊原來代表的意義（可

能是文字、數字、聲音或影像），所以訊息 傳送方式對格式化或未格

式化的資料都要提供溝通方式，而資訊收發的同時必須處理資料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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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及轉換。而為了確保電子商務的安全起見，訊息傳送方式必須保證

訊 息在傳送的過程中沒有被別人偷偷地複製或變造過。 

( 四) 、一般的商業服務基礎架構 

商業服務基礎建設主要是要解決線上付款工具的不足，以及不夠

堅實的資訊安全防 護。為了使線上付款能夠成功，並且保證相關資訊

能安全傳遞，付款服務的基礎建設必須發展出具有密碼編碼及身分鑑

別的方法，來確保資訊在網路上傳遞的安全性 及防止冒名交易。所以

安全交易及安全的線上付款工具（如：電子錢包）的研究發展是推展

電子商務的首要工作，也是電子商務成敗的重要關鍵。 

( 五 )、電子商務的兩大支柱 

對電子商務應用及各種基礎建設的推展而言，公共政策的配合和

技術標準的研擬是 兩大重要支柱。關於著作權、隱私權的保障、消費

者的保護、非法交易的偵察、網路資訊的監督，以及交易糾紛的仲裁

等，都須要制定相關的公共政策及法律條文來 配合。此外，為了確保

整體網路的相容性，在發展各項基礎建設及電子商務應用時，各種工

具、使用者界面及傳輸協定的標準化是絕對必要的。 

 
 
 



 17 

2.4 電子商務網站建置 

網際網路（Internet）指將全世界各地電腦主機戶相連結在一起的

『超級網路』。在電子商務的交易型態中，不管是 B2B、B2C、C2B

和 C2C，都需要在網際網路上建立網站以作為交易的媒介，而這些網

站隨著設立者目標不同，設計出來的內容與功能也會隨之不同，有些

網站製作的目的是做為公司的商品廣告，有些則是做為企業的資訊服

務，甚至於有些只是為了提高組織的知名度。但不論是何種目的，在

網路上架設美觀又功能強大的網站（Website），便是達成這些目標的

先決條件。 

實務上的電子商務網站，除了要有吸引人的使用者介面（頁面）

外，也要提供良好的線上產品資訊檢索與搜尋的功能、方便的付款機

制、以及良好的物流系統，它們之間關係是層層相扣的。是因為網站

會與公司內的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

客戶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CRM）、供應鏈管理

（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資料倉儲（Data Warehose）等

系統串聯在一起，此時網站的設計，便要將『整體資源規劃“與『跨

平台』的問題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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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建置一個電子商務網站的一般化流程 

           資料來源：電子商務觀念、策略與案例研究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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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電子商務四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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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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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流 

相對應是 4P 中的產品(Proudu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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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網站採用會員制度(可設定為免費或需會費)，商流流程選擇商

品→購物清單（購物車）→確認訂單→修改送貨地址→選擇付款及送

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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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流 

相對應是 4P 中的通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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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網站採用多種運費計費方式，可選擇宅配通、宅急便，售後服

務及退換貨：有完整的客服通知系統和退換貨策略欄位，但實體服務

需由商家決定。本小組提供物流評估方案給廠商做為參考。（見附錄

三） 

三、金流 

相對應是 4P 中的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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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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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採用 ATM、銀行匯款、 自取付現及郵政劃撥繳款方式。

本小組提供金流評估方案給廠商做為參考之用。（見附錄三） 

四、資訊流 

相對應是 4P 中的促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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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網站採用熱門促銷商品，可限量促銷、電子報、商品評論、商

品通知、商品資料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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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電子商務經營架構 

     資料來源：郭木興著，電子商務—觀念、策略與案例實作，2003.8 

2.6 網路行銷 

「網路行銷」是一種透過網際網路的雙向溝通方式，屬於直接行

銷的一種，企業可將其產品、服務及廣告訊息，存放在企業所建置的

網站(Web Sites)上，並透過網際網路，讓消費者使用。 

  網路行銷可以提供消費者與廠商下列好處。對消費者來說，網路

行銷提供： 

1.沒有時間、地點限制的便利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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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充足。 

3.不受銷售人員影響。 

Janal(1995)將網路行銷定義為對使用網路及線上服務的使用者進

行產品銷售及服務，並配合公司整體行銷計畫，吸引顧客利用網路獲

取資訊及購買產品。 

Hoffman and Novak(1996)則是以「多對多」的互動行銷傳播模式

來解釋網路行銷，認為此一新型態行銷模式突破了傳統限於公司對消

費者的「一對多」單向行銷。透過消費者的人口統計變數、生活型

態、購物行為及過去購物記錄的分析，網路行銷將使業者有能力做到

大量顧客化(Mass Customization)。 

林俊毅(1997)網路行銷是以網際網路為通路，並以其為傳播媒

介，提供大量商品資訊，使顧客能在進行整個購買決策的過程時，並

符合其最低成本、最短時效要求。 

李昀叡(1998)指出網路行銷的定義為配合智慧型通訊交換設備、

電腦資料庫以及有著產品與客戶對應關係之程式、通訊技術組合而成

的一套高效率的行銷系統，不須當面拜訪客戶即可達成雙向溝通的目

的。並且可針對某些特定客戶群的需求來擬定行銷方案，因此也展現

出個體行銷的特點，同時也是一種目標行銷，即產品與行銷方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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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獨特的客戶需求加以調適，而其最終形式即為所謂的「顧客化行

銷」(Customized Marketing)。 

王心玫(2001)指出網路行銷(Internet Marketing)，又稱為虛擬行

銷，它是針對網際網路的特定顧客，或商業線上服務的特定顧客，來

銷售產品和服務的一系列行銷策略及活動。透過網際網路，使得消費

者可以運用線上工具和服務來取得資訊及購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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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傳統行銷與網路行銷之差異 

網路行銷主要是透過入口網站、電子郵件、拍賣網站等各種能讓

上網的人看到而且產生購買意願的行銷方法。傳統的行銷主要是透過

電視廣告、報章雜誌媒體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所見得到的。不同於網

路行銷可節省大量的人力成本以及租金、還有稅金等等開店所需的花

費。 

表 2.1 傳統行銷與網路行銷之差異 

傳統行銷 網路行銷 

1 費時，花費大，印刷郵遞成本高。 1 即時，花費小，數位式目錄成本低。

2感性的，說服力大於資訊提供。 2理性的，資訊提供大於說服力。 

3 單向，客戶被動接受。 3 雙向互動式，客戶主動選取。 

4 大型市場，一般大眾。 4 小型市場，高水準消費群。 

5不方便，時效有限制。 5 方便，24 小時全年無休。 

6 資訊流通範圍小（區域性）。 6 資訊流通範圍廣（世界性）。 

7 反應速度慢。 7 反應速度快。 

資料來源：劉文良，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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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網路行銷之效益 

網際網路行銷所可能帶給企業的效益如下： 

1.e 世代族群商機龐大 

網際網路主要使用人口對新科技的接受度高，相對依賴程度也

重，因此網際網路行銷，可增加 e 世代的顧客所帶來的商機。 

2.一對一行銷 

企業可以直接面對客戶，迅速有效的進行行銷活動，並知曉客戶

的反應，顛覆傳統必須透過經銷商、傳統媒體才能傳達訊息的模式，

而有能力直接接觸與影響消費者。 

3.時勢所趨，加入才有競爭力 

網際網路被喻為廿一世紀最佳的行銷利器，企業捨棄這種行銷模

式，未來可能面臨競爭對手以此作為攻擊的策略。網路行銷不僅可以

為企業奠定利基的武器，也有可能是競爭者取代的最大威脅。 

4.透過網際網路廣招人才 

網際網路不僅是行銷網，它也是最好的廣播網，企業可以透過網

際網路，為企業網羅更多優秀人才。 

5.提升顧客滿意度，降低服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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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顧客為導向的今天，客戶服務成為企業經營重要的一環，而

提供客服也需要花費成本，網站可以提供廿四小時不分地域的客戶服

務，接受客戶申訴、提供產品進一步資訊，增強其滿意度，長期下來

還可以降低企業的服務成本。 

6.管理模式大幅更新 

透過網際網路，在家上班、個人工作室成為企業一部分的經濟生

產力來源，改變過去群聚在辦公室上班的經營模式。 

7.迅速獲得市場反映 

網際網路具有分眾功能，因此企業可以輕鬆地利用網際網路活動

進行市場調查與顧客意見的搜集。 

8.節省成本，提高競爭力 

企業可以善用網際網路、國家電信與通訊基礎建設(NII)既有之公

共建環境，架構企業內外的郵件與營運網路，節省成本，進而提高企

業競爭力。 

此外，我們認為網路行銷可能提供消費者與廠商效益；對消費者

來說，網路行銷提供了沒有時間、地點限制的便利消費方式、資訊充

足、不受銷售人員影響等好處。同時，它也提供廠商許多利益，包括

較低的成本、關係的建立、快速的調整及公司無大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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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交易安全 

有越來越多的公司透過網際網路來提供產品及服務資訊，但是對

於在公眾網路上實 施線上交易仍然兢兢業業，主要原因是對於網路及

交易安全仍然有所疑慮。相同的，基於交易安全的考量，許多消費者

對直接在網際網路上付款也有所顧忌。目前資 訊在網際網路上傳送，

尚有被第三者竊取或變造的可能，特別是敏感的個人及財務重要資訊

( 如：帳號及密碼、信用卡卡號) ；資料庫或網路資源仍有被駭客侵

入，而導致資料被破壞、塗改、洩漏或濫用的可能性。 

如果無法保證交易可以安全地進行，消費者就不會願意在網際網

路上面提供信用卡 及付款的相關資訊。而且商家為了避免發生交易糾

紛，也就不敢冒然提供線上購物的服務。若要電子商務成功且蓬勃地

發展，則必須提升消費者對交易可靠性的信 心，以及增強公眾網路對

外來非法入侵的防護措施。所以，交易安全是目前電子商務發展中，

急待克服且深受囑目的問題。(張真誠、林祝興、江季翰著， 2000 年) 

 

2.7.1 網際網路付款 

在 電子交易過程中使用者是使用電子現金和商家進行交易，電子

現金顧名思義就是可在網路上流通的現金，使用現金的好處在於消費

者可保持隱私，也不用像信用卡交易一樣將重要的個人資料洩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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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再加上消費者大多會在網路上交易的東西通常都是屬於較低價位

的資訊類產品，這時候現金就比信用卡好用多了！而且大多數的消費

者對於現金的接受程度通常都比信用卡高，所以電子現金將會逐漸成

為一股新主流。 

在 SET 機制中，每個想要上網消費的消費者都必須在自己的電腦

裡安裝一個稱為「電子錢包」的軟體，這個電子錢包就像真實生活中

的錢包一樣，負責存放消費者向銀行買來的電子現金。底下，我們列

出一個完整交易之過程： 

步驟 1： 首先消費者先向銀行提領電子現金。 

步驟 2： 銀行在驗證了消費者的身份後，對消費者的真實帳戶作

扣款動作，並將等值的電子現金存入消費者的電子錢包。 

步驟 3： 當消費者透過 WWW 瀏覽器連接到網路商店觀看商品並

決定要購買某項商品時，他按下了「購買」鍵，商店端的軟體就會將

此商品的訂單送給予消費者的電子錢包軟體。 

步驟 4： 電子錢包就開始啟動管理功能，將訂單上所列的電子現

金支付給商店端軟體。 

步驟 5： 商店端在收到消費者送來的電子現金後就會傳送到銀行

去驗證這筆電子現金是否為銀行發行的合法電子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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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如果驗證無誤的話銀行就會通知商店驗證成功，並將電

子現金轉成相對的真實現金金額存入商店的帳戶。商店這時就可安心

地將消費者所訂的貨品送出去了！這樣就完成了一筆網路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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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建置 

3.1 系統介紹 Open Source e-commerce 

本研究所使用的軟體為 Open Source e-commerce (簡稱 OSC) 的

電子商務平台，就字面意義看，很清楚知道它是一個架構在開放原始

碼的線上購物系統。osCommerce 融入了開放原始碼解決方案（open 

suource solutions），使用強大的 PHP 網頁描述語言(web scripiting 

language)、穩定的 Apache 網頁主機(web server)以及快速的 MySQL 資

料市主機(database server)為基礎，提供一個完全免費和開放的購物開

發平台。儘管如此，osCommerce 的運作並沒有太多限制或特殊需

求，它可以安裝在任何運行 PHP3、PHP4 的網頁主機，或是任何支援

PHP 和 MySQL 的環境，其中包括 Linux、Solaris、BSD、Microsoft 

Windows 等環境，並且讓商店擁有人以用最少的人力及最低的成本設

立、營運以及維護自已的線上購物商店。 

osCommerce 是一個在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GUN General Public 

License)下之開放原始碼的線上購物系統，它擁有安裝容易、操作簡

便及安裝立即使用等多項特點。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可以讓任何人完

全免費使用的線上購物系統。(資料來源：osCommerce 購物網站架設

實戰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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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功能與特色 

※ 一般 

PHP3/PHP4 相容 

安裝容易、可立即使用 

模組化 

多國語系：英文、德文、西班牙文以及世界各國自製的語系 

※ 前台 

客戶會員功能 

客戶通訊錄 

訂單記錄 

產品及製造商收尋功能 

提供客戶評論商品 

簡潔的結帳手續 

可使用 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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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顯示貝他客戶購買商品（建議購買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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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 

友善的操作介面 

可新增/編輯/移除 商品分類、商品、製造商、客戶和商品評論 

多層目錄結構 

多項商品和客戶統計資料 

提供付款及運送模組 

提供備份工具 

表 3.1 功能差異比較表 

網  站 

功  能 
李師父太陽堂老店 太陽堂老店 太陽堂老

舖 

會員機制 有設立 有設立 無設立 

線上購物商店 可網路上訂購商品 有設立 

(已荒廢) 

利用訂購

單傳真 

顧客通訊錄、 

訂單記錄 

可查詢之前購買商

品，方便再次購買

無設立 無設立 

商品評論 可以發表評論 無設立 無設立 

其它功能 有快速尋找商品、

貨幣轉換、線上人

數、商品 Q&A 之商

業化功能 

有商品 Q&A 無其他功

能 

本研究之李師父太陽堂老店網站設有購物車；金流、物流部份因

廠商正猶豫是否使用，本小組提供金流、物流評估表(見附錄)來給廠

商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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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議硬體需求設備 

表 3.2 建議硬體需求設備 

 
 
 
 
 
 
 
 

 
 

3.4 架站系統設備 

  以 Windows XP Server 當作架站之作業系統，並架設 Apache Web 

Server 1.3.29 版當伺服器，並使用 XOOPS 2.0.17.1 Big5 版、PHP 

Script Language 4.3.6 版、MySQL Database 4.0.18 版。 

 
 

 
 
 
 
 
 
 
 

設    備 建議規格 最低限制 

記憶體

（ RAM） 
512MB 
 

256MB 
 

磁碟 
（ HD） 

80GB 
 

40GB 
 

處理器效能 
（CUP） 

Pentium3.0GHz
以上 

Pentium2.5GHz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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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模組架構 

本系統模組的架構如圖 3.1，OSC-TCM 建立於 OSC 主系統模組之

下，其加值模組有金流(如：轉帳、信用卡、貨到收款、Paypal..等)、

物流(如：宅配通、宅急便、單件運費⋯等)的功能以及台灣特有商務

的需求與其他模組，我們針對這些模組進行繁體中文化。 

  

圖 3.1OSC 主系統模組 

資料來源：郭瓊淳（2003）。傳統農漁產品行銷網站之規劃與建

置－實作”海山生鮮網站”。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在職進修專

班。中華博碩士論文摘要，091NCUE131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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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會員架構 

 

圖 3.2 會員架構圖 

會員是由前台商店頁面進入，無法進入後台修改設定。後台僅供

管理者進入，會員架構可分為四個大項，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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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網站架構 

了解網站建置功能與介紹，如圖 3.3 介紹首頁下六項功能選單，

有會員登入、商品介紹、快速尋找商品、商品評論、服務台、購物

車。 

 

 

圖 3.3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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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後台管理 

 

圖 3.4 後台管理架構圖 

 

圖 3.5 後台管理畫面圖 

後端管理資料主要由系統設定、商品目錄、外掛模組、客戶/訂

單、國別/地區/稅、本地化設訂、報表、系統工具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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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系統設定 

  商店的基本資料是裝完 OSC 後一定要修改的地方，因為它包含

了商店名稱、擁有人、商店地址、聯絡方式與其他相關設定，在日後

OSC 線上購物系統正式運作時，會發現幾乎所有動作都與基本設定有

關。 

 

圖 3.6 系統設定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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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系統設定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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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商品目錄 

  網路商店的商品並不像實體通路，把商品打上售價就可以上架。

由於網路購物的特性使得瀏覽網站的消費者無法直接看見或接觸販售

商品的實體，因此必須使用圖片及文字說明讓消費者進一步了解商品

的型號、特性、規格、售價以及重量等等。只要把想上架的商品一一

拍照，再把商品描述及一些相關資料準備齊全，其他的交給後台的商

品目錄就行了。此功能可將我們要銷售的商品分類管理並顯示於前台

供消費者瀏覽，還可設定產品屬性款式及某一樣為特價商品，也提供

消費者對產品的評論或意見。 

 

圖 3.8 商品目錄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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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商品目錄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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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外掛模組 

  外掛模組主要在提供消費者結帳時選取適合的付款、出貨方式及

訂單總計金額的顯示方式。因此，所有模組都會因地區、國別，或特

殊需求而有所不同。本研究使用外掛模組分為付款、運送及訂單總計

模組。付款及運送模組用在結帳流程中讓消費者選擇適合的付款及貨

物運送的方式。 

 

圖 3.10 外掛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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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外掛模組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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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顧客／訂單 

  客戶與訂單是商店最重要的資產，沒有客戶就沒有訂單，缺少賺

錢的訂單，商店大概也無法生存了。因此，客服的滿意度及訂單處理

的迅速與正確度都會直接影響店家的商譽，也關係客戶的再回購率。 

  然而，OSC 有較嚴謹的客戶資料結構，這可以讓店長藉由較多的

客戶資料和與客戶間的互動進一步了解客戶，甚至可以發現客戶的潛

在需求。 

 

圖 3.12 顧客訂單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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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顧客訂單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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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地區／稅率 

  OSC 系統除了支援世界各國語系及貨幣轉換外，對於每個國家、

地區及當地的稅率都有非常完整的支援。可以依據自已的國家或當地

稅法，新增一個稅區及該地區的稅率。因此，可以在商品上架或計算

運費時，指定使用哪一個稅率，當消費者結帳時系統就會自動計算出

每一筆稅金了。 

 

圖 3.14 地區/稅別架構圖 

 

圖 3.15 地區/稅別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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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本地化設置 

  本地化設定主要用來設定本地預設的貨幣、語系及訂單處理，以

適合當地需要。 

 

圖 3.16 本地化設定架構圖 

 

圖 3.17 本地化設定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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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各類報表 

  這功能提供店長參考的一些關於商店銷售的報表。可以統計商店

內所有商品被客戶瀏覽的排行榜、統計商店內所有賣出商品的排行榜

及數量、統計商店內客戶購買金額排行榜及購物總金額。 

 

圖 3.18 報表架構圖 

 

圖 3.19 報表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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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系統工具 

資料庫的備份與還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在系統工具中提供

了一個資料庫備份的介面，做為資料庫備份之用，以防重要資料 不

可預期的狀況下損毀。在廣告總管方面是用來管理商店肉的橫幅廣

告，包含新增廣告、統計廣告的播放次數，及被瀏覽次數等，可以用

橫幅廣告來捉銷商品或與他站做交換廣告。 

osC 的後臺管理提供在後臺顯示在線顧客基本資訊的功能，包括

目前線上所有顧客的資訊、IP 地址、到訪時間、上次點擊時間及顧客

購物車內容等非常有用的資訊。 

 

圖 3.20 系統工具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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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系統工具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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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建置 

一個網頁會依建置的目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網站內容設計，為達

到宣傳的目的，網站內容的重要性不斷提升。網站內容愈豐富愈能吸

引更多顧客。 

4.1 使用者前台介面 

 

圖 4.1 OSC 使用者介面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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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功能名稱 功能說明 

1 商品分類 站內各式商品分類 

2 新上架商品 最新上架的商品資訊 

3 快速尋找商品 站內商品搜尋引擎 

4 新進商品 當月份新進商品 

5 我的帳號 會員註冊與登入區 

 購物車內容 顯示目前購物車訂單 

 結帳 進入購物車結帳畫面 

6 商品評論 顯示站內某商品評論 

7 貨幣 站內商品價格顯示 

8 線上人數 站台上客戶在線人數 

表 4.1 使用者介面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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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會員登入和註冊 

 

圖 4.2 會員登入和註冊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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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 本店 會員： 

您可以直接使用信箱及密碼登入，可以查看和修改資料。 

＊未曾使用過 本店 服務的朋友：  

請至「會員專區」點選『馬上加入會員』。  

進入下一個頁面，自設定信箱和密碼後，直接填入您的個人資

料，點選『確定』鍵，即可完成申請動作。系統會立即發出確認申請

會員的通知信給您。我們絕對尊重個人資料之隱私性。 

4.3 會員註冊流程畫面 

步驟 1：請用滑鼠點取導覽列的右方『我的帳號』的連結，如圖

4.4。 

 

圖 4.3 會員註冊流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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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如果你是已註冊的使用者，只須在舊客戶區塊輸入你的

電子郵件及密碼，再按『登入』紐即可登入。如圖 4.5 

如果你是未註冊的使用者，請點取『繼續』紐，以便註冊一個新

的使用者帳號。 

 

圖 4.4 會員註冊流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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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進入註冊畫面後，必須填寫的基本資料欄位，如圖 4.6，

填寫完成後，再按最底下的『繼續』紐。 

 

圖 4.5 會員註冊流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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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填寫完成後，如果系統沒有出現警告訊息並且出現如，

如圖 4.7，所示畫面，表示已經完成註冊了。 

 

圖 4.6 會員註冊流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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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購買商品架構圖 

 

圖 4.7 購買商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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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購買商品流程畫面 

當把產品加入購物車內，加入後會直接帶入購物車內現有商品畫

面，如圖 4.9，可以在這調整你的購物內容，如刪除、更改數量、繼

續購物、結帳等。按『結帳』鈕會進入結帳程序。 

 

圖 4.8 購買商品流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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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是出貨資訊，其中包含變更出貨地址、送貨方式及意見

欄三個部份。如圖 4.10。 

 

圖 4.9 購買商品流程二 

提供消費者選擇送貨方式：宅配通和宅急便二種送貨方式(有運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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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是付款資訊，也包含了變更帳單地址、付款方式及意見

欄三個部份。如圖 4.11。 

 

圖 4.10 購買商品流程三 

提供消費者選擇付款資訊：ATM 自動櫃員機轉帳、 銀行匯款、

自取付現及郵政劃撥四種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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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是確認訂單，提供消費者做最後的檢查確認，如圖 4.12

畫面中五處的『編輯』連結，包含出貨地址，商品、出貨方式、帳單

地址、付款方式及訂單意見欄等，檢查訂單無誤按『確認』紐即可。  

 

圖 4.11 購買商品流程四 

   

 



 64 

訂單程序完成，當消費者執行到此一階段表示已經完成購物程

序，系統會自動發出一封訂單確認信給消費者。『購物紀錄』：記錄

消費者在網站中曾經購物紀錄以方便消費者重新購買該商品。 

 

圖 4.12 購買商品流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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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次專題是接受廠商李師傅太陽堂老店委託建置電子商務網站，

經過一學年的時間，從開始對於架設網站缺乏實務經驗，逐步模索嚐

試，最後在口試委員的建議下決定採用 oscommerce 來建置電子商務

網站，在未來網站正式使用之後，希望能幫助廠商做行銷規劃打破他

們傳統的商業模式，擴展商家的商業領域，同時也解決商家對電腦操

作技術上的困難度，使他們更了解電子商務的利益。以後會陸續的前

往商家了解他們的使用狀況，以及幫助廠商在產品促銷及訂單問題，

希望網路商店可以帶給更大他們的幫助。 

在這過程裡，學習到電子商務 B2C 之經營模式、OSC 系統之網站

的建置、線上購物的流程、如何與廠商接洽等相關事項、配合廠商對

網路商店得需求、解決系統上的問題、訂單處理等等。到目前為止，

廠商對本組建置之網站十分讚賞，已經達到我們預估的基本效果、希

望未來網路商店可以有更大的效益。 

 在專題製作期間也學習到同學間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對自

己與組員之間的時間管理及情緒管理等人際關係技巧，對本小組來

說，這也成為本小組最寶貴的經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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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未來展望 

顧客訂購商品之後除了顧客的信用徵信以外，接下來的事情就是

如何將顧客所訂的產品以最安全最快的速度送到顧客手中。其中包括

產品如何從上由廠商直接寄送到顧客手中，產品在運送過程之中是否

發生運送過程不當而導致產品有瑕疵。甚至是無法食用的情形，服務

品質也是不可或缺的一環，唯有服務品質與技術並重，才能提升客戶

對我們的信心。產品引發的周邊問題是我們應該替顧客想到的，透過

產品問與答對於網站之建議，進而修改其缺點，使我們的網站更完

善。，目前網站實作技術的發展也是越來越多元多功能化，所以在未

來必須採用更有附加價值的技術，使得網站所具備功能更加完整之外

還能更便利會員的消費，才能確保顧客消費的安全性。 

另外，對委託廠商的建議如下： 

一、 網站維護，應培育長期的人力。 

二、 網站的更新與顧客互動，將影響 B2C 的品質，故建議廠商宜安

排專職的人員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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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甘特圖 

 

 

 

 

 

 

 

 

 

 

 

 

 

 

 

 

 

識別
碼

工作名稱 開始 完成 期間
2007 2008

1 3d2007/9/102007/9/6設定主題

2 15d2007/9/282007/9/10訂定目標與廠商溝通

3 161d2008/5/122007/10/1資料蒐集分析

4 161d2008/5/122007/10/1研究討論

5 160d2008/5/272007/10/17資料修正

6 5d2007/12/282007/12/24第一次口試

7 44d2008/2/292008/1/1版面設計與規劃

8 66d2008/4/12008/1/1網站制作

9 10d2008/5/22008/4/21完成報告

10 4d2008/5/82008/5/5第二次口試

11 18d2008/5/292008/5/6報告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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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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怡婷 第一章   緒論 

賴松柏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陳俊傑 第三章   系統建置 

洪堃哲 第四章   網路建置 

張右承 第五章    結論、未來展望 

書面報告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王怡婷 資料收集、書面撰寫、剪報製作、海報製作 

賴松柏 資料收集、書面撰寫、書面整合、海報製作 

     洪堃哲 資料收集、書面撰寫、海報製作、網站製作 

陳俊傑 資料收集、書面撰寫、海報製作、網站製作 

張右承 資料收集、書面撰寫、書面排版、海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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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方案評估表  
ａ、物流評估表： 

電子商務經銷合作契約書 

(以下簡稱甲方) 

立契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合作內容：茲因甲方接受乙方之委託，代乙方處理甲方之合作廠商(以

下簡稱甲方廠商) 之訂戶(以下簡稱甲方訂戶)，於乙方之合作門市(以

下簡稱乙方門市) 代收貨款及提貨等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經雙方同

意，簽定下列條款，以資共同遵守： 

第一條、代收及提貨方式： 

1. 乙方於甲方訂戶之商品送達乙方門市後及逾期退貨前，皆應受理甲

方訂戶於乙方門市之提貨及代收服務。 

2. 乙方門市於甲方訂戶(不限本人)前來領取，並告知乙方門市人員訂

戶全名(或領取人全名)及繳費後，交付該商品予甲方之訂戶。 

3. 乙方門市代收之金額，應以讀取繳款單條碼之應繳費金額(發票金額)

為原則，若有違誤應由甲方自負其責。 

4. 乙方門市代理收受甲方訂戶之繳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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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僅以現金為限，若甲方訂戶欲以其他付費方式繳費時，乙方門市得

拒絕之。 

(2)繳款單所載費用，以全額支付為限，若甲方訂戶為部分支付，乙方

門市應不予受理。 

5. 任何因本條規定之執行所引起之糾紛，除有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外，應由甲方負責處理，概與乙方無涉。若因而致使乙方受有損害

者，甲方應負完全之賠償責任。 

第二條、物流配送及危險負擔： 

1. 物流配送時間為每週一至週六(包括例假日)，唯不含週日，如遇舊

曆年、天然災害或不可抗力之因素期間，則由甲、乙雙方另行研議貨

運時間。 

2. 甲方廠商須於每日下午16：00點前將商品送至乙方指定之物流中心 

，由乙方或其指定人當場驗收商品條碼及包裝外觀無誤後，即加工配

送，二工作日內送達指定門市。 

3. 乙方各門市逾期未領取之商品，應送回物流中心；俟乙方將逾期未

取商品彙整後，定期退貨至甲方。 

4. 乙方依據甲方廠商到貨實際驗收資料彙整，於隔一工作日前上傳供

甲方及甲方廠商查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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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乙方依據乙方門市回收之退貨實際驗退資料彙整，於隔一工作日前

上傳供甲方及甲方廠商查詢確認。 

6. 甲方廠商配送商品之包裝(不得裸露)需完整包覆，如因包裝等問題

造成內容物及其他商品毀損，一概由甲方負完全賠償之責任。 

7. 甲方廠商配送商品不得為易碎、易腐、具污染性或危險性之商品，

並且不得違背法令及善良風俗，若因而造成乙方或第三人權益受損

者，甲方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8. 甲方廠商配送商品，店配部份以每件一_______材以內，商品外觀

最長之長度以30公分為限，宅配部份長+寬+高120公分，重量小於15

公斤，如有超過，乙方得拒收此商品，並無需負擔任何責任。 

9. 甲方廠商若無法於約定到貨時間內到貨，乙方或其指定人有權得以

拒收。 

10. 因甲方端之作業、系統之故障，而延誤當日出貨，造成出貨量之

積壓時，乙方有權與甲方另議後續甲方之出貨量，且不負任何遲延責

任。 

11. 甲方廠商退貨由雙方當面對點，最遲每週需退貨一次，以不影響

乙方委託之物流中心倉儲存放空間為限，乙方得以實際狀況通知甲方

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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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若甲方廠商未於通知之退貨日來廠收取退貨，乙方得委由宅配公

司將退貨送回甲方，並由甲方負擔相關費用；退貨數量如有差異，除

可歸責於乙方外，應由甲方自行處理。 

13. 乙方執行本契約約定之商品配送業務所生費用，由甲方負擔，甲

方並同意乙方得由代收之貨款中扣款取償。 

14. 貨物配送期間，發生商品毀損或遺失時需負賠償責任。賠償金額

為該商品代收金額扣除手續費，最高上限為每筆新台幣參仟元，不代

收商品，每件賠償金額新台幣伍佰元。 

15. 當月甲方廠商出貨之商品，發生毀損或遺失等情事時，乙方將於

下二個月的20號前通知甲方商品毀損或遺失總金額，甲方須依乙方通

知之金額開立發票，並於月底前交寄到乙方手上，若甲方於月底前未

將發票交於乙方窗口，則乙方不負給付遲延責任。 

16. 甲方對於乙方所統計的商品毀損或遺失有所疑慮時，可向乙方反

應並提出證明，但應於收受商品遺失通知後二個月內為之，否則視為

甲方放棄其權利。 

第三條、代收費用金額給付及手續費收取方式： 

1. 匯款時間： 

乙方應將上月26日至25日所代收款項於次月月底前匯至甲方指定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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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如遇例假日或國定例假日得順延之。 

2. 甲方應支付乙方之所有費用，應自乙方所代收款項中一併扣除。 

3. 若乙方代收款項不足扣抵甲方應支付乙方之所有費用時，甲方須於

次月十日前補足差額，匯入乙方指定帳戶。 

4. 費率表：甲方應支付乙方之運費（進、退貨）及其他費用之計算方

式如下： 

配送運費、店鋪保管費及代收手續費、資訊處理費每件費用如下表： 

出貨方式 費用 說明 
取貨付款 NT$45/元 貨送至指定物流中心 

每筆代收上限3000元 
商品外觀邊長最長之 
長度以30公分為限 

取貨不付款 NT$45/元 商品外觀邊長最長之 
長度以30公分為限 

便利達康店配

(全家、萊爾

富、 
福客多、OK) 

純付款 NT$30/元  
1000件/月以

下 
NT$90/元宅配出貨 

1000件/月以

上 
NT$80/元

限台灣本島 
長+寬+高<120公分 

重量限15公斤 

 代收款手續費 代收金額3000以下每筆30元，3000元
以上 

以代收金額1.5%計。 

* 選便利達店配服務到府取件，每件加收 NT$10/元，不足10件以10 件

計。 

* 店配部份出貨後二日到門市，門市取貨時間七日，七日未取即退貨 

5. 運費及其他費用於每月二十五日甲乙雙方結算代收金額時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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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6. 若乙方協助甲方發放簡訊，則乙方每筆向甲方收取1.5元之費用。 

7. 上開各項費用，並不另行由甲方支付乙方，而係由乙方於當次匯款

時，自乙方應匯予甲方之代收款項中逕行扣除，並開立發票寄交甲

方。 

8. 乙方依本合約各規定辦理本服務時，如因不可抗力事由，致未能按

時將款項點交甲方時，乙方得順延至該不可抗力事故解除後，儘速辦

理帳款點交。惟乙方對前述不可抗力事由應先電話告知甲方。 

第四條、權利與義務 

1. 逾期未領商品之處理：若甲方訂戶於訂購之貨品送達乙方門市後，

七日內未至點選之門市領(取)貨者，則乙方得將商品退回甲方，該筆

交易視同未發生。但甲方仍需支付乙方相關費用。 

2. 若因甲方廠商商品之瑕疵或其他事由，致發生消費糾紛時，除有可

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外，應由甲方負責處理，概與乙方無涉。若致消費

者主張退貨者，應由甲方自行受理相關退貨作業，甲方並應於提貨單

及網路頁面與其他相關管道明確標示相關退貨作業流程，以便消費者

參考。 

3. 若甲方當日傳送至乙方之貨物資料與當日運送至乙方所指定之物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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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之貨物不符時，應以甲乙雙方實際驗收者為計算基準。反之，若

甲方當日傳送至乙方之退貨資料與日後乙方實際退貨至甲方廠商之貨

物不符時，則以甲乙雙方實際驗收之商品為計算基準。 

第五條、合約期限 

1. 本合約自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2. 合約期間未滿時，甲方或乙方如擬終止合約，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另一方，一個月到期，合約即為終止。 

第六條、乙方依約對甲方提供服務時，如依法需經甲方消費者同意

時，經徵得其同意後，乙方有權使用相關用戶明細等資料。甲方並同

意全力協助乙方取得前述消費者之同意。但乙方於取得前述資料後，

不得將用戶明細等資料透露予其他任何第三人知悉。 

第七條、甲方依約經銷本服務時，為確保門市取貨及代收服務之品

質，乙方有權要求甲方提供合作廠商明細資料(合作網站名稱、網址、

廠商名稱、廠商負責人、經營項目、形態⋯等可審核合作廠商之資

料)，如經乙方審核確認為不適合作之廠商時，甲方須停止提供合作廠

商本服務，若因而致使乙方蒙受損失時，則甲方有義務得負擔乙方之

損失，甲方不得異議。 

第八條、甲方因受乙方委託經銷本服務，有義務協助控管合作廠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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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與配送項目，若有取貨及代收因甲方廠商商品，而導致乙方違反

善良風俗或為易碎、易腐、具污染性或危險性之商品，致使乙方蒙受

損失時，則甲方有義務負擔乙方之損失，甲方不得異議。情節嚴重

時，乙方並有權向甲索取賠償費用或取消甲方之經銷權利。 

第九條、甲方應於雙方合作期間，擔任乙方本服務之系統顧問，參與

乙方召開之系統會議，並協助乙方於系統建置、修改或轉移時，提供

本服務之相關意見。 

第十條、若因本契約發生爭議時，以台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第十一條、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經雙方協議得修正之。 

第十二條、本合約之內容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得對本合約進行修改或

增刪，乙方應於修改或增刪後十天內以書面通知甲方，並於書面通知

到達時生效。 

第十三條、書面通知送達 

因本約所生之相關事宜，如有通知之必要時，概以本約所載之各方營 

業處所為書面通知之送達地，前開書面通知，應以雙掛號郵件送達。 

營業處所如有變更應以書面通知他方，日後如仍有交寄不到之情形， 

概以交寄日為送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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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本契約正本二份，經用印後，各執乙份為憑。 

立契約書人：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甲方指定入帳帳戶如下： 
銀行別： 
分行別： 
帳 號： 
戶 名： 

 

乙方指定入帳帳戶如下： 
銀行別：  
分行別：  
帳 號： 
戶 名：  

中 國 民 國  年  月  日 

資來料源：緯捷科技顧問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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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物流評估表： 

黑貓宅急便  

服務說明：常溫宅急便提供您寄送常溫物品的服務，當日 17：00 之

前寄件，包裹隔日送達，運費由寄件人支付。 

受理包裹品項：一般常溫包裹，尺寸在 150 公分以下，20KG 以內。 

使用方式：自行寄件：您可以至全國連鎖代收店(7-ELEVEN 、OK 便

利店、萊爾富)、貼有黑貓宅急便代收貼紙及放置桃太郎旗的商店、黑

貓宅急便各地營業據點寄件。 

到府取件：電話通知黑貓宅急便各地營業據點或服務人員(客服專線：

02-27889889)，請服務人員到府收件。 

網路預約寄件：可以利用網路預約一週內的寄件，服務人員將會在你

指定日期之下午三至五點至您指定地點收件喔! 

寄件與送達日期時間說明：常溫宅急便於當日 17：00 之前寄件，包

裹隔日送達；若超過 17 點視同隔日寄件，將隔兩日後送達。 另可選

擇當日宅急便服務，當日上午 11：00 前，指定使用「當日宅急便」

服務寄件，皆可於當日 

 15：00~20：00 送達。 黑貓宅急便營業所時間為全年無休 ( 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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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日 ) 每日 8 時 ~20 時，若超過 20 時 ~ 隔日 8 時，請至黑貓 

 宅急便代收通路寄件 ( 以各通路實際時間為準 ) 。 

 

運費說明 

計算簡單，依包裹尺寸統一計算。【包裹尺寸＝物品的長、寬、高三

邊合計，單位為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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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金流評估表：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收費項目 申請流程 

收

單

銀

行 

聯合信用

卡中心 
 為商店成交消費額

作請款 

 請款後七日撥款至

商店指定帳戶 

 寄發對帳資料與手

續費發票 

 商店風險管理 

 消費者帳單抬頭為

商家公司名稱 

網路收單帳務

服務費 
每筆交易 
手續費 2.x% 
(協議) 
 

付

款

閘

道 

PayOnline
金資通數

位 

 Payment Gateway 測

試與接續 

 Payment Server 租用

 NetPos 收銀帳務系

統與維護 

 金流主機維護(安控

及備援) 

 金流主機採用

128bitSSL 金鑰 

 前端 Html 跨平台整

合機制 

首次設定費 
10,000 
 
系統使用年費 
18,800 
 

1.符合申請資

格 
 
2. 準備相關文

件 
 
3. 送交銀行審

核 
 
4. 商店需通過

審核 
 
5.簽約付款 
 
6.設定測試協

助 
 
7.正式上線使

用 

資料來源：PayOnline 金資通數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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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虛擬主機評估表： 

服務規格 

服務規格 基本型 進階型 專業型 企業型 

網頁加郵件空間 500M 1G 1G 1G 

傳輸資流量/月 10G 20G 40G 60G 

設定費 NT$500 NT$500 NT$500 NT$500 

半年繳費用 x x NT$6000 NT$13200 

年繳費用 NT$3600 NT$6000 NT$12000 NT$24000 

電子郵件帳號 20 個 60 個 100 個 200 個 

MySQL 資料庫 2 組 5 組 8 組 10 組 

子網域數量 10 個 20 個 30 個 40 個 

FTP 帳號數量 20 個 60 個 100 個 200 個 

支援程式語言 PHP4 PHP4 PHP4 PH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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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附加收費服務 

每月流量超出 每超出 1G 流量：100 元/月 

增加主機硬碟空間 每增加 10MB：10 元/月 

OSC 移站空間協助 每移一個網站：1000 元 

中文網址代申請 每個網址一年：1200 元 

英文網址代申請 每個網址一年：700 元 

增加網域數量 每增加一個網址指向：1000 元/年

增加 MySQL 資料庫數量 每增加一組：200/年 

程式設計 依照顧戶需求另行報價 

網頁設計 依照顧戶需求另行報價 

資料來源：網路甘仔店 KMD&O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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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網域名稱收費標準評估表： 

類 型 

 

類別 

 

收費上限 

 

實施日期 

 
com.tw
net.tw 
org.tw 

自 90 年 2 月 1 日起

實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game.tw 自 91 年 10 月 1 日起

實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club.tw 自 92 年 1 月 1 日起

實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ebiz.tw

管理費 800 元/年

預計 92 年 3 月起實

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屬性型英文網

域名稱 

idv.tw 管理費 400 元/年 自 90 年 2 月 1 日起

實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泛用型中文網

域名稱 

中文.tw 管理費 800 元/年 自 90 年 9 月 1 日起

實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屬性型中文網

域名稱 
商業.tw
組織.tw
網路.tw

暫不收費 自 89 年 5 月 1 日起

實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泛用型英文網

域名稱 
ascii.tw

 
 

管理費 800 元/年 自 94 年 11 月 1 日起

實施 
96 年 12 月 1 日修訂 

 

資料來源：TWNC 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