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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不斷發展，雖然機械與科技取代或改變工作負擔，但生

活型態卻更趨緊湊，人們在高壓力的工作壓力下，為了適時舒壓，對

於吃喝玩樂的需求也跟著不斷提高，不論是在國內的旅遊，甚至是在

世界各地的娛樂遊玩，都吸引人們積極的參與。但是，近年來因為物

價上漲，但工資卻沒有相對應提升的問題，大家勢必要尋找物美價廉

的休閒旅遊模式，在地小吃或者是一些車程較短的旅遊觀光景點，即

是小而美的選擇。然而，對於不常出外遊玩或初入門的民眾，常有摸

不著頭緒或無所適從的煩惱；因此，不少人會在網路上蒐尋網路部落

客的旅遊心得與推薦行程作為參考，但網路部落格或者是旅遊網站的

介紹，因為商業行銷的介入或個人主觀意識的影響，同一景點可能有

兩極的評價，或是偏好某幾家在地較為知名的店舖以及千篇一律的行

程安排，往往缺乏新鮮感或是商業意味過重，因此，本專題希望透過

網站的製作，介紹針對彰化市的景點和在地小吃觀光景點，供短期定

點旅遊者使用。 

早期台灣人稱一府二鹿三艋舺，其中的二鹿所指的鹿港正是位於

彰化縣內，此外，彰化有許多文化古蹟都是必去的觀光景點。除了文

化古蹟外，還有更多從民國初，甚至民國前流傳下來的經典美食小吃，

想到這些，總讓人興趣大增，所以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彰化，本專題將

盡力製作讓所有人能夠更了解彰化的網站。 

關鍵字：彰化、美食、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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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已達高峰，進入一個有線網路及無線網路

共存的時代，可是就穩定性及連線快速性而言，有線網路相對比無線

網路較佳，雖然有線網路的使用並沒有無線網路來的方便，近年來使

用智慧型手機的人數也比桌上型電腦的人數還要多，但是桌上型電腦

的使用族群還是不能小覷，對於安排短期休閒行程的人而言，多數旅

遊網站仍以電腦為主要載具進行網頁設計，故在旅遊行程收集與規劃

上，網站資料搜尋之需求仍然存在，因此擬以旅遊網站架設作為本專

題之主題。 

 

圖 1-1 智慧型手機、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 每日使用圖 

參考資料來源：預見雜誌網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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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本專題組員近乎都是彰化的在地小孩，基於對故鄉的關懷與喜愛，

希望能夠介紹彰化，讓更多人了解彰化的特色，而台灣小吃及名勝古

蹟一直是享譽國際的台灣特色，眾多的在地小吃及特色小吃往往讓人

無法取捨，其中，又存在著只有當地人才知道的巷弄美食或者是限量

美食，這些往往是饕客最嚮往試圖品嘗的，假如在逛名勝景點時，覺

得肚子餓卻不知道附近的道地小吃，卻因為路況不熟悉，而出現與美

食及知名景點擦身而過的狀況，而造成形同白來的遺憾。 

因此，本專題小組將以彰化地區為主題，建置一個網站，內容大

致上為地方景點、小吃，並且會將各個景點的歷史及特色細細講解，

而小吃也會親自去品嘗一次，讓想出遊到彰化地區的觀光客可以提前

做足功課，減少旅遊煩惱快樂出遊。 

1.3 研究目的 

在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幾乎什麼資料都可以在網路上查到，但

就旅遊網站而言，除了各縣市政府會將該地區的觀光景點做一個串連

外，很少有網站把單一縣市的景點與小吃介紹彙整在同一網站上，但

政府網站的縣市景點介紹多半只有官方且概略的說明，對於外地旅客

而言，僅能做為交通路線參考，對於想找好吃好玩地方的外地遊客助

益不大，以致出遊時常常要為食衣住行等問題而困擾。不管是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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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景點或是有名的道地小吃，都要跟愛旅遊的吃貨同好們一起分享，

對於彰化縣不熟悉的觀光客，可以利用我們的網站來安排旅遊行程。

與其他旅遊網站不同之處是：我們的網站內也會提供網友的互動交流

區與評價留言區，不能只憑我們單一的評價來判斷這個景點好不好

玩。 

  專題的研究目的如下： 

1. 建立一個彰化旅遊景點與美食評論的介紹網站，讓想要來觀光的

客人有更好的旅遊行程規劃，也藉此讓更多人了解彰化。 

2. 建立一套會員系統，凡是有加入會員者就可以在評論交流區與網

友互動。 

1.4 研究流程 

圖 1-2 為本次研究流程圖，共分為 8個階段 

1. 研究動機：討論為了何種目的所以研究。 

2. 確定專題主題：由組員討論與指導老師建議，制定專題題目與

方向。 

3. 文獻探討與資料收集：依據專題主題，組員實地參訪以及收集

相關資料。 

4. 系統規劃：整理各組員所收集的資料，討論網站未來的功能與

架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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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站建置：根據所規劃的網站製作方向製作。 

6. 系統測試：測試網站功能是否達到目的。 

7. 成果報告：完成後報告，並由指導老師與口試委員講評，給予

意見與需要加強的地方。 

8. 專題完成：由指導老師與口試委員，確認書面與功能無誤，本

次專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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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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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顧名思義就是網際網路加上商務(Commerce)行為，利

用電腦、網路以及遠程通訊技術來把商務行為過程電子化、數位化並

網路化 ，功能在於降低成本、加速得到顧客的反應，及增加服務的

品質。 

電子商務的模式又分為 4種類型：[2] 

1.B2B：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資訊整合，並在網際網路上進行

的倆者之間的交易。 

2.B2C：企業透過網路銷售產品或服務給個人消費者。 

3.C2C：具有革命性，它將商品主導權和先發權，由廠商身

上交給了消費者。 

4.C2B：指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交易，這種交易方式

風險是多變的。 

2.2 電子商務七流 

電子商務分為七個流，其中包括 4個主要流（商流、物流、金流、

資訊流）與 3個次要流（人才流、服務流、設計流）。 

1.商流：指資產所有權的轉移，即商品由製造商、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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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到消費者的轉移過程。 

2.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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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金流：指電子商務中金錢與帳務的流通過程，因為資產所

有權的移動而造成的金錢或帳務的移動。 

4.資訊流：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上述三項流動而造成的資

訊交換。  

5.人才流：主要重點在培訓網際網路暨電子商務的人才，以

滿足現今電子商務熱潮的人力資源需求。 

6.服務流 ：重點在將多種服務順暢地連接在一起，使分散的、

斷斷續續的網路服務變成連續的服務。  

7.設計流 ：設計流的重點有二個。一是針對 B2B的協同商務

設計（強調企業間設計資訊的分享與共用）；一是針

對 B2C 的商務網站設計（強調顧客介面的友善性與

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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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本專題設置運用到：資訊流、服務流、設計流 

1.資訊流：本專題網站建置內部資訊都能夠任意搜尋檢視，並且

能對網站內所有提供的資訊提出問題、留言及討論，

藉此達到供需雙方資訊互通的交流。 

2.服務流：本專題的網站屬於美食旅遊介紹網站，而這些資訊都

屬於轉瞬即逝的類型，因此在網站資訊方面將會時常

更新，並且利用網站本身的留言討論區機制進行資訊

優化以及統整，如此一來本專題內的資訊內容都可以

提供給使用者最佳的服務體驗。 

 

3.設計流：本專題網站建置為例：網站本身不但需要包含讓人駐

足的特色，還需要考量到使用者的方便性。因此在網

站設計中，我們將在網站的外觀上進行大規模的設計

並且製作簡單易懂的網站介面。 

2.3 網站設計的定義 

網頁設計是指使用標記語言，通過一系列設計、建模、和執行的

過程將電子格式的信息通過網際網路傳輸，最終以圖形用戶介面的形

式被用戶所瀏覽。 

網頁設計的目的就是產生網站。簡單的信息如文字，圖片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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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透過標記語言放置到網站頁面上，而更複雜的信息，動畫、視

頻、聲頻等多媒體檔案則需要插件程序來運行，同樣地它們也需要標

記語言移植在網站內。 

2.3.1 網站格式 

1.[3]靜態網頁多數為單一的超文件標示語言檔案。現今不少網

站都傾向把動態網頁靜態化，令搜尋引擎最佳化，以提高目的網站在

有關搜尋引擎內排名。 

2.動態網頁的內容隨著用戶的輸入和互動而有所不同，或者隨著

用戶、時間、數據修正等而改變。網頁上的內容也可以由用戶通過使

用客戶端描述語言(JavaScript、JScript、Actionscript）來改變，這既

可能是伺服器端生成的網頁，也可能是用戶端生成的網頁，或是兩者

的混合。 

本專題是屬於動態網頁，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字特效和動態的網頁

選單，也包括留言板、討論區、會員機制，和更新訊息的資料庫，在

網站中適度的建置出屬於自己網站需求的系統功能。 

2.3.2 網站標題設計 

網頁的標題很重要，就像一家商店的招牌，訪客會透過網頁的標

題來搜尋所需要的資訊，除此之外當瀏覽器連到網站訪客最先看到的

就是網頁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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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標題的設計要點如下： 

1.正確清楚的表達網頁內容 

2.必須精簡，因為螢幕大小有限，太冗長可能有些部分會顯

示不出來，或者加到我的最愛以及查詢歷史紀錄時會被裁切 

3.容易瀏覽，以關鍵性的字詞為開頭 

4.少用縮寫 

5.每頁都要有自己的網頁標題 

本專題的網頁標題會讓每一個子網頁都有一個網頁標題，我們會

直接將地名加進網頁標題內，使得搜尋瀏覽度的提升，也容易讓訪客

更清楚的辨識我們的網站，而本專題網站名稱為「彰化 GO 好吃」，

用英文與中文的相似音，意即「快來彰化吃」與「彰化很好吃」。 

2.4 研究各旅遊網的比較 

網路上的旅遊網有很多，但大多都是部落格與旅行社的網站，在

其中我們提出了三個網站出來做為比較與優缺點分析，並參考它們的

優點，改善缺點。以下是個網站分析： 

1. 旅遊資訊王 

旅遊資訊王，範圍囊括全台灣並有一些大陸的旅遊地區，如：上

海、香港、北京等地。並有區分多種旅遊行程安排，如：溫泉安排、

桐花季旅遊等，網站中有各大地區的飯店推薦及優惠，但是並沒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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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介紹，而地區景點也是零星幾個。 

 

圖 2-1 旅遊資訊王首頁[4] 

優點：提供住宿查詢，可以直接訂房。 

缺點：只有大都市，跟名勝景點，有提供查詢，其他縣市都沒看見。 

2. 玩全台灣 

玩全台灣顧名思義範圍也就是台灣本島，並提供食、住、行、景

點的服務，景點介紹種類相當多變，但有些景點的敘述稍微介紹並沒

有深入介紹，而美食介紹只有少數地區有，像是彰化地區只有介紹彰

化市，而彰化其他鄉鎮並沒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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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玩全台灣首頁[5] 

優點：景點很多，首頁看起來很豐富。 

缺點：景點介紹像是不知道哪裡複製來的，美食介紹也像是隨手貼一

兩個，首頁東西看起來很多，但欠缺許多內容。 

3.交通部觀光局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具有多變的行程安排，不過可能是因為是主

部門的關西，所以他大多的景點介紹都連接至子網站，如：阿里山國

家風景區點竟連結，回連結至阿里山觀光風景區官方網站，而景點介

紹與美食大多都是提供地圖地址與風景並沒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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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交通部觀光局首頁[6] 

優點:首頁製作的很美麗，內容豐富。 

缺點:有許多功能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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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旅遊網站與本網站功能比較表 

 住宿 最新消息 行程安排 景點詳

細度 

操作容

易 

彰化 GO好吃 否 是 否 是 是 

旅遊資訊王 是 是 否 否 否 

玩全台灣 是 是 是 否 是 

交通部觀光局 是 是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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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3.1 設備需求 

表 3-1 伺服器硬體設備 

作業系統 Windows7 

CPU 處理器 Intel(R) Xeon(R) CPU E3-1231 v3 @3.40GHz 

RAM 記憶卡 16GB 

HDD 硬碟空間 １TB 

 

表 3-2 使用者硬體設備 

作業系統 Windows7 

CPU 處理器 INTEL Dual Core / AMD Athlon 64X2 

RAM 記憶卡 4GB 

HDD 硬碟空間 500GB 

瀏覽器 IE 8.0、Google Chrome、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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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發工具 

表 3-3 開發工具 

網站架設軟體 Adobe Dreamweaver CS6 

圖片美工軟體 Adobe PhotoshopCS6 

程式語言 PHP 

資料庫 Apache 2.4.18 

 

3.2.1 Adobe Dreamweaver CS6 

Dreamweaver 是用於設計網頁與網路應用程式的專業編輯軟體

[7]，Dreamweaver 擁有人性化的操作環境與視覺編輯方式，即使是

新手也可以輕易上手，可對所有網頁的圖文下指令並製作成網頁可瀏

覽的 HTML 格式，可以將平面設計好的印刷稿件中的各式元素轉換

到 Dreamweaver 中重新編排，並加入連結、對圖片進行切割、控制運

輸速度是進行網頁與網站設計的重要軟體。 

 

圖 3-1 Dreamweaver CS6製作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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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Adobe Photoshop CS6 

Photoshop 目前算是市場上最普遍被使用的影像處理軟體[8]，它

之所以這麼受到使用者的青睞，主要是 Photoshop 提供了一個完整的

影像編輯工具，並且開放使用者自行擴充軟體功能，不論是影像的編

修處理、或是繪製合成，都有細分的各種工具及相關的數值設定面板，

讓使用者可以做到最精確的調整。  

 

圖 3-2 Photoshop CS6 製作中的照片 

3.2.3 Appserv 

AppServ = Apache + PHP + MySQL + phpMyAdmin 的合體。

Apache 是一款免費又強大的網站伺服器軟體[9]，能跨平台使用，PHP

是Hypertext Preprocessor的簡稱，是伺服器端的程式語言，嵌入HTML

語法中，讓伺服器能與使用者互動。MySQL是 SQL資料庫伺服器，網

站的資料都儲存在這裡。phpMyAdmin 是一種網頁程式，能讓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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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管理 MySQL。 

 

圖 3-3 Appserv 製作中的照片 

3.2.4 GOOGLE MAP 

Google Maps 是 Google 公司向全球提供的電子地圖服務[10]，地

圖包含地標、線條、形狀等資訊，並提供向量地圖、衛星相片、地形

圖等三種視圖。 

 

圖 3-4 GOOGLEMAPS 圖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AD%90%E5%9C%B0%E5%9B%BE%E6%9C%8D%E5%8A%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2%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2%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B%E6%98%9F%E7%85%A7%E7%89%87


19 
 

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 資料庫分析 

表 3-4為會員資料表，以此資料表紀錄會員的帳號、密碼、電話、

生日等資訊。更以會員層級來區別會員在網站中所能執行的效力，其

中此資料表以會員帳號為主鍵(PK)關聯至留言板資料表。 

表 4-1 會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 料 型

態 

長度 NULL 備註 

memID 會員帳號 Varchar 6 否 PK 

memPsw 會員密碼 Char 20 否  

memName 會員姓名 Varchar 32 是  

memEmail 電子信箱 Varchar 10 是  

memPld 身分證字號 Varchar 50 是  

memBirthday 會員生日 Date  是  

memSex 會員性別 Varchar 2 是  

memTel 會員電話 Varchar 10 是  

memAddress 會員住址 Varchar 200 是  

memLevel 會員層級 Varchar 5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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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為留言板資料表，以此資料表紀錄了會員在網站內留言板

所留言的各種內容以及留言時間。在留言時間方面型態設置為

timestamp並且使用 on update current_timestamp此一額外資訊使

會員的留言時間自動更新，此表以留言編號為主鍵(PK)，而會員帳號

在會員資料表為主鍵，在此則做為外來鍵(FK)。 

表 4-2 留言板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Id 留言編號 Smallint 6 否 PK 

memId 會員帳號 Varchar 6 否 FK 

a_email 電子信箱 Varchar 10 否  

a_data 留言內容 Varchar  否  

day_time 留言時間 Timestamp  否 自動更新 



21 
 

 

圖 4-1 E-R MODEL圖 

在本網站中小組設置了會員機制來提供給使用者擁有更多的使用網

站之權力，如同 E-R MODEL圖中顯示當在本網站中註冊會員後即可進

行留言。而會員除可以進行留言外網站裡更提供給會員專屬的外部相

簿，藉由此外部相簿讓網站上所沒有的圖片在此展示給會員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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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彰化推薦美食問卷調查 

以 Google 問卷的方式，投票票選出到彰化後最想吃、最想推薦

的美食。以每人三票方式票選出美食排行榜的前五名。 

1.問卷內容： 

 

圖 4-2 問卷調查 

  



23 
 

2.問卷結果： 

 

圖 4-3 投票結果 

 

如圖4-3所示比例佔前五的依多至少順序分別為彰化阿璋肉圓、

蚯蚓龍山麵線糊、彰化木瓜牛乳大王、彰化老龍師肉包以及大元麻糬。

而這些票選後的前五名將置放於網站首頁提供給其他的使用者參

考。 

 

 

 

 

阿璋肉圓 

35% 

麵線糊 

17% 

木瓜牛乳

大王 

14% 

老龍師肉包 

12% 

大元麻糬 

8% 

新町米糕 

3% 

陽春麵 

3% 

阿章爌肉飯 

5% 

貓鼠麵 

3% 
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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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站架構 

 

 

圖 4-4 網站架構圖 

如圖 4-4之網站架構圖，主要架構分為彰化、鹿港美食介紹和彰

化的各旅遊景點以及會員專區。在美食介紹各頁面裡均有設置一外部

遷入的 Google Map，利用該功能來讓使用者更加了解這些小吃美食

的確切地點。 

首頁 

彰化美食 

阿璋肉圓 

阿章爌肉飯 

貓鼠麵 

彰化木瓜牛
乳大王 

糯米炸 

大元麻糬 

鹿港美食 

發記粉粿 

麗卿陽春麵 

蚯蚓龍山麵
線糊 

老師傅鴨肉
羹 

老龍師肉包 

阿婆麻糬 

旅遊景點 

八卦山 

半邊井 

桂花村 

鹿港天后宮 

鹿港文武廟 

鹿港龍山寺 

楊橋踏月 

會員專區 

外部相簿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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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實作說明 

4.3.1 專題標題與撰寫畫面 

每個網站都有屬於自己的名稱，而我們希望以有創意的站名達到吸引

別人目光與輕鬆記憶的名稱作為站名，以中文取向彰化「夠」好吃、

「ＧＯ」及「去」的意思快去彰化吃好料的，而標題以 Photoshop 製

作圖片檔並放置網站最上面，如圖 4-5。 

 

圖 4-5 專題網站命名 

圖 4-6為本專題使用 Dreamweaver 製作網站的使用畫面，中間為

預覽網站的使用介面，左邊為撰寫程式的程式碼，右邊最下腳為本專

題製作的子分頁檔案。 

 

圖 4-6 撰寫程式使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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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左邊分別為彰化及鹿港地區的美食及旅遊景點的詳細介紹，

左邊最下面則是會員專區而裡面包括了外部相簿及留言板，首頁正中

間則是最新消息，會定時新增彰化及鹿港地區的最新活動消息，若已

過了活動期限的活動則會新增活動過程的介紹及照片，右邊則是註冊

會員及美食排行榜。 

4.3.2 網站首頁使用介面 

 

圖 4-7 網站首頁使用介面 

4.3.3 美食、景點及排行榜介紹 

 

圖 4-8 美食、景點及排行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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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以彰化美食阿璋肉圓為例，在該美食標題下方會有一個 HOME

鍵顧名思義就是鏈結至本網站首頁，最下方則是美食名稱、電話、營

業時間、地址與 GOOGLE MAP 提供行車導覽，在 GOOLGE MＡP

下方提供 TOP 鍵以便使用者再次將網頁至頂方便使用者再次觀看詳

細內容介紹，在每個美食與景點的頁面中至少提供兩張以上的照片提

供觀看，排行榜 NO.1以阿璋肉圓為例，點選圖片則進入阿璋肉圓美

食介紹畫面。 

4.3.4 會員 

圖 4-9為管理者登入後的修改介面，判斷是否為管理員，可在資

料修改右方觀看到管理會員資料之連結，若不是管理者則否，如果要

管理會員資料，點選後則會進入如圖 4-10 的狀況，假設有會員在留

言板有不雅留言則可將其刪除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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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管理員修改畫面 

 

圖 4-10 管理會員資料 

圖 4-11為普通會員註冊之介面，若成功註冊後會跳轉至（圖 4-12 

）並可在會員專區進行使用動作，而成功註冊後該使用者資料會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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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資料庫，可以在資料庫中尋到註冊使用者之資料如圖 4-13，

而該會員如果想更改某項資料，更改後更改資料也會自動上上傳自

MAMBER 資料庫如圖 4-14，在圖 4-13與圖 4-14可以看到會員以更

改電話號碼。 

 

圖 4-11 會員註冊畫面 

 

圖 4-12 註冊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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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新增會員畫面 

 

圖 4-14 修改電話畫面 

圖 4-15 為會員登入後想在留言板進行留言動作之畫面，成功留

言後會有 5 秒鐘的跳轉時間，而會員如不想等待則可直接按 HOME

鍵跳轉至首頁如圖 4-16，圖 4-17 為成功留言後留言板新增之留言，

圖 4-17為會員留言後留言上傳至資料庫之畫面。 

 

圖 4-15 會員留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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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跳轉畫面 

 

圖 4-17 留言板新增留言畫面 

 

圖 4-18 資料庫新增留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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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一個壓力鍋的社會下人們的壓力逐漸提升，在近幾年來科技日

新月異，而紓解壓力的方式更是千變萬化，所以本小組希望提供一個

使用者在忙碌時間也可以快速安排行程的網站，讓使用者既可以紓解

壓力也可以更加的認識被人們遺忘已久的古文物，讓我們可以體會先

人的古智慧及謹記飲水思源的觀念，在參觀古蹟時勢必肚子也餓了，

所以本小組也會介紹一些在地的美食及人氣伴手禮，讓使用者出發前

快速做一次功課，省去要去哪裡參觀遊玩及吃飯的煩腦。 

5.1 研究結論 

小組以實地探勘的方式，雖然是親身去體驗，但是如果要加大介

紹範圍且每個地方都跑遍是較為困難的，且這些地方都是以自己主觀

的角度去介紹，有些資訊可能無法像官方網站介紹得更為詳細，有些

地方也說不定是熱門景點，但希望以這個網站將當地漂亮的加以行銷

出去，讓大家更加熱愛這片土地。 

5.2 未來展望 

未來本網站宜結合更多會員們的意見，持續新增景點與小吃的介

紹，並且去比較這種小吃與其他店家的差別，如鹿港地區肉包店相當

的多家，而每個人的喜愛也不相同，所以可以去製作一個各個店家的



33 
 

比較及特色與他人喜愛的原因，讓造訪本網站的人，可以依造介紹中

的樣子去安排行程，讓造訪的滿意度更加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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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進度表 

 
104年 105年 

月份 

工作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制定專題題目 
 

    
 

     

收集相關資料  

 

   

 

     

撰寫書面報告    
 

       

網頁架設規劃      
 

     

網頁設計       

 

    

功能測試          
 

 

 

預定時間 

 

實際時間 

制定專題題目與收集資料時曾換過專題呈現方式便出現斷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