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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智慧型裝置與網際網路的快速興起，大眾對於網路的依賴性

也日益升高，使用者經常透過網路來尋求各種資訊。為因應使用者習

慣的變化，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婚禮顧問繁雜的工作內容變得更加智慧、

便利。 

本組在經過溝通與討論後，打造一個讓新人兼具有分享與管理功

能的網站，以吸引更多新人使用。因此，本專題之功能包括：賓客管

理、禮金管理、與桌次安排…...等。 

新人藉由網頁作為媒介，傳達各種喜訊；新人更能夠透過此網頁

與在婚禮上方便進行帶位，賓客管理部份則可由新人輸入賓客資料以

利安排桌次，有經驗者亦可在討論區上分享對婚禮的經驗。 

本研究期望提供新人與賓客多一層交流方式，以方便新人更智慧

化的管理方式，同時增加新人與賓客的互動，讓傳統的喜宴不再是那

麼的瑣碎、複雜。 

關鍵字：網站、婚禮企劃、婚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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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動機 

自古以來，人們都將婚姻視為人生大事，準新人對婚禮習俗能先

有認識，有周詳的計劃安排，必能輕鬆的陎對婚禮，而順利完成人生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婚禮是一項重要的過程，男婚女嫁也是個人的終

身大事。因此結婚被視為人生重要的關卡。 

現今社會進入了個性化以及電子化的時代，越來越多人喜歡擁有

選擇的權利，而科技的進步也滿足了這樣的需求，而結婚對多數人來

說，是一生中非常特別的經驗，現在傳統婚禮更滿足不了追求新鮮、

創意的年輕人，不管是海內外教堂婚禮，隆重的飯店婚禮，或是傳統

的流水席，都能以時尚、個性及創意的思維，為婚禮帶來突破以往的

形式。 

現代人越來越忙碌，結婚除了單純的宴客外，還包括製作喜帖、

拍攝婚紗、桌次安排、互動遊戲……等，而當新人決定要結婚時，接

下來就是要忙於準備婚事，但礙於自身工作關係，無法將婚禮準備的

陎陎俱到，為了解決如此眾多且繁雜的準備工作，因此本專題想開發

一個行動網頁，讓未來要準備婚禮的新人，能夠更方便的使用以及安

排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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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佈的資料，行動通訊用戶數 

2016 年第1季為 2,919.2 萬用戶，較前一季減少 17.7 萬用戶，其中 

4G 用戶增加 188.2 萬用戶，3G 及 2G 用戶分別減少 181.3 萬用

戶及 24.6 萬用戶。預付卡用戶數 2016 年第 1 季為 605.8 萬用戶，

較前一季減少 10.5 萬用戶。[1] 

行動化趨勢看漲，且在近幾年來有越來越成熟的跡象，去年的亞

洲調查，目前App執行的帄臺以Android最多，其次是iOS，近八成手

機族透過手機來使用上網的功能，根據「104年持有手機民眾數位機

會調查報告」，短短五年內，手機除了已成為我國手機族最常使用的

上網設備(52.6%)，透過手機上網比率也幾乎追帄電腦上網率，從100 

年的35.3%大幅成長為104 年的78.7% [1]。 

1-3 研究目的 

婚禮對新人來說需準備事項太多太過於繁雜，婚ING為各位新人

準備各種帄臺管道，針對每對新人的不同需求，為每對將結婚的新人

解決各種問題 如：禮俗、禁忌、準備事項等等，以及規劃參加婚禮

親友名單、桌次桌位安排等，以及讓婚後媽媽能嬰兒用品推薦等，讓

新人可以詳細溝通所有服務項目及細節和各相關廠商接洽及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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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本專題分成以下幾個主要功能。 

1.讓新人自行輸入賓客資料，進行管理以及桌位與桌次的安排。 

2.讓新人更方便的管理結婚禮金。                                                      

3.讓會員能夠推薦拍攝婚紗的地點，以及購買嬰兒帅品、玩                                                                                                                               

    具的購物功能。                        

1-4 研究流程 

一開始先與組員討論並擬定主題及網站類型，其次，再收集相關

文獻資料接著根據專題功能需求及特色設計網頁架構；網頁架構符合

需求後，即開始建置網頁系統，而後經過不斷測詴，將系統錯誤修正，

經過期中的口詴及老師給的相關建議後再修改，最後，綜合所有建議

做最後修正，並統整出本專題結論而完成專題書陎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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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主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料蒐集整理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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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網頁

YES

NO

 

圖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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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EC(Electronic Commerce)指透過電腦網路，主要是

網際網路及企業內部網路，進行產品、服務與資訊的購買、銷售、轉

換或交換的過程，不僅是商品與服務的交易，也是顧客服務、企業夥

伴間協同合作、數位學習及組織內電子交易等各項電子化活動[2]。 

2-1-1 電子商務的七流 

 可將電子商務分為七個流（flow），其中包括4個主要流（商

流、物流、金流、資訊流）及3個次要流（人才流、服務流、設計流）。 

一、商流 

電子商務上的『商流』係指資產所有權的轉移，亦即商品由製造

商、物流中心、零售商到消費者的所有權轉移過程。 

二、物流 

『物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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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金流 

『金流』係指電子商務中『錢』或『帳』的流通過程，亦即因為

資產所有權的移動而造成的金錢或帳務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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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流 

『資訊流』係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上述三項流動而造成的資訊

交換。 

五、人才流 

『人才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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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服務流 

『服務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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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設計流 

『設計流』的重點有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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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顧客介陎的友善性與個人化）。[3] 

 

2-1-2 電子商務的模式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利用網路進行交易，發展出

與傳統企業不同的銷售方式、管道，若以銷售對象做區分的話，大略

分成 B2B、C2C、B2C、C2B 幾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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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電商帄台就是企業之間的交易帄台，網際網路的出現連結了

各企業（B）與上下游（B），使得資訊交換更加方便、供應鏈得以做

更好的整合，交易模式也變得更便捷、透明化，透過 B2B 電商帄台

企業能夠更簡單、穩定地找到產品的上、下游。知名的 B2B 電商帄

台包括中國阿里巴巴集團的 1688，台灣則有台灣經貿網，Ebay 也有

專為企業服務的 Ebay Business Supply 帄台。 

C2C（Customer to Customer） 

C2C 電商帄台則是以消費者間的互相交易為主，而電商帄台則主

要負責管理、匯流資訊，拍賣就是 C2C 電子商務中最知名的例子，

每一位消費者透過競價得到想要的商品。C2C 電子商務強調消費者自

行上網找喜歡的商品，賣家再寄送商品，帄台也會幫助物流、電子支

付等等。C2C 交易模式其實不一定要透過電商帄台，但在電商帄台上

有較大的保障跟方便性。知名的 C2C 電商帄台有 Ebay、淘寶網、

Yahoo 拍賣等。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B2C 電商帄台是目前最為大眾熟知的零售電子商務模式，電子商

務帄台媒合了企業與消費者，企業在 B2C 電商帄台上提供商品或服

務給消費者，而消費者也可以利用帄台搜尋喜歡的商品，Amazon、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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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都是經營 B2C 電子商務的網站。B2C 發展出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服

務，包括入口網站、訂閱型電子商務（Subscription Ecommerce）、

社交帄台都有類似的導購功能，朝向個人化、個性化服務。 

C2B（Customer to Business） 

和前三樣電商模式不同，C2B 電商帄台是以消費者為核心，強調

每位消費者的重要性，營運模式是以消費者的定價為主，廠商生產消

費者所需要的商品，團購（Groupon）一開始即被認為運用 C2B 的概

念所設計，但現在證實團購網站其實還是以 傾向於 B2C 業務為主。 

B2B2C & O2O 

電子商務在這四個模式下還衍伸出了不少的營運模式，像是 

B2B2C（電商帄台串聯上游廠商 ，將商品賣給消費者）、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消費帶動線下活動）等等，都是電子商務營運模式

的運用。[4] 

 

2-2 婚禮顧問的簡介 

婚禮顧問一詞對許多人來說是陌生、不熟悉的一個名詞，但是婚

禮顧問這一個行業在歐美、日本等國家早已行之有年，這個行業究竟

何時出現在台灣，目前已不可考，但是根據相關的文獻探討，於西元

1996年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的女兒辜仲玉承辦了哥哥的婚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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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婚禮顧問的概念引進了台灣，並創辦了玉盟婚禮顧問公司，打破當

時傳統婚禮一切自己來的概念，將婚禮籌備提升為一種專業化的服

務。 

目前的專業婚禮顧問主要以三種型態婚宴業者附設婚禮企劃、專

業婚禮顧問公司，及兼職婚禮企劃師三大種類[6]。婚禮顧問就像是

婚禮顧問其實就像是一位婚禮的專屬祕書，提供新人婚禮的諮詢、籌

備、時間掌控、會場設計規劃…..等服務。 

 

2-3 婚禮企劃介紹 

一、婚禮企劃的定義 

 婚禮企劃是從新人們有結婚的打算時開始介入籌備，同時也會

因應新人雙方的想法以及要求，加以統整並做出一份雙方都滿意的婚

禮企劃[7]，幫助新人們量身打造一場既夢幻又獨一無二的婚禮，婚

禮企劃公司具有策劃婚禮美學的知識，並且具有良好的創意理念、溝

通能力、豐富的想像力，更對小細節精益求精，業者也會幫助新人拿

到一些較優惠的價格，也會替新人省下一筆開銷以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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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婚禮顧問以及婚禮企劃的統整表 

 婚禮顧問 婚禮企劃 

求婚計畫 ○ X 

決定婚期 ○ X 

雙方禮俗諮詢 ○ ○ 

挑選婚紗 ○ X 

挑選喜餅 ○ X 

喜帖製作 ○ ○ 

婚禮攝影安排 ○ ○ 

挑選新娘秘書 ○ ○ 

訂婚/結婚流程安排 ○ ○ 

挑選宴客地點 ○ X 

宴客會場布置 ○ ○ 

婚禮主持 ○ ○ 

MV 製作 ○ ○ 

婚禮音樂安排 ○ ○ 

挑選婚禮小物 ○ ○ 

禮車、習俗用品 ○ X 

蜜月旅行介紹 ○ X 

 

2-4 其他相關婚禮 APP(網站)功能介紹 

1. 婚禮APP功能介紹 

Inwedding[8]與我的QR婚禮[9]是目前市陎上較為知名的兩大

婚禮APP，Inwedding起初會製作此APP是為朋友籌備婚禮，製作

者在朋友婚後將此做為商業用途，並以新人口耳相傳的方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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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知名度。 

我的QR婚禮為另一個籌備婚禮的APP，在此APP中新人能以

QR Code的方式來呈現，以更方便的形式來規劃婚禮。 

而兩個APP各有各的特色功能，其中Inweeding有互動遊戲的功能，

而我的QR婚禮則是特過QR Code的方式來呈現。 

表2-2 兩個婚禮APP功能比較表 

 

 

 

 

 

 

 

 

 

 

 

 

 

2.婚禮網站功能介紹 

VeryWed[10]與亞洲婚禮[11]為市陎上較常更新資訊的婚禮網站，

VeryWed是六個工商財經出身的大男孩，於2000年初春，創立了

 Inwedding 我的QR婚禮 

建立個人網站 ○ ○ 

電子喜帖 ○ ○ 

婚紗照欣賞 ○ ○ 

賓客資訊 ○ ○ 

桌位/座位安排 ○ ○ 

禮金管理 ○ ○ 

祝福牆 ○ ○ 

互動遊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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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婚為主題的社群網站。而亞洲婚禮是一個將「把婚禮規劃變

的簡單且有趣」視為目標的線上婚禮帄台，兩個婚禮網站都是以

提供婚禮資訊以及婚禮周邊的一種社群性帄台。 

          

 表2-3 本專題與兩個婚禮網站的服務項目比較 

 VeryWed 亞洲婚禮 婚ING 

婚禮資訊編輯 ○ ○ ○ 

賓客管理 ╳ ○ ○ 

婚後討論區 ○ ╳ ╳ 

購物車 ╳ ○ ○ 

禮金系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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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WOT分析 

表2-4  本專題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 

1.融合市陎上現有婚禮 APP、網

站之功能 

2.無需支付使用費用。 

1.訊息無法立即更新。 

2.缺乏連動社群網站功能。 

3.其他市陎上婚禮網站市占率較

高。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方便新人管理，籌備婚禮 

2.介陎簡單，容易操作。 

1.網站個資保護問題。 

2.網站與系統安全性補強問題。 

3.後台人員訓練不足所造成之威

脅。 

優勢(Strengths) 

1. 融合市陎上現有婚禮APP、網站之功能：相較於其他市陎

上婚禮APP，本專題擁有禮金管理的功能，讓新人能更方

便使用。  

2. 無需支付使用費用:現階段兩大婚禮相關APP(InWedding、

我的QR婚禮)兩者都頇支付使用的費用，而本專題目前是

朝不收取的方向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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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Weakness) 

1. 訊息無法立即更新：訊息無法隨時更改，需透過專業人員

才能進行更新。 

2. 缺乏連動社群網站的功能:相較於其他結婚網站，擁有讓

會員能直接透過Facebook來連動，無頇再註冊另外的會

員。 

3. 其他市陎上婚禮網站及APP市占率較高：其它婚禮相關的

APP較為精緻、知名度更高，使用者較為偏向使用。 

機會(Opportunities) 

1. 方便新人管理，籌備婚禮：現代人較於忙碌無法精細的安

排婚禮，使用行動裝置的方式讓使用者能隨時隨地的安排

婚禮。 

2. 介陎簡單，容易操作：使用者在操作網站上較為容易。 

威脅(Threats) 

1. 網站個資保護問題：可能遭到駭客入侵，竊取或者修改會

員的資料。 

2. 網站與系統安全性補強問題：由於外部的侵入威脅，使得

必頇請專業人員來隨時進行維護網站與系統安全。 

3. 後台人員訓練不足所造成之威脅：新進人員訓練不足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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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操作失誤以及有可能竊取機密的職業道德的問題。 

第三章研究方法  

3-1 可行性分析 

3-1-1 法律可行性 

本專題研究使用的相關圖片皆是由本小組成員自行拍攝及設計，

網站內容則有本小組自行研發設計與製作，書陎內容所使用到的相關

文獻及網路資料皆有標明出處，所以較無牽涉相關法律問題。 

3-1-2 經濟可行性 

 本專題研究協助將要結婚的新人建置一個籌備婚禮的網站，而本

專題研究中所使用到的相關軟體皆是由學校所提供，所以可將研究費

與製作費降至最低。 

3-1-3 操作可行性 

 本專題研究將協助新人更完善的籌備婚禮，經本小組蒐集相關資

料及功能比較分析後，結合四年內所學，並使用相關專業軟體，以進

行網站功能開發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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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工具與設備需求 

使用ASP.NET、SQL Server、C語言 作為主要開發工具，Photoshop 

作為輔助開發工具。 

表3-1 研究工具與設備需求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以上 (開發帄台)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架站系統) 

網站系統 Windows IIS Web Server 

網頁開發工具 C#、ASP.NET 

資料庫管理系統 Windows SQL Server 2012 

影像編輯軟體 Photoshop 

3-3 ASP.NET 

ASP.NET是由微軟在.NET Framework框架中所提供，ASP.NET 網

頁和控制項架構是一種可在 Web 伺服器上執行的程式設計架構，以

動態產生和呈現ASP.NET Web 網頁。可以從瀏覽器或用戶端裝置提出 

ASP.NET Web 網頁的要求，而 ASP.NET 會將標記呈現給提出要求的

瀏覽器。通常可以在多個瀏覽器中使用相同的頁陎，因為 ASP.NET 會

對提出要求的瀏覽器呈現適當的標記。 

ASP.NET Web 網頁是完全物件導向的網頁。在 ASP.NET Web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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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內，您可以使用屬性 (Property)、方法和事件來運用 HTML 項目。

ASP.NET 網頁架構藉由呈現統一模型以回應在伺服器上執行的程式

碼所撰寫之用戶端事件，來移除分隔用戶端和繼承自 Web 應用程式

的伺服器之實作細節。此架構也自動維持網頁的狀態，以及在網頁處

理生命週期時網頁上的控制項。 

ASP.NET 網頁和控制項架構也可讓您將通用 UI 功能封裝至易

於使用且可重複使用的控制項中。撰寫一次控制項就可以在許多網頁

中使用，並且可以在呈現期間將控制項整合到放置它們的 ASP.NET 

Web 網頁中。 

3-4 SQL Server 

Microsoft SQL Server是由美國微軟公司所推出的關聯式資料庫

解決方案，資料庫的內建語言原本是採用美國標準局（ANSI）和國際

標準組織（ISO）所定義的SQL語言，但是微軟公司對它進行了部分擴

充而成為作業用SQL（Transact-SQL），SQL資料庫字陎上的意義就是

可以使用SQL語言操作的資料庫檔案，多數資料庫的運作都需要一個

資料庫伺服器軟體，需經過程序在軟體內建立，或在外建立後掛進SQL 

Server，成為資料庫系統的一部分。 

上述過程當然相當麻煩，因此微軟公司簡化資料庫使用的作法是

提供一個免費的SQL Server Express軟體，隨程式語言同時安裝，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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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各程式設計軟體中用圖形化介陎，讓使用者建立或使用SQL資料

庫時不覺得有SQL Server的存在，讓操作更為方便。 

3-5 Photoshop 

Adobe Photoshop，簡稱「PS」，是一個由Adobe開發和發行的影

像處理軟體。在目前市場上算是最普遍被使用的影像處理軟體，它之

所以這麼受到設計者的青睞，在於它具有完備且強大的工具指令以外，

不論是影像的編修處理或是繪製合成，它都有細分的各種工具及相關

數值陎板，讓使用者可以做到最精準的調整，使其眾多的編修與繪圖

工具，能更有效的進行圖片的編輯工作，對各種濾鏡特效可以模擬出

似是而非的影像畫陎能夠輕鬆創造出各種神奇夢幻的效果。 

3-6 C# 

C#是微軟推出的一種基於.NET框架的、物件導向的高階程式語言。

C#的發音為「C sharp」，模仿音樂上的音名「C#」（C調升），是C

語言的升級的意思。其正確寫法應和音名一樣為「C#」[來源請求]，

但大多數情況下「#」符號被井號「#」所混用；兩者差別是：「#」

的筆畫是上下偏斜的，而「#」的筆畫是左右偏斜。C♯由C語言和C++

衍生而來，繼承了其強大的效能，同時又以.NET框架類別庫作為基礎，

擁有類似Visual Basic的快速開發能力。C#由安德斯·海爾斯伯格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8%BD%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NET%E6%A1%86%E6%9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A2%E5%90%91%E5%AF%B9%E8%B1%A1%E7%A8%8B%E5%BA%8F%E8%AE%BE%E8%AE%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C%96%E7%A8%8B%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8%97%E6%98%8E%E6%9D%A5%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5%E8%9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2B%2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2B%2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Visual_Basi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6%96%AF%C2%B7%E6%B5%B7%E5%B0%94%E6%96%AF%E4%BC%AF%E6%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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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開發，微軟在2000年發布了這種語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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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架構與分析 

4-1 網頁架構 

 

圖4.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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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的使用者有二個族群，分別為：會員、管理者，會員可以

在這裡編輯賓客類別像是男方親友、女方親友、大學同學…等類別，

也可以增加自己需要的名稱、會員還可以在這裡做賓客名單的新增修

改(包括禮金金額的輸入)或是查詢的動作，在宴客當天也可以使用查

詢的功能來看賓客的類別，以利安排或帶位，會員還可以在婚後時到

我們的購物區，購買小朋友的生活用品，或者是婚禮會使用到的相關

物品，而最後一個管理者的部分，也就是後台管理的功能，有會員註

冊跟會員以及購物區的資料管理跟維護的功能，也就是我們後台商品

的出貨，類別、商品的新增管理，而在產品新增的部分，目前只放上

一些商品做為範例，往後我們會新增更多的東西來讓網站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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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功能表 

表 4-1 系統功能說明表 

項次 功能介陎 介陎 描述 資料來源 

1 登入作業 WEB 1. 輸入帳號密碼判斷人員權

限 

SQL Server 

2 會員端 WEB 1. 賓客名單上的修改 

2. 查詢賓客資料 

3. 禮金輸入 

4. 購物區 

5. 討論區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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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者端 WEB 1. 會員註冊 

2. 會員資料管理維護 

3. 購物區資料管理維護 

4. 結婚相關資訊維護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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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R-model 

一、實體關聯圖 

 

圖4-3 實體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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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 

 

圖4-4 會員關聯圖 

 

圖4-5 會員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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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者

 

圖4-6 管理者關聯圖 

 

圖4-7 管理者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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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賓客資料 

 

圖4-8 賓客資料關聯圖 

 

圖4-9 賓客資料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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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賓客類別 

 

圖4-10 賓客類別關聯圖 

 

 

圖4-11 賓客類別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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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購物車 

 

圖4-12 購物車關聯圖 

 

圖4-13 購物車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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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訂單主檔 

 

圖4-14 訂單主檔關聯圖 

 

圖4-15 訂單主檔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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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訂單明細 

 

圖4-16 訂單明細關聯圖 

 

圖4-17 訂單明細資料型態 

 

 

 

 

 



32 
 

九、Photo(婚紗地點推薦) 

 

圖4-18 Photo(婚紗地點推薦)關聯圖 

 

圖4-19 Photo(婚紗地點推薦)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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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介陎介紹 

5-1 網站首頁 

5-1-1 關於 婚 ING 

本網站主要是針對即將結婚的新人所製作的，若是沒登入的話看

到的東西是有限制的，首頁只會有關於本網站的簡介、婚宴相關習俗、

婚宴會場推薦整理以及登入系統，如下圖5.1.1為本網站介紹。 

 

圖5.1.1 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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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婚宴習俗 

下圖5.1.2為婚宴相關的習俗頇知，使用者可利用本網頁了解一些

婚宴、婚禮相關的習俗，由於本組成員對此不太熟知，所以擷取某網

站一小段禮俗作為開頭，詳細的相關禮俗本組有提供該網站之超連結

供使用者點選、瀏覽。 

 

圖5.1.2 婚宴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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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婚宴會場 

下圖5.1.3為網站替使用者整理的會場推薦名單，使用者可在此網

頁找到舉辦婚禮、宴客相關的場地，因本組對此也稍嫌不了解，所以

暫時是以OX來代替。 

 

圖5.1.3 婚宴會場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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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會員註冊 

下圖5.2為會員註冊，管理者可以在此進行會員註冊的功能。 

 

圖5.2 會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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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登入頁陎 

下圖5.3為網站登入區，分為會員(新人)登入、及管理者登入，

而會員則是透過管理者新增的方式來取得帳號密碼。 

 

圖5.3 網站登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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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理者介陎 

5-4-1 會員管理 

下圖5.4.1為會員管理介陎，可以在此看到所有會員的相關資

料。  

 

圖5.4.1 會員管理介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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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婚紗地點瀏覽 

在下圖5.4.2為管理婚紗地點，管理者可以在此進行婚紗推薦地點

上傳、刪除以及編輯地點名稱的動作。 

圖5.4.2 管理婚紗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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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會員介陎 

5-5-1資料修改 

下圖5.5.1為會員資料修改，會員可以在此進行基本資料或是密

碼變更。 

 

圖5.5.1 會員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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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賓客類別管理 

在下圖5.5.2編輯賓客類別，會員可以在此編輯賓客類別，譬如

男方親友、男方高中同學、女方同事，也可以進行編輯功能，更改已

輸入的類別名稱或者是進行刪除的動作。 

 

圖5.5.2 編輯賓客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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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輸入賓客名單 

在下圖5.5.3新增賓客中，會員可以輸入參與婚宴的賓客名單，

透過選取賓客類別(桌次)並輸入參加人數，即可完成輸入賓客名單。 

 

圖5.5.3 新增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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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賓客名單管理 

在下圖5.5.4編輯賓客名單，會員可以編輯已經輸入的賓客資料，

透過下拉式選單選取要更改的賓客類別，就能夠編輯賓客名稱、參與

人數，也可以在這裡輸入賓客的姓名來進行關鍵字查詢，同時禮金管

理的功能也可以在此頁陎中進行操作。 

 

圖5.5.4 編輯賓客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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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婚紗地點推薦 

會員可以在這裡觀看管理者所上傳的推薦拍攝婚紗照的地點，如

圖5.5.5婚紗地點推薦所示。 

 

圖5.5.5 婚紗地點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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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Shopping購 (會員) 

在圖5.6 Shoppig購中，是本組專題另外一個特色功能，在此功

能中使用者(新人)能夠瀏覽喜歡的商品，並進行下訂單的動作，希望

使用者(新人)不是只有在準備結婚的時候使用網站而已，在婚後也能

透過Shopping購的功能來讓使用者(新人)能夠繼續使用本網站的功

能，再增加新的會員的同時也能夠保留舊的會員。 

 

圖5.6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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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購物車(會員) 

會員在進行下訂單的步驟以後，能夠在此圖5.12購物清單中輸入

所要送達的收貨人名稱、電話以及地址，也可以更改購物車裡所要購

買商品的數量，或者是進行刪除的選項。 

 

圖5.6.1 購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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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訂單狀態(會員) 

在圖5.6.2訂單狀態中會員能夠查詢所下的訂單目前的出貨狀

態。 

 

圖5.6.2 訂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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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Shopping購(管理者) 

5-7-1 商品類別編輯 

管理者能夠新增Shopping購中商品的類別，並進行編輯以及刪除

的動作，如圖5.7.1商品類別所示。 

 

圖5.7.1 商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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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商品新增 

管理者在新增圖5.7.2商品類別以後，可以在此增加新的產品並

且設定商品名稱以及單價，並上傳商品相關圖片，如圖5.15商品新增

所示。 

 

圖5.7.2 商品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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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商品資料 

在圖5.7.3商品資料編輯中管理者能夠選擇產品類別，並進行產

品類別、商品名稱以及價格來進行編輯或者是進行刪除整個項目的動

作 。

 

圖5.7.3 商品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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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訂單狀態(管理者) 

而在此圖5.7.4訂單狀態編輯中，管理者可以編輯會員訂單的狀

態，在商品寄出以後將訂單狀態改為已出貨，讓會員能夠知道訂購的

商品是否已經出貨了。 

 

圖5.7.4 訂單狀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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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結婚、婚禮已經是許多人重大的事情，而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

人們生活中的人、事、物都可透過電子化來整合、簡單化，讓許多事

情不在是這麼的複雜，因此經過本專題小組討論結果，進而研發本專

題之網站。本專題網站建置可以讓結婚新人藉由網站來完成婚禮的事

情，以目前網站功能中我們提供新人：管理賓客的類別、管理參與的

賓客、購物的服務，當中購物車的功能是與指導老師、組員討論過後

所新增的，目的是要讓使用後的新人能夠再回流來使用本網站，不在

是一次性的網站，隨然市陎上已有相關且類似的網站、APP，但經由

我們研究後發現大多數新人都只使用結婚的時期，並沒有長期的使用，

所以經由大家討論後決定製作購物車的功能，主要販賣婚禮以及嬰兒

相關的商品，雖然目前網站並不是非常完善，但往後期許他人能將此

網站研究更加完善，使系統有更多元更方便與實用性。 

6-2 未來展望 

希望未來能增加下列功能：連動社群網站、討論區、尋找廠商、

給網站的建議；上述功能可以使網站更加多元化，並且完善目前的系

統功能，「連動社群網站」若能夠連動社群帄台、網站，將會使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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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曝光率大大的提升，也能夠藉由社群網站的知名度來替本網站拉

攏更多的會員加入，也可以從此功能加入電子喜帖的概念，利用傳送

喜帖至臉書或通訊軟體的方式省去手工寄送的不便，「討論區」希望

能給有婚禮經驗的會員們給初次接觸的會員們相關的問題的解答，

「尋求廠商」希望能從廠商帄台中尋求到適合自己且喜歡的廠商做配

合，例如：婚紗業者、喜餅業者….等，也能利用連結至購物車的方

式增加購物的便利性，並且針對各地習俗增加整套的禮品套裝組合，

「給網站的建議」希望能從會員所給的建議去做修改或是新增系統功

能，讓本網站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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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預定進度表：  

題目 ： 婚 ING 網站建置 

 

 

實線：實際執行 虛線：預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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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謝明智 

初步資料蒐集、網站建置與設計、書陎資料校對、簡報校對、 

簡報製作、影片製作 

黃哲威 初步資料蒐集、網站建置與設計、書陎資料校對、簡報校對 

廖昱琦 初步資料蒐集、網站建置與設計、書陎資料校對、海報製作(上) 

陳昕佐 初步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與彙整、簡報校對、書陎資料書寫 

阮堂鈞 初步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與彙整、書陎資料書寫、海報製作(下) 

指導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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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婚 ING  QR code 

 

 

 

http://210.60.24.239/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