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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隨著網路時代崛起，網路已成為人們密不可分的角色，2014 年使

用網路人口成長了 31%，2015 年成長了 21%，使用人口每年都在成

長，各個公司行號都需要設計自己的網站來做網路行銷。 

 

本專題研究主要是協助慈興幼兒園建立其園所網站，因幼兒園無

正式官方網站，園方希望透過本校專題，建立一個屬於幼兒園的官方

網站。 

 

網站增加家長與園所間的溝通及互動，讓孩童在幼兒園區的生活

雜事能一目了然，並且提供平台讓家長討論及留言，查看相關幼兒園

資訊、交通及聯絡方式能，清楚表達園方資訊、地圖、聯絡資訊、並

能達成家長與教職員們的交流、觀看孩童們在校的生活點滴。 

 

關鍵字：官方網頁、幼兒園、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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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快速的發展，不再是藉由平面媒體、報章

雜誌或是郵件來取得資訊，而是以快速的網路來做交流與分享資訊，

因此網際網路已成為人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個重要角色。 

因為網路普及化的關係，各個企業也設計屬於自己的特色網站，

不僅能夠推廣商品，更能打響知名度，減少大量廣告成本。如何建置

一個符合業者需求，以及如何與其他同業競爭，這是設計網站很重要

的課題之一。 

近年來因少子化關係，幼教行業相對競爭，如何善用網路規畫、

設計網站來吸引家長目光，進而達到宣傳及招生的效果。因此藉由此

次專題研究主題，為慈興幼兒園設計網站，全體組員也與園所討論過

後，園所方面表達他們的需求，於專題會議時再度討論網站所需功能

並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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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目的 

從各公私立幼兒園的網站發現到，每家設計的元素因需求而有所

不同，有許多各式各樣的頁面型態，這些都是希望讓家長更能了解學

校創校理念、課程特色，並從活動照片中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及

獲取學校活動及重要訊息的來源。 

本次專題研究對象為私立慈興幼兒園，因幼兒園目前還沒有規劃

製作出完整的網站，藉由這次的專題幫幼稚園製作完整的網站，經過

和園所及小組共同討論後，將設計適合園所需求的頁面，讓幼兒園網

站能發揮其更有效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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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流程 

1. 確定主題:整體組員與專題指導老師討論專題主題並確認方

向、目標。 

2. 研究目的與動機:整體組員至幼兒園了解園所背景，並和園所

討論網站的需求，進而規劃所需要的設計元素。 

3. 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找製作網站的輔佐資料，並蒐集相關的

網站比較各家功能與版面配置。 

4. 系統規劃:體組員與專題指導老師討論後，選擇要建置網站所

使用的軟體與語法，決定好基本功能與樣式。 

5. 網站建置:全體組員與專題指導老師共同討論，設計規劃網站

的初步架構，再擬定出適合幼兒園的網站基本功能和架構。 

6. 系統測試: 建置完成的網站，實際線上運作測試，發現若有

問題要再和組員及專題指導老師討論需要增加或修改其功

能。 

7. 成果報告:口試報告時，聆聽專題指導老師與口試指導老師的

指教，並將有問題的部分做最後修改。 

8. 專題完成:確定網站功能與完成書面資料，兩者皆沒有問題即

完成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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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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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文獻探討 
官方網站目的是行銷自身的網站，增加潛在客戶，探討網際網路

的使用情況。 

 探討網際網路的使用情況 

根據國際電訊聯盟資料顯示，網際網路各國使用情形，不論是開

發中國家還是已開發國家，每年都是非常穩定的成長，說明網路對於

國家發展是非常重要的[4]。 

 

圖 2-1 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網路使用人數比較圖 

 網路行銷 

1. 介紹你是誰、你做什麼，或能為別人做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知名的品牌或公司（像是可口可樂或微軟），那麼

你肯定有資格不必來形容你是誰和做什麼，但實際情況是，大多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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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仍然需要這麼做。 

2. 試著努力讓目標受眾有所共鳴 

一個好的網站需要跟對的人說對的話，請盡量避免官方說法或鬼

扯淡，因此，請務必了解與釐清誰是你的目標客戶。不要試圖跟全世

界的所有人對話，這種口吻與方式真的很難有共鳴的！ 

3. 大膽說出你的獨特價值主張 

顯示獨特價值主張是人們選擇你，而不是選擇你競爭對手最好的

方式，而這同時也關乎於你的商業模式。 

我認為差異性、獨特性是在數以億計網站中脫穎而出的關鍵之一，

而且往往無法被輕易複製，別人就算模仿也無法學到精隨。 

4. 優化多螢幕的可看性和使用性 

現在上網不再只是使用單一裝置的時代了，因此針對不同上網裝

置、尺寸、瀏覽器進行測試和調整是網站優化的一小步，卻是使用者

體驗的一大步。趕快跟上潮流吧！ 

5. 目的 

幾乎每個網頁的存在都有它的目的性，如果要有效轉換就需要懂

得引導訪客去行動，不論是免費試用、註冊會員、立即購買或了解更

多[1]。 

 吸引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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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群網站搜尋引擎 

為什麼社群網站的搜尋引擎很重要？因為輸入關鍵字即可找到

相關話題及發言人，發現您的潛在客戶和競爭對手，掌握關鍵趨勢。

舉例而言，若您是經營女性服飾的商家，可搜尋相關字詞「洋裝」、

「女性時尚」等，了解消費者的觀點與喜好，得知當前的熱門話題；

或使用公司帳號加入討論，讓大眾對您的公司產生印象。此外，當有

人對服飾搭配、布料材質有疑惑時，您可適時地跳出來展現公司專業

度，說明材質特性、洗滌方式以及合宜的穿搭方式等，提供有用的資

訊可讓大眾對您產生信賴感，有利於品牌經營。 

2. 好資訊要和大眾分享 

當您看到有人發表和企業相關的有用資訊，不要吝嗇與大眾分享，

立即轉發吧！不論是圖片、文章還是影片，只要是能結合您的網站內

容、又能讓消費者產生興趣的資訊，就是不可多得的好資訊。基本上，

分享本身就是一個免費廣告，越多人看到就越有效果，只要一個簡單

的動作就可幫發表者打免費廣告，也替自己的社群網站(或粉絲專頁)

增添豐富度。點下分享按鍵，可能會吸引更多人關注您的動態，甚至

和相關發表者成為朋友，拓展公司的社群發展，何樂而不為呢？ 

3. 善用社群網站的廣告 

有人的地方就是打廣告的最佳地點，這也是為什麼收視率高的節



8 
 

目，中間的廣告費用也特別貴。好消息是社群網站聚集了數億的人口，

您卻不必支付高昂的廣告費用，就能針對目標客戶進行廣告活動。您

可鎖定地點、性別、年紀等有效進行廣告，根據註冊人口的資料完整

度，還可掌握科系、婚姻狀況等相關資訊；若您是專賣兒童產品的商

家，可將廣告鎖定在媽媽等目標客群，不必把廣告費用花在對兒童產

品毫無興趣的消費者。 

透過社群網站的廣告效益分析，可得知消費者是透過何種管道購

買商品，追蹤消費者行為，進而調整社群網站的廣告活動。 

4. 維繫既存客戶的友好關係 

在拓展新客戶同時，千萬別忘了已經為您帶來效益的既存客戶。

您和客戶的關係不是結案就結束，未來客戶若有相關需求，極有可能

先洽詢合作過的您！當然，前提是兩者要合作愉快，保持友好關係。

如果您的服務甚佳，這些既存客戶也會推薦給需要的朋友，為您開拓

商機[2]。 

 網頁設計注意事項 

1.網頁必需要有良好的「動線」 

也就是網站中每個頁面間的連結必需讓瀏覽者十分清楚，隨時讓

瀏覽者知道目前是處在網站的那個單元，此外，也建議最好為您的網

站加上「網站導覽(SiteMap)」或「全文檢索」，以提供瀏覽者更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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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資訊。 

2.避免過多不必要的元素 

過多的圖片、動畫，事實上是會影響網站及網友瀏覽的品質的，

所以我們建議網站中，除非必要，否則應該盡量少使用一些「無義意」

的元素，例如：視覺性沒有義意的 Flash 動畫及圖片、背景音樂、沒

有必要的 JavaScript 特效或程式…等。所以如何兼具網站視覺的美感

精緻度及網站的下載速度與動線，將是設計人員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3.網站風格符合企業形象 

為了加深瀏覽者的印象及消費者對企業或商品的形象，網站製作

的風格必需要與企業的 CIS 一致，才能突顯網站或企業的特色。當然

設計一個與眾不同的網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4.文字或標題必需明確且一目瞭然 

網友到我們網站瀏覽，如果沒有在 30 秒內看到對他們有興趣的

文字或標題資訊，通常會直接選擇離開我們的網站到其它相關甚至同

業的網站去瀏覽。所以網頁中明顯且吸引人的文字標題就十分重要了，

尤其是網站的「首頁」，一般而言，首頁是整個網站中，最多人瀏覽

的地方，所以網站首頁的文字必需花些心思來編寫。 

5.豐富的資訊及內容 



10 
 

網站內容越豐富，資訊越完整，將會讓網友願意停留更多的時間，

甚至會推薦給親朋好友來瀏覽，如此一來將會造成我們網站有更多的

人氣，也勢必為我們的網站創造更多的商機。一般網站所提供給網友

的資訊有「商品資訊、教學資訊、常見問題、參考文件、相關報導、

技術支援、相關討論…等」。 

6.系統功能人性化 

大多數的網站為了加強資訊發佈的即時性及增加與網友互動的

機會，通常會於自已的網站加上系統功能。系統功能好處在於可以自

已由後端管理系統即時的發佈或變更最新的資訊，並且能取得客戶的

資訊，例如：「訊息管理系統、商品管理系統、會員管理系統、訂單管

理系統、討論區或留言版系統…等」。在製作這些有利於網站的系統

前，一定要做好系統分析及流程規劃，盡量讓網友使用操作上更為人

性化，才能提高網友使用的意願、同時也能讓使用後端系統的管理人

員使用上更加便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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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系統規劃及設計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慈興幼稚園，位於台中市梧棲區，目前園方教職

員約 20 位，班級共 8 班，學生人數約 120 位。 

由於園方缺乏一個完整的官方網站，因此本專題研究利用園方提

供的資料及需求，討論設計並規劃建置一個符合園方的網站。 

 

一、 慈興幼兒園沿革  

1. 97 年 12 月 20 日–慈興托兒所落成 

2. 98 年 04 月 06 日–慈興托兒所正式啟用 

3. 101 年 04 月 30 日–改制為『臺中市私立慈興幼兒園』 

二、 辦學理念 

1. 讓孩子往品德紮根是慈興幼兒園所有教職員的願景。 

2. 善加引導幼兒發揮純善的本質、天真的本心，有如孔子所說：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3. 啟蒙人格建立與智慧潛能的起步，過與不及都將導致幼兒行

為偏差或揠苗助長。 

4. 慈興幼兒園更著重於「禮儀精神」與「才德兼備」。 

5. 禮儀精神，使孩子在幼兒階段常規良好，培養良好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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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常規將使孩子視野遼闊、延伸多元快速學習的意願。 

6. 才德兼備，讓孩子在團隊中培養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由良

好的家庭倫理延伸至社會人際關係的融合、祥和。 

 

 系統架構 

幼兒園網站類型非常多，挑選與此研究設計的網站功能相符來參

考，經由此表能得知大部分的幼兒園網站都有提供基本的功能選單，

讓淺在使用者或是在學學子的家長在瀏覽頁面時，能夠清楚了解園方

相關教育理念，使用教材及上課花絮，進而與其他園方比較，替小孩

選擇適合的上課環境和風格。 

本研究替慈興幼稚園建置一個網站，讓快速提供孩童家長關於園

所資訊，讓孩童家長能夠快速的了解園所的所有項目與訊息；不僅有

助於幫助孩童家長了解該園所訊息，在無形中也能夠幫助園所在孩童

家長心中增加印象，並了解孩童在幼稚園的一舉一動。 

參考其他網站及學長姐的作品：利用其他幼稚園知道自己做出來

的網站需要哪些功能，例如：相關法令規章、餐點設計、收費標準、

輔助政策、活動專區、基礎評鑑結果查詢等等…並分類清楚，讓訪客

能一進來就一目了然。 

實際參訪：也實際到訪幼稚園，詢問有需要新增那些功能，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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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有哪些該注意之事項，全力配合外，確保合作順利。 

表 3-1 網站功能比較表 

劍橋幼兒園: http://www.jcschool.com.tw/news.php[5]。 

善美真教育機構: http://waldorf.org.tw/beautiful/dad&ma.html[6] 。 

      網站 

功能 
劍橋幼兒園 善美真教育機構 慈興幼兒園 

首頁(教育理念) ✓ ✓ ✓ 

關於我們 ✓ ✓ ✓ 

最新訊息 ✓ ✓ ✓ 

公告資訊 ✓ ✓ ✓ 

活動花絮 ✓ ✓ ✓ 

交流天地 (留言板) ✓ ✓ ✓ 

相關連結 X ✓ ✓ 

才藝課程介紹 ✓ X X 

http://www.jcschool.com.tw/news.php
http://waldorf.org.tw/beautiful/dad&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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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慈興幼兒園討論，並參考其他兩家幼兒園網站功能，來規劃慈

興幼兒園的網站架構，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系統架構 

  

首頁

關於我們

教學特色

師資介紹

地圖

最新訊息

活動訊息

政府公告

公告資訊

行事曆

作息表

活動花絮

活動相片

活動影片

交流天地

留言板

相關連結 管理系統

後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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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規劃 

3.3.1 最新訊息資料表(news) 

最新資料：以下是最新資料的資料表，包含編號、名稱、標題、

內容、日期時間、日期、點閱數，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最新訊息資料表 

欄位 型態 主鍵 

允

許

Null 

註解 備註 

serial int(10)  否 編號 1 

name varchar(12)  否 名稱  

subit varchar(255)  否 標題  

message text  否 內容  

ps text  是 備註  

datex datetime  否 
日期時

間 04:03:25 
2017-03-28 

date date  否 日期 

enteralbum Int(11)  是 點閱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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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活動花絮-資料表(products) 

包含編號、名稱、排序、內容，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活動花絮資料表 

欄位 型態 主鍵 允許

Null 
註解 例子 

id int(8)  否 編號 1 

name varchar(150)  否 名稱 子輿 

no int(8)  否 排序 100 

pic varchar(120)  否 路徑 
../images/2017-03-

27/ 
58d8dc0f7fb57.jpg 

3.3.3 管理者-資料表(member) 

管理者資料表：以下是後台管理者資料表，包含編號、帳號、密

碼，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管理者資料表 

欄位 型態 主鍵 允許

Null 
註解 例子 

id int(8)  否 編號 1 

username varchar(30)  否 帳號 tszshin 

userpass Varchar(30)  否 密碼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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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交流天地-資料表(datails) 

交流天地(留言板)：以下是交流天地資料表，包含編號、主題、

內容、發布時間、回覆內容、回復時間，如表 3-5 所示。 

表 3-5 交流天地資料表 

欄位 型態 主鍵 允許

Null 
註解 例子 

detailid int(11)  否 編號 1 

name varchar(255)  否 主題 請問學費? 

words text  否 內容  

newsdate datatime  否 
發布時

間 

2017-02-01 
12:07:00 

backm text  是 
回復內

容 
 

backdate datatime  是 
回復時

間 

2017-02-01 
1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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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工具 

本研究目前使用免費虛擬主機 000webhost、影像處理軟體 Adobe 

PhotoShop、小畫家、PHP 程式語言、Sublime 編輯器、MySQL、

PHPMyadmin 來建置。 

3.4.1 網頁免費空間 000WebHost 

1. 市面上的免費空間也非常多元且複雜，挑選適合的免費空間

可以使專題進度順利進行，並在後續維護可以更加簡單，按

照價格、空間、每月流量、優缺點、操作性來挑選，參考這

三個網站比較過後，最終挑了免費大空間及大流量的

000Webhost，使用上也非常的簡單，免費空間的比較表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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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免費空間比較表 

網頁空間 000Webhost Byethost SiteGround 

價格 基本功能免費 基本功能免費 每月 $120 

空間/流量 1.5GB/100GB 1G/50GB 無限制 

優點 
大容量及流量的 

免費空間。 
有中文介面。 

連線速度非常快，24

小時服務。 

缺點 
需定期登入後台，否

則網站被下架。 

速度不快， 

偶爾會當機。 
後台版本過舊。 

操作性 容易 容易 普通 

總結 
升級之後，三個網頁空間的容量以及流量皆為無限制，但比較操作性

與優缺之後，最後選擇 000Webhost 來當作使用的免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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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webhost 提供免費虛擬主機 (Free Hosting)和正式用戶

(Premium Hosting)兩種服務。免費主機保證終身免費，而且

完整支援 PHP 和 MySQL，1500MB 的空間、每月 100GB 流

量和 5 個 Email 信箱的限制，對於個人網站、部落格和工作

室網站來說已經綽綽有餘。而且可以申請正式的網域名稱，

不需要侷限在一般免費網頁空間的網域名稱限制中，但完全

自訂網域名稱仍須自行付費[7]。 

 

圖 3-2 00webhost 操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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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PHP 程式語言 

PHP 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尤其是在網頁程式的開發上。一般來

說 PHP 大多執行在網頁伺服器上，透過執行 PHP 程式碼來產生使用

者瀏覽的網頁。PHP 可以在多數的伺服器和作業系統上執行，而且使

用 PHP 完全是免費的[8]。 

3.4.3 Sublime Text 編輯器 

Sublime Text 是一套跨平台的文字編輯器，支援基於 Python 的

外掛程式。Sublime Text 是專有軟體，可透過套件（Package）擴充本

身的功能。大多數的套件使用自由軟體授權釋出，並由社群建置維護

[9]。 

3.4.4 Adobe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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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處理軟體；一般常使用的功能有圖片完美去背、網站的文字藝術效

果、處理較複雜的圖片合成[10]。 

3.4.5 PHPMyadmin 

phpMyAdmin 是一個以 PHP 為基礎，以 Web-Base 方式架構在網

站主機上的 MySQL 的資料庫管理工具，讓管理者可用 Web 介面管理

MySQL 資料庫。藉由此 Web 介面可以成為一個簡易方式輸入繁雜

SQL 語法的較佳途徑，尤其要處理大量資料的匯入及匯出更為方便。

其中一個更大的優勢在於由於 phpMyAdmin 跟其他 PHP 程式一樣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dobe_System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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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伺服器上執行，但是您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這些程式產生的

HTML 頁面，也就是於遠端管理 MySQL 資料庫，方便的建立、修改、

刪除資料庫及資料表。也可藉由 phpMyAdmin 建立常用的 php 語法，

方便編寫網頁時所需要的 sql 語法正確性[11]。 

 
3.4.6 小畫家 

小畫家是一個圖像繪畫程式，是微軟公司 Windows 作業系統的

預載軟體之一[12]，做專題時，主要拿來合成簡單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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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比較表 

市面上許許多的資料庫系統，如何選擇最適合的資料庫，挑選了

MySQL、Oracle、SQL Server 這三款資料庫來做比較價格、平台整合

度、程式整合性、介面操作性、安全性，資料庫的比較表如表 3-7 所

示。 

表 3-7 資料庫比較表 

資料庫 MySQL Oracle SQL Server 

價格 基本功能免費 個人使用免費 基本功能免費 

平台整合度 

可以在 Linux、

Windows 以及其

他平台上運行 

可以在 Linux、

Windows 以及其

他平台上運行 

可以在 Linux、

Windows 以及其他

平台上運行 

程式整合性 PHP JAVA ASP.NET 

介面操作性 適中 適中 容易 

安全性 安全 安全 有蠕蟲事件過 

總結 

沒有絕對適合，只有看個人需求，因為 PhpMyAdmin

有直接的支援組別使用的 000Webhost，方便我們架設

網站，難度也適中，故使用 MySQL。 

資料來源：CaryHsu - 學無止盡，不同資料庫的比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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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功能及規劃 

功能分為前台使用及後台管理，前台使用者可以瀏覽幼兒園網站

的公告資訊、最新訊息、活動花絮、留言板功能，後臺可做修改密碼、

最新訊息管理、活動花絮管理、留言板管理。 

 

圖 3-3 前後台架構 

 

 
  

首頁

前台使用

首頁
關於
我們

最新
息

活動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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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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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

最新訊
息管理

活動花
絮管理

留言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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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網站功能介紹 
 前台 

介紹前台的網站功能，包含首頁、關於我們、最新訊息、活動花

絮、公告資訊、交流天地、相關連結。 

4.1.1 首頁 

慈興幼兒園首頁：一進來幼兒園的首頁就有明確的選單按鈕提供

使用者選取需要功能，中間則為介紹幼兒園的五大教學理念，頁面下

方則有 Facebook 粉絲團連結、地址、電話、聯絡信箱和功能選單按

鈕。 

 
圖 4-1 首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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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關於我們 

關於我們頁面：有明確的 LOGO 和幼兒園名，介紹幼兒園的教

學特色、環境介紹、各班師資介紹及 Google 地圖標示，能讓家長更

清楚正確的地理位置。 

 

圖 4-2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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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最新訊息 

最新訊息頁面：此頁面可由後台發布、新增及刪除最新訊息，讓

家長能了解幼兒園活動訊息之公告，並隨時關注政府相關補助政策等

等。 

 

 

圖 4-3 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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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頁面：管理者定時更新上傳主題活動、上課照片，從照

片中家長能知道孩童上課情況及活動表演最美好的留念。 

 

圖 4-4 活動花絮 

4.1.5 公告資訊 

公告資訊頁面:此頁面用來發布行事曆、作息表等等….， 讓家長

們能了解孩童在幼兒園作息及上課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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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公告資訊 

4.1.6 相關連結 

相關連結頁面：提供相關教育資源網站，讓老師及家長能有更豐

富的資料，來教導孩童多元化的學習。 

 

 

圖 4-6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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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交流天地 

交流天地頁面：家長有任何問題都能在留言板詢問，能依留言內

容設地公開或是私密，保護個人隱私，透過親師交流，能夠了解孩童

狀況，給予適當的指導。 

 

圖 4-7 交流天地 

 
  



31 
 

 後台介紹 

介紹後台可以修改的資料，包含修改密碼、新增及管理最新訊息、

管理活動花絮、管理交流天地。 

4.2.1 修改密碼 

如要修改密碼，可由後台管理頁面的修改密碼中更換密碼，增加

安全性。 

 

圖 4-8 修改密碼頁面 

4.2.2 新增最新訊息 

如要新增最新訊息，可由這邊做新增的動作，並有樣式、格式、

字型大小等等，可供選擇。 

 

圖 4-9 新增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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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最新訊息管理  

如要修改或刪除最新訊息，可由這邊做刪除或修改的動作，從這

裡也可以得知文章的點閱數，非常方便。 

 

圖 4-10 最新訊息管理 

4.2.4 活動花絮管理 

如要新增、修改相簿可由這個頁面做上傳、修改的動作。 

 

圖 4-11 活動花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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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交流天地管理 

如要回覆遊客留言、刪除留言、修改版主的話，都可由這個頁面

做回覆及修改。 

 

圖 4-12 交流天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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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結論與未來展望 

 結論 

本專題研究針對慈興幼兒園架設網站的需求，並與組員及專題老

師討論規畫建設網站，希望家長們能透過幼兒園所提供的照片及資料，

接收到相關教育的訊息，及更了解孩童在學校的上課狀況。 

我們利用 000webhost 的免費空間設置一個幼兒園的網站，此空

間除了有大容量及流量，操作簡單，讓使用者容易的操作。 

因為有了後臺管理的功能，管理者可以做新增、修改、刪除等動

作來維護網站。而我們的網站也有做到圖文並茂，使畫面變得生動活

潑。 

 未來展望 

目前的網站整體規劃與設計，還有許多未發現的 bug 及樣式上的

缺失，未來希望能一一的發現及修正，另外線上空間的流量與空間永

遠不嫌多，如未來有發現更實用及免費或付費的空間，或許可以為網

站本身的使用上創造出更多效益及資訊。 

目前登入系統僅供後台管理者使用，如未來能力及資源夠，可以

再新增會員登入系統，讓會員可以瀏覽孩子們的生活歷程等等….，讓

家長使用網站後可以更接近孩子們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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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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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專題主題 

           

資料蒐集 

           

系統規劃 

           

網站建置 

           

系統測試 

           

書面簡報製作 

           

   預定進度： 

   完成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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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詹曜榮 
網頁架構規劃、前後臺網頁製作、資料庫設計建置、書

面報告製作。 

劉英君 
網頁架構規劃、海報設計、影片介紹設計、書面報告製

作。 

黃詩耘 
網頁架構規劃、資料蒐集、海報設計、邀請卡設計、書

面報告製作。 

張竣善 
網頁架構規劃、前後臺網頁製作、影片介紹製作、資料

庫設計建置、書面報告製作、簡報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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