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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資策會(2016)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消費者透過網路進行購物消

費金額，從 2014 年 21,681 元 到 2016 年 27,715 元，2016 年也相

較 2015 年的 24,744 元成長了 12％，足以顯示出台灣消費者對網路

購物的依賴度有持續加深的趨勢。然而，傳統產業因為現代化的緣故，

逐漸被網路行銷取代，主要是因為傳統行銷方式能傳達到的距離、對

象、效能有限，需要支出人事和店面成本，往往帶來的效益較不高，

但如果傳統產業跟上現代的趨勢，進而發展出更有效果的行銷模式。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建置一網路花店商務網站，以 J/K Flower 商

店為例，該公司目前只有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導致效益不如預期，

據此本研究將為其開拓新的市場，如透過網路進行客製化的服務，讓

客人自行搭配想要的花類。除此之外，本研究將規劃商務交易平台及

後端處理系統，為店家與顧客雙方提供良好的溝通平台；透過估價式

的 客戶訂單，使顧客在網路上能立即知道花束價格，避免發生價格不

透明化，不僅提升店家知名度，也為商家帶來更高的效益。  

 

 

 

關鍵字搜尋：J/K Flower、花店、電子商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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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網際網路（Internet）的進步，資訊的日新月異下，人類的生

活方式不再透過平面媒體或郵件作為資訊傳遞的取得。取而代之的是

以先進的網際網路作為聯繫與交流。各大產業也開始走向電子商務化

發展，而上網人口也日益增加，根據資策會 FIND（2015）公布了一個

上網人口調查。由以下圖表顯示出 2015 年上網人口數逐年攀升，由此

可知網際網路已經變成國內人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也代表台灣在

網際網路行銷這塊版圖投入了更多的心力[1]。 

 

圖 1-1 台灣上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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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灣電子商務產值  

網路不僅吸引民眾以低成本方式在網路開店，亦吸引眾多零售業

者之目光，將網路視為重要之銷售管道。在圖 1-2 可以看到 B2C 在 2008

年為 1703 億而到 2015 年時已攀升到 3781 億，電子商店發展至今，已

成為消費者消費的重要管道之一，市場銷售額每年更達到上千億元，

隨政府積極輔導企業電子化後，可預見我國未來電子商務發展的榮

景。在 C2C（Customer to Customer）電子商務市場方面，從台灣主要

以 C2C 網路拍賣平台業者、網友參與比例及消費金額變化等面向觀

察，發現 C2C 電子商務成長速度已出現較為趨緩現象。針對 C2C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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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賣家可望尋求透過 C2C 平台進行商品販售，以降低實體通路經

營成本，使 C2C 平台具更多樣商品供消費者選擇[1]。 

在台灣 B2C（Business to Customer）與 C2C 是最普遍的網路購物

模式，其中以 B2C 的市場規模最為顯著，而 B2C 是一個「企業對買家

的經營模式」許多的實體店面業者也開始在網路上架設一個虛擬商店

來進行銷售。 

傳統產業因為現代化的緣故，逐漸被網路行銷所取代，主要是因

為傳統行銷方式能傳達到的距離、對象、效能有限，往往帶來的效益

不會較高，但如果傳統產業跟上現代的趨勢，就不容易被淘汰，進而

帶來的產值也會超乎想像。近幾年越來越多人培養花草樹木，花店也

伴隨著興起，人們喜歡買花來祝賀、美化家園及社區。一般購花皆是

到店面購買的形式居多，因網路普及化使消費者在網路上進行購買花

卉比現場來的便利許多，網路行銷也能獲得更多的訂單，不單單只限

於一個地區販賣而是全球販售。網路也能有客製化的服務，可直接在

網路上與店家溝通，免去交通及時間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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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迅速，傳統行業漸漸被網路行銷所取代，而

傳統的營運方式往往會受到地域與時間的限制，因此，若傳統行業不

改變營運模式便很難在社會生存。以花店為例，以往人們過年過節買

花就會到實體店面挑選，而現今賣家能透過網路直接與消費者進行溝

通，也可即時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及購買資訊，進而發展出更有效率的

行銷模式，傳統花店需要支出人事和店面成本，但在固定成本支出下，

如果能夠結合網路的豐富資訊來吸引顧客主動上門，因此顧客將不用

親自到門市也能預訂與實體店面相同的產品，甚至可以甲地訂花乙地

送花的全省服務，讓顧客買花更加便利。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將以建置花店電子商務網站作為我們的專

題題目，主要我們想為傳統花店開拓新的市場，不想只侷限於店面，

而在網路販售更為便利，例如：網路上進行客製化的服務，使顧客能

自行搭配想要的花類，或是提供精緻花束在網站上讓顧客們挑選，和

提供零時差的花店網頁。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 J/K Flower 傳統花店為研究對象，因目前只有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能作為店家與顧客溝通及介紹花類的社群網站，有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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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粉絲專頁無法像購物網站有許多功能，因此統合的結果，其歸納

出建置網站的目的如下： 

1. 建置網站以增加商家的曝光率，讓賣家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顧

客群。 

2. 使用線上 DM 可降低商家印製紙本目錄的成本。 

3. 透過網站建置使消費者能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觀

看所需的花藝以增加便利性。 

4. 透過網站建置會員系統及購物車系統，讓使用者加入會員並利

用購物車快速購入所需產品。 

5. 透過顧客需求進行估價形式的客戶訂單，使顧客在網站上能勾

選出所需的婚禮佈置商品。 

  

1.4 研究流程 

1. 與專題指導老師討論後確定專題題目、製作方法與目標。 

2. 商家能夠結合網際網路的行銷方法因應時代趨勢，在同產業中能

夠增加曝光度並將商家資料數位化，使消費者能快速了解最新消

息，提升市場的競爭力。 



6 
 

3. 蒐集同業網站並且比較網站的功能與版面配置，全體組員與專題

指導老師和店家討論後，列出各個網站的優缺點，並決定出網站

的基本功能與樣式。 

4. 蒐集相關資料及研究商家資料並加以整理，整合未來此產業的拓

展，並製作成文件，以利於之後研究方便。 

5. 透過全體組員和專題老師討論後，設計網站的初步架構，再擬定

出適合該店家的網站基本功能和架構。 

6. 建置出符合業者與使用者之間的需求，且適合使用者瀏覽習慣的

網頁，並將建置完成的網站與本研究的目的或預期效益相對照，

確認本研究符合預期表示完成符合業者的資料庫功能以及版面。 

7. 網站建置完成過後透過網站上線及實際運作，了解網站的順暢

性，經由測試檢核，並討論出需要增加或修改的功能，若符合則

進入下個階段，若不符合則需回到第六階段的網站建置做調整。 

8. 經過與專題老師討論後，並確定是否再增加內容以及修改錯誤的

問題後，確定網站的完成。 

9. 完成書面報告，並由專題口試委員和專題指導老師確定網站功能

和需求及確定文書報告，兩項正確無誤後確定完成專題。 

研究流程圖，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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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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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Kalakota 學者指出，「電子商務」分為「電子」與「商務」

兩部分，其中電子指的是科技（Technology），泛指電腦、網路、伺服

器與相關的程式等，廣義上是指利用快速且低成本的方式，在買賣雙

方不見面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商業活動，而網路是主要的媒介[2]。 

商務指的是商業模式，和科技不同的點在於時勢、領導者本身，

企業文化等因素有關。而電子商務最重要的還是在商務這部分，因為

商務才能讓企業生存與獲利的重要關係。 

人們不再是面對面看著實體貨物，以現金及單據的方式進行買賣

交易。而是通過網路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統和方便安全的資金結算系統

進行交易買賣。 

上述概念包含如下含義[3]： 

 電子商務是一種採用先進訊息技術的買賣方式。 

 電子商務造就了一個虛擬的市場交換場所。 

 電子商務是“現代訊息技術”和“商務”的集合。 

 電子商務是一種理念，而非簡單採用電子設施完成商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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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子商務的發展並非一蹴可幾，從 1980 年代以來共歷經五個階

段，包括電腦時代、電子商務 1.0、電子商務 2.0、電子商務 3.0 而未來

則已經有人提出電子商務 4.0 的概念[2]。本研究可將電子商務的過程

分為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設計流及服務流六大構面。 

此外，將電子商務發展的特點包括創新化、便利化、簡單化、安

全化、組織化，據此，本研究將其整理，如表 2-1 所示： 

 

表 2-1 電子商務發展特點 

                           特點                               

說明 

備註 

創新化 

電子商務是一種新型的交易方式。將

生產、物流以及消費者帶入新形態的

交易模式。 

便利化 

跨出地域及時間限制，讓消費者能更

加快速完成商業行為，如：網路銀行

可以 24h 進行匯款轉帳，讓銀行的服

務範圍擴大、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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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化 

電子商務能降低人事成本的銷售行

為，如：網路賣家不需要店面、營業

牌照、繳納稅金…等等開銷及服務。 

賣家只需準備完善的系統，便可讓消

費者獨自完成購物流程。 

安全化 

在電子商務中，安全的交易行為是最

重要的核心問題，如：加密、安全管

理、存取權限控制、防火牆、防毒軟

體…等等安全措施，安全部分的需求

經常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這也是高

年齡群拒絕電子商務的主因。 

組織化 

電子商務就等同於組織協調過程需

多個單位合作方可完成交易，如：其

七流的無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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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以傳統花店來看電子商務 

花店是屬於傳統產業，傳統花店的銷售大多被地域及時間限制，

因此隨著網際網路力量崛起，讓消費者在購買與銷售產品更加便利，

例如：免去傳統花店購買，而透過電子商務崛起增加交易機會，降低

傳統成本所需的人力，進而提高賣家的曝光率以及交易的效率。 

 

2.1.2 電子商務七流 

劉文良[4]將電子商務區分為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設計流、

服務流、人才流，等七流，如圖 2-1 所示，本研究進一步對七流作以下

解釋： 

1. 商流（Business Flow） 

商品是藉由交易產生所有權移轉的活動，企業與消費者間

的商品買賣、推銷產品、商品蒐集，讓消費者進行購買行為。

以 J/K Flower 為例：透過購物車讓消費者去購買其所需的商品。 

2. 物流（Logistics Flow） 

物流是指廠商將商品運送到消費者手中，可透過貨運公

司、飛機，輪船等運送。以 J/K Flower 為例：透過黑貓宅急便、

郵局等物流機構將物品送達至消費者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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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流（Cash Flow） 

金流是指企業與消費者的交易過程，在電子商務中消費者

較常使用信用卡及貨到付款方式，以 J/K Flower 為例：主要有

三種付款方式如：ATM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轉帳、

貨到付款，銀行轉帳。 

4. 資訊流（Information Flow） 

資訊流是指企業與消費者之間進行商流及物流產生的所

有資訊，且可有效的利用網路蒐集商品資訊、促銷、行銷，或

消費者在留言板所留下的內容加以作為決策，以 J/K Flower 為

例：透過網站討論區及留言板可讓店家了解顧客的需求。 

5. 設計流（Design Flow） 

設計流以 B2C 商務網站設計，給予消費者不同的視覺效

果及感官設計。除此之外，版面設計、操作簡單以及提供個人

化的服務，更能增添消費者對於網站的視覺效果。  

6. 服務流（Service） 

以消費者為中心，從資訊流中將所需的資源加以整合利於

了解顧客的需求，進而打造客製化的商品及提供高效率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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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讓消費者感受到此網站的特色。以 J/K Flower 為例：店家

利用網頁上的估價單了解消費者的喜好。 

7. 人才流（Talent Flow） 

強調培育電子商務人才訓練，來增加現今電子商務所需要

的人力資源需求。以 J/K Flower 為例：店家定期培訓員工進修

電子商務相關課程，以利經營花店網頁。 

 

圖 2-1 電子商務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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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模式 

電子商務為交易對象及互動模式主要分為四種模式：企業對消費

者（B to C，Business to Customer）、企業對企業（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消費者對企業（C to B，Customer to Business）、消費者

對個人（C to C，Customer to Customer）。 

1. B2C 

企業對消費者（B to C，Business to Customer）：企業透過網路

對消費者提供產品銷售及服務的電子商務行為，如：網路購物、股

票網路下單，資料查詢等。 

以下是本研究整理出來的經營模式：  

 入口網站（Portal）ex：Yahoo!、PC home。 

 電子零售商（E-Tailer）ex：博客來書店、淘寶網。 

 線上服務（Online Services）ex：和運租車服務、TutorABC

線上英語教學。 

2. B2B 

企業對企業（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主要以企業上、

下游廠商之間透過網路進行商務行為，如：銷售、電子訂單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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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下單、技術服務支援等，如：鴻海集團向美國 Apple 採購零件

進行組裝並回覆給 Apple 庫存查詢、付款與對帳等相關作業。 

3. C2B 

消費者對企業（C to B，Customer to Business）是指消費者集合

起來透過網路的力量向企業進行商業活動也就是集體訂購(團購)，

消費者可以因為大量訂購得到較便宜商品價格，而企業可以藉由大

量訂購達到薄利多銷的目的。 

4. C2C 

消費者對消費者（C to C，Customer to Customer）是指消費者

跟消費能直接參與進行買賣或競價，最常見到就是拍賣網站。例如:

樂天拍賣、露天拍賣。 

 

2.2.1  J/K Flower 電子商務模式 

為 B2C 模式企業對消費者，讓我們能提供給消費者銷售或服務以

及更多資訊，不僅能擴大網站的商機及曝光率，藉此發掘潛在顧客和

讓網站的回客率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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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網路行銷定義 

Hanson（2001 年）認為網路行銷（Internet Marketing）就是利用資

訊科技與資訊系統，配合經濟模式、商業活動及企業管理，來達成行

銷活動。因此網路行銷強調的是資訊科技、商業模式與行銷方法結合

所發展出的新架構，如圖 2-2[5]。 

圖 2-2 網路行銷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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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滿足市場需求 4P 理論 

4P 主要以品牌為中心來銷售，銷售手法都以單向來宣傳，以產品

做為導向靠著產品的策略為基礎[5]。 

1. 產品（Product） 

在市場上所有產品提供消費者使用與購買，並能滿足消費

者有形或無形的需求。 

2. 價格（Price） 

消費者買得這項產品所付出的錢，包含：產品的定價、折

扣、付款條件、信用條件等。 

3. 通路（Place） 

公司為了讓這項產品送到顧客手中所使用各種方法，包

含：中間商選擇、產品的倉儲、裝運與儲存。 

4. 促銷（Promotion） 

企業為了想盡辦法說服消費者來購買這項產品，並請人員

來推廣這項產品優點，或是利用優惠價、贈送試用品、折扣碼

等促銷手法，使消費者更加心動，進而購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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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網路行銷之 4C 

本研究分析了公司內部網路行銷之 4C，針對顧客族群的經驗、關

係、溝通以及社群，電子商務網站給予人與人之間信用與服務，甚至

能與供應商有良好的往來，藉此希望能透過此商務網站建立顧客族

群，網路行銷之 4C 如下所示[5]。 

1. 顧客需求（Customer Needs） 

徹底瞭解顧客喜好與感受，進行評估、設計及執行等管理

工作，隨著顧客需求與慾望改變，進行客製化服務，讓顧客得

到不同體驗，以及完整的售後服務。 

2. 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 

透過流程及相關技術和不同來源的消費者進行互動與溝

通，並且加以整理，提供消費者量身訂做的服務，藉此增加消

費者的滿意度與忠誠度，提升消費者服務品質，來達成企業經

營的目的。本網站將利用估價單的方式提供給顧客選擇，進而

針對不同顧客來提供不同的服務和產品。 

3. 溝通（Communication） 

企業及顧客的溝通管道，透過雙方溝通後由公司提供各種

服務與需求，來諮詢並服務顧客，與公司的聯絡方式變化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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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機通訊、網路…等，皆可洽談。這不再是企業單向的溝通

方式，而是在良好的溝通協調下找到雙方各自需求的溝通橋樑。 

4. 社群（Community） 

透過網路的連結，並匯集擁有共同興趣或有需求的一群

人，隨著社群網路發展，許多公司在電子商務網站附加 FaceBook

連結以及 LINE 官方帳號來推播消息，該店家將以 FaceBook 的

粉絲專頁及 LINE 帳號來分享公司資訊。 

2.3.3 建立顧客忠誠度 4R 理論 

4R 主要強調傾聽顧客的意見及企業和顧客在市場能建立長久合作

的關係，不僅能防止顧客流失，且顧客的渴望與回應，將反應再企業

的銷售數字上，能讓企業迅速做出回應，以提升顧客滿意度以及忠誠

度[6]。 

1. 關聯（Relativity） 

企業跟消費者是環環相扣的，企業在業務和需求方面與消

費者建立關聯，形成一種互助、互相需要的關係，不僅減少客

源流失，還能提高消費者的忠誠度，建立一個長久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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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應（Reaction） 

多數企業主要傾向說明給消費者聽，卻忽略傾聽的重要

性。但是在相互滲透、互相影響下，如何即時傾聽消費者希望、

渴求和需求，並立即做出反應來滿足其需求，才是真正有利於

市場的發展。 

3. 關係（Relation） 

需和消費者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進而實現消費者所需的

產品，從首次消費就讓消費者死心踏地，成為忠實顧客並且口

耳相傳。 

4. 回報（Retribution） 

對企業而言能帶給公司長短期的利潤，讓企業在回報給社

會當作為企業和社會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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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傳統行銷與網路行銷的比較 

    隨著科技的進步，傳統行銷逐漸被網路行銷所取代，以下表格本

研究將針對傳統行銷和網路行銷的 4P 理論做比較，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傳統行銷與網路行銷的比較 

 傳統行銷 網路行銷 

產品 

以產品為主的行銷方

式。 

以顧客為主，思考他們的想法來設

計產品和銷售。 

價格 

需要大量的成本，使價

格較難變動。 

較不需要大量的成本，使得價格較

輕易更動。 

促銷 

單向行銷，曝光率較

低。 

透過社群媒體來推廣，使曝光率增

加。 

通路 實體市場。 全球虛擬市場。 

生產 以原有的產品製造。 能接收消費者意見來研發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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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傳統花店與網路花店 SWOT 比較分析 

根據 4P 比較表格，本研究將傳統及網路行銷做一個簡易的 SWOT

分析表，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傳統花店與網路花店 SWOT 比較分析 

 傳統花店 網路花店 

優勢 

（Strengths） 

1. 實體花束可供參考 

2. 現場取貨，等待時間短 

3. 存貨較足夠 

1. 購物零時差 

2. 降低成本 

3. 網路發達，人人可接觸 

劣勢 

（Weaknesses） 

1. 無購物零時差 

2. 店面成本高 

3. 未賣出就是呆帳 

1. 無法直接取貨，等待時間

較長 

2. 無實體花束參考 

機會 

（Opportunities） 

1. 尋求加盟 

2. 現場人員推銷並增加

購買意願 

1. 可開發不同地區的消費

者。 

2. 較容易發掘潛在客戶。 

威脅 

（threats） 

1. 網路花店的威脅 

2. 消費者欲望降低 

3. 油電紛紛漲價 

1. 網路花店暴增 

2. 實體商品不如消費者預期 

3. 詐騙集團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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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本研究以 Dreamweaver CS6、PHP、MySQL 進行花店網站的開發，

使用上述系統開發工具進行本網站建置，以下將針對系統可行性分

析、軟體工具、硬體設備說明。 

3.1 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主要建置一個 B2C 的花店購物網站，透過文獻分析後，了

解網站的內容以及設計理念，並且和同業網站進行比較，列出優缺點

項目，作為網站架構的設計概念。 

本研究以 J/K Flower 為研究對象，其目前只有 FaceBook 粉絲專頁，

此外該商家屬於傳統行業，經本小組與商家討論後，了解其願景及需

求，由於粉絲專頁無法提供商務網站之功能，故以建置－花店購物網

站。 

為了改善上述之問題，我們將花店網站與消費者進行分析，其說

明如下： 

1. 花店分析 

本商家因為只有粉絲專頁，無特定的購物網站，因此無法

有效的去宣傳到本商家的特別之處，故透過網站的架設以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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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的建置，不僅能讓消費者更加了解該商家之外，且能快速

及便利的購買到喜愛的花束。 

2. 消費者分析 

因為網際網路無區域、時間限制，所提供服務的便利性較

高，也因沒有人員隨伺在身旁的購物壓力下，可以盡情挑選及

比價，購物起來也較為輕鬆。 

 

3.2 軟體工具 

本研究工具上選擇網頁製作軟體 Dreamweaver CS6、動畫製作軟體

Adobe Flash、影像處理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PHP 程式語言、關

聯式資料庫 My SQL 軟體來建置。 

1.網頁製作軟體 Dreamweaver CS6 

Dreamweaver 是一套可編輯網頁、管理網站的一種付費軟體，

透過視覺化介面輕鬆建置資料庫網站，也能切換成程式碼模式，自

行修改原始碼，並能支援不同的資料庫，而且也能即時預覽動態資

料庫完成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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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畫製作軟體 Adobe Flash 

Adobe Flash 是一個由 Adobe 開發的多媒體程序播放器，用來

製作動畫設計，常用的 Flash 動畫應用是專門播放 Flash 的播放器 

網頁上的 Flash 就是透過這個軟體播放的，也可以用來繪圖與繪

製、動畫效果、音效匯入、影像整合等。而目前也是屬於建立動畫

與多媒體製作最常見的應用程式。 

3.影像處理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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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處理軟體，也是目前市場上最普遍的影像處理軟體，結合藝術、

創作與影像呈現，從影像編修、網頁動畫、動畫編輯製作、影片特

效以及 3D 繪圖設計。Adobe Photoshop 提供了全方位設計相關功

能，擁有強大的編修功能、網頁設計的功能以及創意繪圖設計工

具，並有 Adobe Bridge 專屬的檔案總管，提供了預覽影像，並檢

視圖形檔案。 

4.PHP 程式語言 

PHP 原名為 Personal Home Page，現在的正式名稱為 Hypertext 

Preprocessor，它是一個伺服器 Server 端動態網頁語言，由 Rasmus 

Lerdorf 在 1995 年公開釋出，PHP 的目的地是為了能使網站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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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快速地撰寫動態網頁，由於他是 Open Source 開放原始碼，完

全免費、跨平台、功能強大，且它與 C++、Java 及 Perl 等語法相

似。PHP 是易學好上手，除此之外，PHP 具有以下優點，故本研

究採用該程式語言進行 J/K Flower 商務網站網頁開發工具之一，

因此迅速發展成廣泛運用在網頁撰寫的程式語法[7]。 

(一)PHP 的優點 

(1) 開放原始碼：因為 PHP 是免費的，比較不會有版權上的問題，

但和其他的網頁製作軟體比較來說，其他的需要支付一定的金

額才能去使用，以這點來說 PHP 明顯親民許多。 

(2) 功能強大：PHP 具有強大功能，而語法類似 Java 語言，且容易

學習，因此在撰寫上容易許多。 

(3) 速度快且消耗較少的系統資源：PHP 的執行效率在 PHP4 版本

引進了 Zend engine，達到速度快效能好、耗用系統資源較少，

和其他程式語法相比，PHP 的消耗和執行效率相對優秀許多。 

(4) 跨平台運行：它可在不同的系統下運作，當轉換系統時，完全

不需再撰寫或修改任何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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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聯式資料庫 MySQL 軟體 

MySQL 軟體是一個性能強大且穩定性高的資料庫管理系統，

再加上它是免費的開放原始碼，因此成為最普遍的選擇，而應用在

各大網站上，並且支援多位使用者以及各種作業系統，且充分利用

CPU 的資源，而它優化的 SQL 查詢演算法能有效地提高查詢速

度，可處理上千萬條紀錄的資料庫[7]。 

6. PHPMyAdmin 

PHPMyAdmin 是一個以 PHP 為基礎，讓我們能夠透過圖形化

的 Web 介面管理 MySQL 資料庫的軟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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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功能完

整，能夠簡易的完成資料庫、表、欄位的建立、管理，大量資料的

匯入及匯出更為方便，而後續我們將會一併安裝，供管理 MySQL 

資料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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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硬體設備 

此網站開發硬體設備與使用者資訊如表 3-1、3-2 所示。 

 

表 3-1 伺服器資訊 

項目 伺服器資訊 

Apache 版本 2.4.25 

PHP 版本 5.6.30 

MySQL 版本 5.5.28 

作業系統 Window web server 2008 R2 位元作業系統 

處理器 Intel(R) Core(TM) i7-4790 CPU @ 3.60GHz 

記憶體 4.00 GB 

顯示卡 Intel(R) HD Graphics 4600 

硬碟容量 50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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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使用者端資訊 

項目 使用者端資訊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32 位元作業系統 

處理器 Intel Celeron E1500＠2.20GHz 

記憶體（RM） 4.00GB 

顯示卡 內建整合晶片 

硬碟內容 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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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 同業網站的比較 

本小組討論後，並且在網路上找同業網站做比較並列出之間的差

異性，進而和商家確認功能後擬定該網站所需要的功能，為了能更加

了解相關產業的特色以及優缺點。 

一、 薰衣草網路花店 

優點：此網站具備所有購物網站所需的功能。 

缺點：網站頁面太過花俏，會導致使用者觀看網站時，較不方便，

此外，無客製化估價單，消費者無法選擇自己所需的花束，如圖

4-1 所示。 

 

圖 4-1 薰衣草網路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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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夏綠地花坊 

優點：此家網站有購物車、會員制、產品介紹與常見問題的功能。 

缺點：這個網頁沒有一個和客戶溝通地方，使得消費者無法在第

一時間提出問題，便無法透過留言版與賣家聯繫，也沒有多重的

搜尋服務系統，因此消費者無法立即搜尋到所需的產品，如圖 4-2

所示。 

 

圖 4-2 夏綠地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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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花日記 

優點：此網站擁有電子商務該具備的所有功能。 

缺點：沒有留言板系統的功能，顧客和賣家無法建立溝通的橋

梁，使得溝通時較不便，還須經過其他通訊設備，才能聯絡到賣

家，如圖 4-3 所示。 

 

圖 4-3 花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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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米蘭歐式花坊 

優點：此網站有會員制、購物車、商品介紹、搜尋方式以及配送

方式。 

缺點：該網站無常見問題和留言版系統，導致消費者在購買產品

遇到問題卻沒有反應問題的平台，也無法透過常見的問題來參

考，如圖 4-4 所示。 

 

圖 4-4 米蘭歐式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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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了 4 家同業網站做評比，並列出各家網站的優缺點來，

以下是我們統整的比較表格，如：會員制、搜尋服務、購物流程…等

等。 

表 4-1 花店網站比較 

 

 

 

 

        店家 

功能 

J/K 

FLOWER 
薰衣草花坊 夏綠地花房 花日記 米蘭 

會員制 v v v v v 

購物流程 v v v v v 

留言板 客服服務 v v  v  

常見問題 v v v   

最新消息 v v v v  

購物車 v v v v v 

婚禮詢問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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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網站架構與流程 

圖 4-5 J/K Flower 網站架構，網站個功能說明如下所示： 

1. 關於我們：介紹公司的經營理念。如：公司介紹、聯絡資訊、服務

項目。 

2. 所有商品：介紹該公司擁有各項產品。如：花束、花籃，捧花。 

3. 會員專區：提供消費者加入會員，修改會員資料及密碼。如：註冊

會員、購物流程，訂單查詢。 

4. 婚禮詢問單：提供消費者在網站上勾選婚禮設計。 

5. 留言板：建立商家及消費者溝通管道。 

6. 活動照片：提供 J/K Flower 最新活動照片。 

7. 購物車：可立即查詢及訂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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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 J/K Flower 網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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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流程 

根據 J/K Flower 的網站系統架構，我們針對會員、購物及後台管

理等流程進行規劃，以下為詳細說明： 

4.3.1 會員註冊流程 

首先會進入會員註冊登入畫面，並輸入會員的基本資料，輸入成

功會出現註冊成功的字樣，輸入錯誤則是跳出紅字，請在會員在輸入

一次就可成功加入會員，如圖 4-6 所示。 

 

圖 4-6 會員註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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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會員登入流程 

會員註冊完成後，進行會員登入，首先輸入註冊時所設的帳號及

密碼進行登入，若與當時註冊帳密輸入相符，並即可登入，若與當時

註冊帳密輸入不相符，並出現錯誤訊息，而正確登入後，並能修改及

查看訂單，結束按登出即可退出會員登入畫面，如圖 4-7 所示。 

 

 

圖 4-7 會員登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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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會員修改資料流程 

首先登入會員系統，錯誤會顯示錯誤訊息，若正確即可登入，如

果發現當初註冊會員資料錯誤可進入系統修改，若修改格式錯誤，會

出現錯誤訊息，輸入正確則是可儲存，並登出結束，如圖 4-8 所示。 

 

 

圖 4-8 會員修改資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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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購物流程 

首先登入會員，確認帳號密碼是否正確，如出現錯誤則會顯示錯

誤訊息，若正確即可登入，並進行商品選購，選購商品後需填寫商品

訂單，填寫資料錯誤會顯示錯誤訊息，正確則是顯示購買成功，即可

儲存並登出，如圖 4-9 所示。 

 

圖 4-9 購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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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後台管理流程 

管理者進入畫面後進行登入，登入後主要分為訂單管理、會員管

理、產品管理，管理者也可進行新增、刪除、回覆等動作，如圖 4-10

所示。 

 

圖 4-10 後台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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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ER-model 

 

圖 4-11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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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料庫 

4.4.1 會員資料表 

註冊會員所應用到資料，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會員資料表 

名稱 中文註解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備註 

ID 會員編號 Int(20) 是 NULL  

Account 帳號 Varchar(40) 否 無  

Password 密碼 Varchar(40) 否 無  

Name 名子 Tinytext 否 無  

Phone 電話 Tinytext 否 無  

Email 信箱 Text 否 無  

Address 地址 Text 否 無  

Gendar 性別 Varchar(6) 否 無  

Birthday 生日 Date 是 NULL  

Admin 會員階級 Tinyint(1) 否 0 

0：一般會員 

1：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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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留言板資料表 

留言板資料表如表 4-3 所示： 

表 4-3 留言板資料表 

名稱 中文註解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留言板編號 Int(20) 否 無 

Member_id 會員編號 Int(20) 是 NULL 

Nick_name 暱稱 Tinytext 是 NULL 

Email 信箱 Text 是 NULL 

Phone 電話 Varchar(15) 是 NULL 

Content 留言內容 Text 否 無 

Time 時間 Datetime 是 NULL 

 

 

 

 

 

 

 



45 
 

4.4.3 購物車資料表 

購物車資料表如表 4-4 所示： 

表 4-4 購物車資料表 

名稱 中文註解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備註 

Id 訂單編號 Int(20) 否 無  

Member_id 會員編號 Int(20) 否 無  

Status 訂單狀態 Int(11) 否 0 

0.購物車 1.訂單成立 

2.交易成 3.交易取消 

Order_time 訂單時間 
Dateti

me 
否 

CURRENT_TIM

ESTAMP 
 

Pay 付款方式 Int(11) 否 0 0.付現 1.ATM 轉帳 

Pick_up 取貨方式 Int(11) 否 0 

0.店面取貨 1.面交 

2.宅配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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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訂單資料表 

訂單資料表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訂單資料表 

名稱 中文註解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會員帳號 Int(20) 否 無 

Order_id 訂單編號 Int(20) 否 無 

Product_id 產品標號 Int(20) 否 無 

Count 數量 Int(11) 否 0 

Price 價錢 Int(11) 否 0 

 

 

 

 

 

 

 

 

 



47 
 

4.4.5 產品資料表 

 產品資料表如表 4-6 所示。 

表 4-6 產品資料表 

名稱 中文註解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產品編號 Int(20) 否 無 

Name 產品名稱 Tinytext 否 無 

Classification_id 分類 Int(11) 否 無 

Thumbnail 圖片來源 Text 否 無 

Price 價錢 Int(11)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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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功能介紹 

5.1 使用者畫面 

本網站分為前台使用者介面與後台使用者介面，而以下我們將介

紹使用者介面中主要的幾項功能畫面。 

5.1.1 J/K Flower 首頁 

首頁我們以動態的方式去呈現，而首頁上方導覽列超連結包括關

於我們、所有商品、留言板、活動照片、婚禮詢問單、會員專區，如

圖 5-1 所示。 

 

圖 5-1 J/K Flower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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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關於我們 

此圖為 J/K Flower 公司簡介，主要讓使用者知道公司的背景資料

以及服務項目，如圖 5-2 所示。 

 

圖 5-2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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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商品區 

此圖為 J/K Flower 款式，主要以樣式來分類，讓使用者可以依照

自己需求來點選，既方便又簡單，如圖 5-3 所示 

 

圖 5-3 商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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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會員專區 

此圖為 J/K Flower 會員專區，點選後分別為註冊會員、會員登入、

購物流程、常見問題以及登入後的訂單查詢。如圖 5-4 所示。 

 

圖 5-4 會員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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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婚禮詢問單 

此圖為 J/K Flower 的婚禮詢問單，讓客人去做勾選符合自己的需

求，以提供客製化的婚禮布置，如圖 5-5 所示。 

 

圖 5-5 婚禮詢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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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留言板 

使消費者遇到問題可以立即反應，並且可讓管理者可以回答所遇

到的相關問題，如圖 5-6 所示。 

 

圖 5-6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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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活動照片 

店家所舉辦的活動以及相關作品放置上來，供使用者觀看，如圖

5-7 所示。 

 

圖 5-7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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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後台管理者使用畫面 

5.2.1 會員管理 

該店家的會員管理有會員 ID、帳號、名稱、電話、電子郵件、地

址、性別、出生年月日，等欄位，可供店家方便管理會員，如圖 5-8

所示。 

 

圖 5-8 會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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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產品管理 

該店家的產品管理欄位有編號、產品名稱、價格等，如圖 5-9 所示。 

 

圖 5-9 產品管理 

 

 

 

 

 

 

 

 



57 
 

5.2.3 留言板訊息管理 

該店家留言板後台管理有會員 ID、時間、留言內容，欄位等，如

圖 5-10 所示。 

 

圖 5-10 留言板訊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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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成長速度越來越快，許多商業發展紛紛轉戰到電

子商務這塊市場，從實體店面移動到網站上販售，藉由網路社交媒體

的傳播力量帶動整塊市場的商機，使得電子商務發展快速。 

本研究與 J/K Flower 合作，因該商家目前只有粉絲專頁，不僅沒

有極高的曝光率，也沒有適合的平台與顧客溝通，因此顧客較不易取

得該商家的詳細資訊，導致購買商品會造成許多的問題及糾紛。 

經過本研究討論與分析同業網站的優缺點之後，利用網站建置會員

系統、留言板、購物車且讓商家可在後台方便管理網站，使前後台系

統更加流暢，並且設計估價式的表單讓顧客依照所需要的婚禮佈置勾

選想要的樣式及花類，讓商家能提供客製化的婚禮商品，透過估價式

的客戶訂單，使顧客了解基本的花束價格，避免價格不透明化，基於

上述不僅能更加了解顧客理想的婚禮形式，利用留言板上的紀錄來防

止糾紛。購物車能快速購入所需的商品，並且能在購物車中進行訂單

查詢、修改訂單及結帳的服務。此網站可不受地域及時間的限制使消

費者可隨時挑選喜愛的花藝商品。以客為尊的規劃進而增加消費者購

買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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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置網站完成後，要如何實際去運用，才能達到最大效益，

我們期望協助店家達到以下： 

1. 方便顧客了解該公司相關資訊 

2. 有別於傳統行銷，網站行銷更具有經濟效益 

3. 透過會員系統、留言板、購物車，可減少內部作業流程 

4. 透過網站的豐富性、及時性、可隨時得知該店家的服務內容，進而

提升潛在顧客群以及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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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甘特圖 

 

 

時間 

 

 

項目 

105

年 

7 

月 

105

年 

8 

月 

105

年 

9 

月 

105

年

10

月 

105

年

11

月 

105

年

12

月 

106

年 

1 

月 

106

年 

2 

月 

106

年 

3 

月 

106

年 

4 

月 

106

年 

5 

月 

主題確認 
             

             

文獻蒐集 
              

               

文獻整理及彙整 
               

               

系統架構及功能討論 
               

                

系統架構及功能建置 
                

             

系統資料庫建置 
                

             

功能測試 
                 

             

系統功能修正 
                 

             

系統建置完成 
             

             

書面報告撰寫 
                     

             

專題完成 
             

             

 

預定完成 

實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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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許文瑋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前後端網頁製作。 

侯雅淳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文書內容撰寫、海報製作、後端網頁製作。 

陳律伃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文書內容撰寫、海報製作、前端網頁製作。 

戴瑋靜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文書內容撰寫、卡片製作、前端網頁製作。 

陳鈺涵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文書內容撰寫、卡片製作、後端網頁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