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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盛飲料創立初期，只能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來做宣傳，相對

導致消費者的層級單一，無法擴展新的消費客源，然而現今的網際

網路與電子商務的普及，透過線上網路系統能更方便、更便捷的拉

進與消費者的距離。 

  本研究是為大盛飲料建置電子商務網站，經過與其他同業網站

的比較分析，本研究則新增了會員系統，透過會員建立使消費者不

僅能在網路平台購物，更能享有會員優惠。 

  現今，電子商務網日與俱進，各式智慧型手機與平板等隨身裝

置藉由網路改變了顧客的消費習慣，也更進一步創造出更龐大的商

機。 

在網路平台上，替代了以往便利性與即時性的不足，讓消費者不再

侷限於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有鑑於此，更能彰顯建置網站的重要

性，提高消費意願、擴大商機、創造競爭優勢。 

 

關鍵字：電子商務、大盛飲料、會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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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科技的發展，從以前的超大型積體電路，到現在只有一個手

掌大小的智慧型手機，可以知道科技進步的速度有多快，從以前凡事

都用電話連絡的方式，到現在用 Line、FB、即時通等傳播媒體，就能

清楚傳遞訊息，還能被保留紀錄可以回顧以前訊息內容。 

根據研究可以發現，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率在近年來逐漸地提高，

儼然比桌上型電腦更為廣泛的使用，原因是方便、輕巧、隨身攜帶，

但不可否認的是手機的功能性日漸強大，取代了電腦無法隨身攜帶的

特性，伴隨著「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全國網路使用率也普遍的提

升了許多(圖 1-1)，基於這個出發點，因此擬定以網站開發為方向，設

立網站以打造商家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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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全國網路使用率 

參考來源 : 火箭科技評論[1] 

1.2 研究目的 

為了讓大盛飲料能有更完整的架構，結合網路媒體，用網頁的

模式呈現，讓更多顧客知道有這間公司，使客源更廣闊，而不僅僅

只是侷限在檳榔攤或一般住家。 

為了規避以往電話方式訂購貨物可能造成溝通間有時會漏聽品

項或漏抄訂單的類似疏忽，以網頁的方式取代電話訂購，不僅清楚

的顯示在螢幕上，更能經過加以確認選項選擇商品購入，以達到訂

單的完整性與確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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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的主要研究項目有以下兩點: 

1.建立一個大盛飲料商行專屬的網頁系統，讓更多顧客知道有

這間公司。 

2.建立一套會員系統，讓顧客可以透過網路的留言版與店家做

雙向溝通，讓店家知道不足之處能予之加以改進。 

1.3 研究動機 

大盛飲料是飲料中盤自營商，因為是自己營運，所以不算是大

間的批發商，貨物以箱為單位，品項不比大盤商來的多，現有貨物

數量相對較少，客源單一，大多以居家或檳榔攤為主。 

 在工作期間，深深體會到中盤商營運上的的辛苦，也思考了

如果解決了上述的問題，不僅能讓公司的規模更整體，統合現在科

技的發達來改善聯絡方式，建立購物車系統、顧客滿意度意見回

饋、不定期發佈優惠訊息，提升商家對顧客更完善的服務，增加顧

客回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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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圖 1-2 為本次研究流程圖，共分為八個階段 

1.研究動機：討論為了何種目的而研究 

2.確認專題主題：組員先彼此討論，在與老師研究訂定專題方向 

3.文獻探討：依據專題主題，組員分工查找相關資料 

4.系統規劃：整理組員查找的資料，擬定未來發展的計畫與方向 

5.網站建置：根據計畫與方向開始著手製作 

6.系統測試：檢視系統功能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7.成果報告：完成後報告，由口試委員給予意見與待改進的地方 

8.專題完成：口試委員與專題老師審核通過確認無誤，專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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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所謂的電子商務，以廣義而言就是使用電子工具來做商務或活

動，電子工具舉凡電話、電視、電腦、Internet 等；以狹義來說就是

用 Internet 從事商務或活動。 

電子商務的好處是提高生產效率，不僅能透過網路的方式替代

語言上溝通的時間，更能透過網路交易平台得知顧客喜好，為其量

身訂作，增加顧客滿意度，提升顧客回流率；壞處則是取得顧客資

訊時該如何安穩的保有顧客的基本資料，讓顧客買的安心，不致因

此問題導致信譽受損而影響公司。[2] 

而電子商務又大致分為四大模型： 

1.B2B：意指「公司」對「公司」，「企業」對「企業」之間的

商務交流。 

2.B2C：公司或企業透過網路平台販售商品給顧客 

3.C2B：消費者提供產品給公司或企業，從中獲利，是一種逆向

的商業模式。 

4.C2C：就是簡單的消費者對消費者，例如:「掏寶、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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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商務的七流 

電子商務分為七個流，其中有四個主流(商流、物流、金流、資

訊流)與三個次流(人才流、服務流、設計流)： 

1.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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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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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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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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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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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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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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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運用到:資訊流、服務流、設計流 

1.資訊流:本專題的網站部分其內容都是可以瀏覽觀看的，並且

有回饋單的部分可以提供建議問題、留言、或討論的，以落實達到

買賣雙方彼此有良好完善的溝通橋樑。 

2.服務流:本專題網站屬於飲料公司的企業行銷網站，裡面不定

時的會公告新的產品優惠訊息，飲料也逐漸的推陳出新，提供最即

時的動態訊息給消費者最佳的服務。 

3.設計流:本專題的主軸「網頁設計」，美感不僅要讓瀏覽者駐

足觀看，更要讓使用者用的順手，簡單明瞭的設計，是最為關鍵重

要的。 

2.3 網站設計的定義 

網頁設計是指使用標記語言(HTML、XML)，透過一系列的設

計規劃和執行的過程將電子格式通過網際網路傳輸，最終以圖形用

戶介面的形式被用戶所瀏覽。 

簡單來說，網頁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網站，簡單的訊息如

文字、圖片和表格，都能透過超文件標示語言(HTML)、可擴展超文

本標記語言(XHTML)放置在網站上。而更複雜的信息舉凡圖形、動

畫、視頻、聲頻等多媒體檔案則需要插件程序來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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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網頁格式 

1.靜態網頁：多數為單一的 HTML 檔案。現今不少網頁傾向把

動態網頁靜態化，目的是為了提升顧客瀏覽率。 

2.動態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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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改變。當然更普遍的是由伺服

器端的描述語言進行編譯，從而對動態網頁的內容進行改變。無論

是客戶端還是伺服器端的改變都需要使用較為複雜的應用軟體。[3] 

本專題使用的是動態網頁的設計，因應近年來顧客買賣取向，

多方設置了顧客回饋意見系統、會員的機制、與不斷更新的背景資

料庫，在網站中做適當的建置已提高顧客的回流率。 

3.網頁製作的順序： 

設定目標→整理內容→勾勒草稿→製作版型→添加內容→美化編輯

→測試網站 

2.3.2 網頁標題設計的要點 

1.避免太過冗長，導致加入書籤列或我的最愛可能會超出顯示範

圍因此而被裁切。 

2.顯而易見的網站標題，多以關鍵字為導向。 

3.每頁都要有屬於自己的網頁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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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專題研究流程共分為八個階段，首先探討研究目的與動機進而

確認專題主題，透過對文獻的探討與研究、擬定系統的規劃，開始著

手網站的初步建置，反覆加以測試並排除偵錯，最終完成成果報告。

詳細研究以每兩階段為一組做深入陳述。 

3.1.1 訂定主題 

隨著網際網路的使用率提高，電子商務儼然成為現今工商用途

的主流發展，各大公司行號相繼投入資金建置商務網站來擴大商家

知名度，但在傳統型店家缺乏完善的數位行銷管道導致競爭劣勢，

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讓商家提高曝光率使得以增加業績。 

3.1.2 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 

在研究主題訂定完成後，根據需求尋找有關研究相關報告加以

彙整，並分析與研究相關之文獻，針對電子商務網站的趨勢加以深

入探討，在訂定出本研究系統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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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系統架構 

根據文獻的分析與探討，本研究實作部分包括網站的規劃與架

設、Facebook 粉絲團的推廣兩個部分。 

(1)網站的規劃與架設 

使用 XAMPP 系統建置商家網站，規劃出品牌故事、最新消息、線

上購物、人氣排行、會員專區、留言板、知識專區與聯絡我們，提

升商家的線上網路購物系統的結構完整性。 

(2)Facebook 粉絲團 

本研究商家創立粉絲團專業並推廣，在淡季與旺季更有不同的優惠

訊息發佈在公版上，透過社群平台的使用普遍性，顧客能最直接獲

取商家的最新訊息，增加商家的曝光率與知名度。 

3.1.4 成果評估與改善 

此研究在成果初步完成後針對網站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部分

進行分析與評估，內容囊括了正確性、實用性、操作便利性等方

面，評估完成後依據結果在對系統不足之處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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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分析 

(1) 設備需求 

表 3- 1 伺服器硬體設備 

作業系統 Windo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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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 記憶卡 4.00GB 

HDD 硬碟空間 500GB 

表 3- 2 使用者硬體設備 

作業系統 Window 7 

CPU 處理器 Intel(R) Core(TM) i5-3337U 

RAM 記憶卡 4.00GB 

HDD 硬碟空間 500GB 

瀏覽器 Google Chrome、IE 8.0 

(2) 開發工具 

表 3- 3 開發工具 

網站架設軟體 XAMPP 

圖片美工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 

程式語言 PHP 

資料庫 phpMy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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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網站架設軟體(XAMPP) 

XAMPP 是一個建置網站的軟體，將 Apache 網頁伺服器、

PHP、Perl、Maria DB 結合在一起的安裝包，它可以在 Windows、

Linux 操作系統下使用，它的優點在於容易安裝與設置。 

XAMPP 名詞定義與解釋： 

X：X 就是多系統的意思，因為支援了 Windows、Linux。 

A：A 就是 Apache 網頁伺服器。 

M：M 就是資料庫系統 MySQL。 

P：伺服器腳本語言 PHP 

P：Perl，是高階、通用、直譯式、動態的程式語言家族。 

 

圖 3- 1 XAMPP 開啟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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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為什麼會使用 XAMPP 呢？ 

暑假期間在大傳公司實習，實習期間就有使用到 XAMPP，使用

起來感覺容易且好安裝與好設置，我們也借此機緣詢問負責帶領我

們實習的經理，經理人也很好，就說願意抽空教我們操作與功能，

我們並投入學習。 

3.2.2 圖片美工軟體(Adobe Photoshop CS6) 

Adobe CS 系列中，最多人用的還是 Photoshop，介面跟操作方式

變得更加簡單與平易近人，因應平台的多元化，也特別強調行動裝

置內容製作的便利性。不論是影像的處理、繪製或是合成，都有各自的

各種工具及相關的數值設定面板， 讓使用者可以做到想做的效果或調

整。 

我們以【大盛飲料】四個字設計為 LOGO，以水藍色顏色漸層

方式呈現，是想讓人感覺清爽的感覺，另外就是隱含著飲料顧客叫

貨至送達都還是冰涼的感覺，速度很快送達感，在使用凹凸凹效果

使 LOGO 更顯茁。流動圖也是以透明背景去被技術去完成，被圖以

冰包火的飲料圖呈現，表示的也是【大盛飲料，快速送達】，保持

最完整最美好最新的狀況到達顧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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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資料庫(phpMyadmin) 

phpMyAdmin 是一個以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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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成為一個簡單方式輸入繁雜 SQL 語法的較

佳途徑，處理大量資料的匯入及匯出更為方便。[4] 

 

圖 3- 2 資料庫製作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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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 
4.1 網站建置與規劃 

在現今資訊發達的年代，電子商務的市場已經日趨成熟，為各

大商家的重點發展目標，透過觀察可以發現，有商務網站的商家往

往能比同行有更大的競爭優勢。 

因應本研究目標商家目前只有實體店面而缺乏第二管道行銷通

路，故擬定研究使用 Sublime Text 3 系統為目標撰寫語言並使用

XAMPP 架站，增加數位化行銷的管道。 

4.1.1 其他各大飲料廠商比較 

網路上的飲料網站很多，但大部分都是知名廠牌才會設計網站

來提供買方查詢以提升商機，這邊列舉以下兩點範例，舉出優缺點

以供比較，並參考他們的優點，以利本專題改善不足之處，以下是

各網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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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維他露 P 

相信很多人聽過本網站，維他露 P 是一間很大間的飲料公司，

創立至今已有 60 年，網站設計有比較有規模。 

 

圖 4- 1 維他露 P 飲料網誌首頁[5] 

優點：很有規模，裡面都是很清晰的公司背景。 

缺點：僅止於公司背景，並沒有線上購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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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的公司規模更大，從美國引進至台灣設立分公司，成

立至今家喻戶曉，沒有人不知道可口可樂，台灣官方網站更特地為

其訂做一套完善的網頁系統。 

 

圖 4- 2 可口可樂飲料網站首頁[6] 

優點：系統完善，活動不定期更新。 

缺點：無線上購物車的系統。 

表 4- 1 各飲料網站與本網站功能比較表 

 美觀設計 操作容易 最新消息 購物車 

大盛飲料 尚可 是 有 有 

維他露 P 尚可 是 有 無 

可口可樂 佳 是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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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網站架構 

本研究配合店家需求在首頁的框架建置了多功能的按鈕，點選

可連結至新的頁面，網站架構如圖 4-3 所示，其中紅色框線為八大

主軸 :  

 

圖 4- 3 網站架構 

4.1.3 品牌故事 

品牌故事主要是商家的起源簡介，可以在此陳述商家的經營理

念與歷史由來，以及主要提供的產品項目與未來將要著手規畫的開

發與目標，使顧客能在閱讀後對商家有罪初步的了解。 

  



20 

 

4.1.4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的功能頁提供給顧客最即時的訊息，舉凡任何有關優

惠活動、營運的相關資訊等，都會張貼在上讓顧客能有目標的馬上

知道商家的相關活動。 

4.1.5 線上購物 

線上購物系統是本研究的首要目標，建置購物車系統，讓顧客

能直接透過網路平台在網頁上點選所需商品，直接告知商家，建立

起數位化第二管道的銷售方式。 

4.1.6 人氣排行 

人氣排行系統的部分，透過顧客的歷史訂單，簡單的整理出普

遍顧客所偏好點選的商品，呈現在此專區，目的為了讓新顧客更能

參考自己可以選擇的目標 

4.1.7 會員專區 

會員專區的建置是為了讓有加入會員的享有更優惠的待遇，加

入會員代表著喜好商家，透過建立顧客的基本資料，不定時的傳遞

最即時、最優惠的商品資訊給顧客，讓加入會員者享有 VIP 級的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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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留言板 

透過留言板，可以在上方簡單的陳述對商家的看，好的稱讚與

最寶貴的建議都是讓商家進步的最大動力，透過留言板也能最直接

的了解顧客的心思，讓商家改進，拉近與顧客間的距離。 

4.1.9 知識專區 

知識專區的部分，為了讓顧客都能喝的安心，每當有新產品上

架，都會因應其商品貼出相關的產品資訊，讓顧客能了解到自己買

的什麼，也清楚一些基本的相關知識。 

4.1.10 聯絡我們 

透過留言板我們能獲取最寶貴的意見，更新增了聯絡我們的管

道，讓顧客有攏長要當下陳述的部分，可以透過連絡我們來達到最

快速的通訊，讓商家以最快的速度改善不足之處。 

4.2 資料庫架構 

本節次針對系統資料庫的部分做詳細的說明，包含了會員資料

表、訂單資料表、訂單明細資料表，飲料資料表與系統 ER-Model

圖，分別介紹各表單的內容與資料型別，再藉由 ER-Model 圖探討

彼此間的關聯性。 

4.2.1 資料表說明 

表 4- 2 會員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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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member_id 會員標號 Varchar 10 NO PK 

member_email 會員 e-mail Varchar 50 NO  

member_name 會員姓名 Varchar 10 NO  

member_telephone 會員電話 Varchar 20 NO  

member_password 會員密碼 Varchar 20 NO  

表 4-2 為會員資料表，藉此紀錄了會員的編號、密碼以及姓

名、電話、email 等資料。其中我們以會員編號做為主鍵(PK)去

關聯至訂單資料表。 

表 4- 3 訂單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order_id 訂單編號 Int 5 NO PK 

member_id 會員編號 Varchar 20 NO FK 

order_tine 訂單時間 DateTime  NO 自動產生 

isGetOrder 訂單狀況 tinyint 1 NO 自動產生 

  表 4-3 為訂單資料表，包含了訂單編號、會員編號、訂單時

間與訂單狀況四個欄位。我們以訂單編號為主鍵(PK)，而會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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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會員資料表的主鍵，在此做為外來鍵(FK) 

表 4- 4 飲料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drink_number 飲料 ID Int 5 NO PK 

drink_name 飲料名稱 Varchar 50 NO  

drink_price 飲料價格 Int 3 NO  

表 4-4 為飲料資料，表中紀錄了飲料 ID、飲料名稱以及價

格。 

這邊以飲料 ID 作為本資料的主鍵(PK)。 

表 4- 5 訂單明細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意義 資料型態  長度 NULL 備註 

order sub_id 訂單明細編號 Int 5 NO PK 

order_id 訂單編號 Int 4 NO FK 

drink_number 飲料 ID Int 5 NO  

drink_total 數量小計 Int 4 NO  

  表 4-5 為訂單明細資料表，這張表紀錄了顧客使用本網站的

購物車系統所訂購的飲料品項及數量小計，其中訂單編號做為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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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的主鍵(PK)，在此做為外來鍵(FK)，並以訂單明細編號作為

本資料表的主鍵(PK)。以下為系統 ER-Model 圖： 

 

圖 4-4 系統 ER-Model 圖 

  



25 

 

第五章 使用者介面說明 
5.1 商品網站介面 

這個專題研究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大盛飲料中盤商增加客源、

提高曝光度及提高銷售量所建立的飲料網站，而網站的內容及功能

也是因應店家中盤商的角度去建置一個方便消費者操作的網頁介

面。 

大盛飲料網站內容的品牌故事、連絡我們，讓消費者能初步的

認識這個網站的運作流程和基本內容，而最新消息部分商家也能透

過後台置頂於網站首頁，讓消費者看到商家的最新動向。也提供了

人氣排行系統及會員系統，經由店家統計歷史訂單中所有賣出的飲

料量取出前十名再呈現於網頁上，而有加入會員的消費者店家會優

先提供最新的商品訊息及優惠資訊。 

那線上購物是這個網站的主要系統，清楚的展示了商品的圖

片、型錄及價格，此系統也藉由非常容易的操作、清楚的介面去提

高顧客在網站訂購商品的意願，此外店家能透過留言版即時回覆顧

客的問題並 了解到顧客的需求，增進店家與顧客互動頻率，進一步

提升了店家的顧客關係管理的能力，也提高顧客再次購買商品的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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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網站首頁 

如圖 5-1 所示，首頁預設頁會先看到大盛飲料中盤商的 logo，

在往下就是有關飲料的四張流動示意圖，那再來就是細分此網站功

能的幾個按鈕，而最新消息和人氣排行的部分優先置頂於網站的首

頁的中間區塊，讓消費者能清楚看到最新的訊息、動向。 

 

圖 5- 1 大盛飲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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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圖 5-2 可以看到店家的品牌故事和聯絡資訊，也讓消費者透過

這邊初步的認識這個網站及經營理念，還有 Facebook 粉絲團可以增

加網站的曝光度。 

 

圖 5- 2 品牌故事頁面 

5.1.2 最新消息 

點擊功能選單列的最新消息即可進入店家發布新訊息或活動的

頁面，店家透過後台輸入飲料商品的最新消息、營業訊息、節慶優

惠等多樣化的資訊，讓消費者能清楚的在最新消息頁面看見。 



28 

 

 

圖 5- 3 最新消息首頁 

5.1.3 線上購物 

點擊功能選項列的線上購物即可進入店家展示各個飲料品項的

頁面，透過這個頁面消費者能清楚的看到飲料的價格、特價、規格

及加入購物車幾個選項。 

 

圖 5- 4 線上購物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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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點選了想要的商品就會進入該項商品的詳細資訊頁面，

如圖 5-5 所示。消費者可透過這個頁面進而點選紅框中加入購物車

的選項再點選我要結帳後就會進入我的購物車頁面，如圖 5-6 所

示，消費者可依自己需求更改紅框內的數量，那如果想要取消商品

可點選右下紅框中刪除選購的商品選項，就會在我的購物車頁面刪

除該項商品，都確認完後點選我要結帳會進入我要結帳頁面。如圖

5-7 所示，此頁面是確定成立訂單前的最後步驟，包含紅框中所選購

商品的明細，以及購買者的基本資料，備註欄內可輸入想告知店家

的資訊或想法，最後再點選確認送出此訂單即成功成立，如圖 5-8

所示。 

 

圖 5- 5 商品明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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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我的購物車頁面 

 

圖 5- 7 我要結帳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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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 我的歷史訂單頁面 

5.1.4 會員系統 

此系統提供給消費者自由加入，沒有加入會員的消費者也可在大盛

飲料網站內選購商品，那有加入會員的消費者店家會優先提供最新

的優惠訊息及商品資訊，第一時間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圖 5- 9 會員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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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數位產品淘汰率很快，汰舊換

新，為了跟上時代的腳步，現在幾乎連小孩子都懂怎麼使用 3C 產

品，為了製造商機，只能在人們隨時可見也願意主動去見的地方做

文章，有了本專題的這次研究，可以提升商家的知名度，讓更多人

在手機上或者坐在電腦桌前時，發現這個網站喜歡上並使用它。 

 在本次研究中，最為艱辛的是撰寫程式碼的部分，為了讓網站

的用途最大化，我們先列出所需功能，再針對功能去補足程式碼的

不足，也請教了以前的實習單位，讓我們了解到其實身邊周遭很多

資源等著我們利用。 

6.2 未來展望 

在設計出一套完整的網頁，更須力求精進，讓網站有更多可以

讓顧客停留下來使用本網站的地方，我們有了庫存系統的想法與路

線規劃系統，透過每個手機使用者下訂單後，後台主動幫商家規劃

送單路線，可以省時又省油達到一舉兩得的好處 

未來更是力求建立手機 APP 系統，結合網路雙向搭配，讓商家

與顧客間多了一個配送員的關係，使物流上更節省時間，讓商家的

營運模式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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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9%A1%B5%E8%AE%BE%E8%AE%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9%A1%B5%E8%AE%BE%E8%AE%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hpMyAdmin
http://www.vitalon.com.tw/ProductNew.aspx
http://www.coke.com.tw/zh/home/


34 

 

附錄一 甘特圖 
 

 
105 年 106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制定專

題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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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寒假期間組員分別回家鄉過年以致書面報告進度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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