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  

專題研究報告  

 

應用 NFC 於餐飲服務 APP 之設計 

指導老師:林冠妤 教授 

   組   員:張哲銘、楊倍華 

蘇彥丞、張倉維 

歐盛傳、陳良諺 

中華民國一零六年五月 



105
年
度 

 

嶺
東
科
技
大
學
資
訊
網
路
系 

 

專
題
研
究
報
告 

 
 
 
 

應
用N

F
C

於
餐
飲
服
務
之A

P
P

設
計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六
年
五
月 

 



I 
 

 誌  謝  

  本研究報告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我們的指導教授   

林冠妤老師百忙之中抽空細心指導我們專題研究，克服在研究中

所面臨的困難並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及協助以便我們可以順利

進行研究，其中我們也向老師學習對於研究方面的專業知識及技

術從中對於事物的認知也有所提升。 

  研究期間感謝指導老師林冠妤老師、謝偉強老師及張士勳老

師，所提供專業的建議寶貴的意見，使本研究內容更加完備、充

實，在此由衷的感謝。 

 

 

 

 

 

 

 

 楊倍華 蘇彥丞 張倉維 歐盛傳 張哲銘 陳良諺 

                    謹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於嶺東科技大學  

 

 

 

 



II 
 

摘   要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成長快速，再加上無線通訊技術發展成熟，各式各

樣行動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數量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目前智慧

型手機最常搭載的無線通訊技術是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技術，如使用者透過內建 NFC 的手機來感應進行付款、讀取訊息、

近距離裝置配對等。 

過去餐飲業會在顧客消費後贈送優惠卷或者透過會員卡來累積點數

換取其他優惠，藉此吸引顧客再次上門消費，但消費者常忘記攜帶或遺失

以致無法使用。有鑑於此，本研究將設計一款美食街餐飲 APP，消費者

以行動載具預覽各家的優惠、餐點資訊等服務，並透過 NFC 技術傳遞資

料，將會員紅利點數優惠卷及叫號功能服務整合至 APP。 

 

關鍵詞：智慧型手機、行動應用程式、近場通訊技術、美食街餐廳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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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網路通訊基礎建設的成熟，WiFi、WiMax、3G、3.5G、4G

等無線上網技術不斷的進展，影響人類生活與經濟活動甚劇，使得人

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事務移轉至行動載具裝置[1]。通訊科技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顯然變成人們在生活中重要的角色，尤

其以智慧型行動裝置普及後，行動電話的市場率持續成長，因而帶動

許多新興的商業服務[2]。 

由於行動裝置的發展與快速普及，再加上 2008 年蘋果 App store

的出現，帶動了全球行動應用軟體商店的潮流，包括 Google play、

微軟的 Microsoft Phone Store、APP World 與 Ovi Store 等，這不僅讓

既有的行動通訊產業體系產生了變化，也開創了一個新型態的市場商

機。根據研究機關 Statisa [3]指出 Google Play 的應用程式數量從 2010

年的 3 萬到 2016 年 9 月止已累計 250 萬個應用程式如圖 1-1，APP 

Store則是從 2010年 30萬成長到 2016年約 200萬個應用程式如圖 1-2，

由此可知在網際網路的普及化及行動裝置快速成長，行動應用程式所

提供的功能不在像過去所提供的單一功能而是往多元化方式發展。多

元的行動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除了讓使用者可以透過行動裝

置下載、安裝並執行所需之 APP 服務，進而從事娛樂、學習、生活

等，也可以讓使用者從事商務活動之用途。因此根據數據分析公司

Flurry [4]指出 2014年至 2015年底全球應用程式種類平均成長 58%如

圖 1-3所示，其中第一名為個人化成長 332%，其次為新聞與雜誌 135%

其中生活風格及購物成長 81%，由此可知道隨著多元化的應用程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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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越來越多企業開始重視行動應用程式的市場，因此針對過去網頁

及書本透過 APP 來呈現於原有的顧客並從中來挖掘新的顧客來增加

自身公司的利益。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5]報告指出 12 歲以上的人

有使用行動網路的人約 1424 萬人，其中 86%的人都有透過行動網路

或無線網路來使用行動應用程式。由上述資料可知，行動裝置及網路

通訊的迅速普及，再加上各式各樣 APP 數量大幅增加，使得 APP 已

滲透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圖 1-1：Google Play 應用程式數量 

資料來源：Statist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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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App Store 應用程式數量 

資料來源：Statista [3] 

圖 1-3 : 2014 年至 2015 年全球應用程式成長圖 

資料來源:Flur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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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線通訊技術的應用，帶給使用者擺脫有線的生活限制。在

無線通訊技術發展下有許多種，如 RFID、Bluetooth、NFC、4G、Wi-Fi

等。其中常見應用如無線射頻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 

RFID)用於高速公路付款(ETC)、大型物流運籌都有相當的廣泛的應

用。其為結合與其他互連技術及智慧卡的技術，可在不同的設備中快

速建立安全連線及簡化過去複雜人工設定，因而延伸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技術。根據全球市場研究機構 TrendForce

研究報告[6]指出 2015 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已達 12.93 億隻，其

中搭載 NFC 晶片的手機佔了總量 30%約 3.8 億隻，由此可知越來越

多的行動裝置製造商開始重視 NFC 功能之裝置，在於近年來行動商

務的崛起提供的電子化的服務應用及行動支付等多功能都能為現代

人們帶來生活上的便利性，其中 NFC 功能常見的應用服務包含行動

支付、電子票卡、交換電子名片、近距離裝置配對等。在台灣最常見

到的近場通訊技術運用，包含有電信公司推出的 NFC SIM 卡，當使

用者透過內建 NFC 的手機來感應付款如(悠遊電信卡、一卡通、信用

卡)來完成電子付款，無論是搭公車、捷運、火車都能使用。NFC 的

技術應用不單只是作為行動支付應用，也有廠商推出透過 NFC 感應

方式來連線耳機、喇叭、電視來建立連結。在未來的應用從科技業及

金融業都有很大的期望，讓 NFC 來串連物與物之間的連線。綜合上

述，本研究認為 NFC 技術在未來的物聯網或行動支付都是不可或缺

的技術之一。 

無線通訊技術的成熟，再加上行動應用程式的普及，促使行動商

務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換言之，過去的網站販售產品如今也可以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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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行動應用程式來預覽產品資訊及完成購物。在目前全球購物金

額中有 40%是透過行動裝置來購物商品[7]，許多公司也開始發展自家

的行動應用程式藉由不同功能來聚集會員，同時透過應用程式來推播

消息藉此達到行銷作用，讓顧客在第一時間可以透過行動裝置收到最

新促銷，無須像過去須透過紙本或簡訊方式來傳遞服務訊息，綜合上

述所言，行動商務重新詮釋了新的市場交易型態，同時也改變了舊有

的商業策略。由此可知，行動商務市場將會是未來企業發展重點。 

 

1.2 研究動機 

過去餐飲業會在顧客消費後贈送優惠卷，或者透過會員卡來累積

點數換取其他優惠，藉此來吸引顧客再次上門消費，但消費者常忘記

攜帶或遺失以致無法使用。因此有些餐飲業者推出自己專屬的 APP，

如王品集團的瘋美食有介紹該集團旗下所有品牌位置及餐點價位，並

透過會員綁定享有電子優惠卷、摩斯漢堡的 MOS APP 則有餐點價位、

最新促銷消息、線上點餐到店取餐並加入行動電子會員功能、星巴克

的 Starbucks APP 有最新優惠資訊、餐點資訊、累積點數、電子優惠

卷、QR-Code 會員及付款功能等服務。這些 APP 都針對不同消費族

群設計功能及頁面，提供顧客服務，不僅節省紙本費用，也讓消費者

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最新的消息，藉此提升顧客滿意度。上述中的行

動化的電子會員方式都是透過已註冊的會員所產生的 QR-Code 於店

家機器感應才得以完成讀取會員資料並取得優惠，但常因為使用者的

行動裝置螢幕過暗或髒汙以至於無法讀取到需花費多餘時間來處理

該問題，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能透過 NFC 功能結合於 App 來進行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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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省去目前 QR-Code 所產生的問題並能提供更快速的方式來完成

交易。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設計一款美食街餐廳系統 APP，其主要是讓消費者透過

網際網路來預覽各家的優惠資訊、餐點資訊，並透過 NFC 技術來累

積會員紅利並透過網路推播功能來完成傳統的叫號方式並將上述擁

有的功能整合至該 APP。 

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歸納出以下四點美食街餐飲業常遇到的問

題，將透過本研究所設計之 APP 來改善下列的問題。 

1. 優惠卷遺失或忘記攜帶以致無法使用。 

2. 會員卡遺失或忘記攜帶以致無法累計點數。 

3. 號碼叫號或叫號機震動因現場其他因素如場地過大或噪音以

致於沒有發現。 

4. 多家會員制度不同以致顧客須辦理各家會員卡及填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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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為以下七個階段，研究流程圖如圖 1-4 所示。 

1. 主題確認:透過與組員及專題指導老師討論後確定專題主題及研

究方向。 

2. 文獻收集:根據專題主題來蒐集相關的研究文獻。 

3. 資料整理與分析:透過已蒐集的相關專題研究文獻來進行過濾所

需文獻並加以分析統整。 

4. 系統建置:根據蒐集文獻分析統整後所得到的有效資訊來進行專

題系統架構及功能規畫以便完成系統建置的前置作業。 

5. 系統測試:將開發完成的系統給予自己組員及指導老師使用後來

了解是否與預期的一樣或需新增及修改部分功能使用。    

6. 系統建置完成:經由專題指導老師確認所有 APP 及後端系統均能

正常運作後則確定完成系統。 

7. 專題完成:經由指導老師及口試老師確認系統是否符合專題報告

書所撰寫的內容，若均為正確無誤則為專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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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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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行動商務 

 學者張德祥[8]進一步指出，行動商務(Mobile Commerce)是建立於

電子商務上外加有更多的即時性與不受地理區域的限制，能透過無線

網路立即連線進行商務上的交易與服務資訊。林佩璇[9]的研究指出，

行動商務在於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與科技的輔助，不受時間與空間的

限制來達成商業交易行為。江義平、廖奕翔及吳佳惠[10]則認為行動

商務是為能讓使用者在移動、非定點的狀態下， 還能夠藉由無線網

路在行動科技設備上，即時的與他人溝通、交易或查詢網路資料，不

受地域上的限制。基於上述學者們的看法，行動商務係指使用者透過

行動裝置連結至網際網路進行使用服務、應用及交易行為都是屬於行

動商務範圍。資策會[11]研究報告指出有使用行動購物經驗的人達

62.5%，其中使用購物管道中有 69.6%消費者較常透過手機版網頁購

物，其次是透過 App 購物 41.1%，此外商務行動化服務商 91 App[11]

購物統計資料中指出 App 擁有高度的回訪性、回購率、下單率都是

手機版網頁的三倍。目前全球購物中有 40% 是透過行動裝置來購買

商品[7]，因此企業開始朝向行動商務的發展，如博客來書店提供手

機版網頁也提供 App 供客戶使用下單、即時優惠通知等多項的功能，

為此創造新的利潤，不光只是購物，行動商務範疇也包含日常生活使

用的電子錢包、電子優惠卷、電子會員累計紅利或積分、行動支付等

應用取代過去的傳統的商業思維。目前台灣連鎖餐飲業最常見的行動

商務 App 有麥當勞所提供的手機點餐外送服務，星巴克提供會員累

積點數兌換飲品、新品及菜單資訊、門市資訊及導入行動支付，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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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提供線上預定取餐店內用餐、外送及外帶服務、菜單資訊、會員

累積紅利及結合行動支付等。行動商務包含範圍非常廣大提供資訊服

務、應用於生活的 App 及結合金流的 App 應用，上述這些 App 針

對屬於自家的族群設計功能及頁面，藉此讓消費者可以在使用 App

第一時間知道資訊並藉此提升顧客滿意度。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餐飲美

食街設計一款屬於該群之 APP 功能以便提供顧客使用滿意度及店家

工作效率提升。 

 

2.2 行動應用程式 

App 原是電腦應用程式(Application)的簡稱，過去一般也叫它軟

體。在 2008 年時候蘋果公司推出了 App Store，它是一個應用程式發

布平台，允許用戶透過 App Store 來下載 iOS 或 Mac 作業系統所開發

的應用程式。因此 App 變成為了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

的應用程式代名詞，讓現代的人都忘記其實 App 就是原本的電腦應

用程式。在 2007 年時由 Google 公司推出了 Android 作業系統它是由

Linux 為基礎開放式的行動作業系統，並開放 Android 作業系統原始

碼給予多家軟體及硬體開發商下載，讓行動裝置開發商可以推出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的行動裝置[12]。在 2008 年時 Google 公司推出

Android Market 應用程式商店，帶動了應用程式的開發，也因此加速

了 Android 行動裝置的發展。隨後在 2012 年 3 月時 Google 公司將

Google Market、電影、圖書、書報攤、雜誌、音樂整合更名為 Google 

Play，更發展出 Android 的分之平台如 Android wear、Android TV。

至今 Google Play 的應用程式被分類成為遊戲、社交、天氣、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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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交通運輸、小工具、音樂與音效、個人化、娛樂、旅遊與地方資

訊、商業、教育、通訊、漫畫、購物等三十二種類型。截止至 2016

年 5月 Google 公司統計先前 Google Play 的應用程式下載次數累積超

過 650 億次，全球 Android 智慧型手機的用戶超過 10 億人[13]。然而

App Store 中的應用程式被分類成社交、教育、生活風格、商業、書

籍、財經、美食佳飲、參考等二十五種。在 2016 年 9 月時蘋果公司

統計 App Store 的應用程式超過 200 萬個，下載次數累積突破 1400

億次，平均每秒有 850 個應用程式被下載。App Store 之 APP 數量從

2011 年的 42 多萬款，增加至 200 多萬款，根據 2016 年 6 月 Apple 

WWDC 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發表已累積 200 多萬款。其他的 APP 業

者也紛紛湧入跟進，如截止 2016年 6 月時，Google play 之 APP 數量

已累積 220萬款、Amazo Appstore累積 60萬款、 Windows Phone Store 

則累積近 70 萬款、BlackBerry World 也將近 25 萬款。由此可知，軟

體商店服務已經正式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其市場競爭激烈。然

而，開發一個新顧客比維繫一個舊顧客所需花費 6 倍的時間 [14]，

如何讓吸引舊有的使用者持續使用則成為一重要議題。由上述可知，

各式各樣 APP 數量大幅增加，許多業者也發現 APP 已滲透於人們的

日常生活中，因而開始發展自家的 APP 藉由不同功能來聚集會員，

同時透過 APP 來推播消息藉此達到行銷作用，讓顧客在第一時間可

以透過行動裝置收到最新促銷，無須像過去須透過紙本或簡訊方式來

傳遞服務訊息。 

根據 Vpon Inc.[15]報告指出，台灣行動裝置現況有 70%的人是使

用 Android 行動裝置系統，僅有 24% (iPhone)和 6% (iPad)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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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採用 iOS 系統。由圖 2-1 可知 Android 的用戶使用量是目前台灣

位居第一名的使用率，據此，本研究將實作出一Android平台的APP，

讓使用者可以預覽各家餐廳優惠方案、進行點餐、紅利點數查看等服

務之餐廳商務 APP 系統。 

 

 

圖 2-1：台灣行動裝置持有比例  

資料來源：Vpon Inc. [15] 

 

2.3 近場通訊技術 

(一)近場通訊技術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是由 Sony、Philips 及 Nokia

在 2004 年成立的 NFC 論壇所提出的新一代感應與通訊技術，該技術

是由 RFID 做為開發基礎並結合其他互連技術及智慧卡的技術，可在

不同的設備中快速建立安全連線也藉此簡化過去複雜人工設定，目前

最常見的 NFC 圖示如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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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NFC 標示 

資料來源： NFC-form  

 

NFC 的工作頻率為 13.56 MHz，傳輸資料速度每秒最高可達 424k 

bit，感應距離小於 10 公分，將其原本的 RFID 單向傳輸提升成為雙

向傳輸，使得傳送方與接收方能夠互相交換資料，也可稱之為 RFID

技術的進階版。NFC 技術跟一般的無線通訊技術不同在於「安全性」

及「便利性」，表 2-1 對 NFC 與 WiFi、藍芽及 Zigbee 進行詳細的比

較。從表中可看出 NFC 和其他無線技術相比較，更具備了安全性與

便利性。在 NFC 中包含許多資料安全保護設計其中包含 NFC 在每次

在進行通訊資料傳遞時候會自動產生一組 UID 可作為金鑰匙，即使

中途被竊取後下次 NFC 再一次通訊也無法使用，因此也是 NFC 安全

性之一[16]，此外由於 10 公分的近距離感應，藉此讓使用者在做資

料交換時候都是全程能被監看完成，使得第三方無法間接破壞、取得

或竄改資料。 

 

 

 

 

 

https://tw.mall.yahoo.com/152982758-categ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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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無線通訊技術比較表 

 

 

(二)NFC 通訊模式 

 NFC 通訊過程通常在目標裝置和發起裝置間發生，換言之，每一

台 NFC 裝置可做為發起裝置，亦可作為目標裝置，兩個裝置之間是

以交流磁場方式相互耦合，並透過載具調變完成數位訊號傳輸 [17]。

NFC 的通訊模式分為主動模式及被動模式兩種，詳細說明如下所示： 

1. 主動模式 

在 NFC 的主動模式下需要兩邊設備都是需要支援全雙向資料交

換因此發起設備與目標設備都是需要產生自己的射頻場(RF 場)，如

下圖 2-3 由發送 NFC 設備的稱為「發起者」，再傳送資料前會先產

生自己的射頻場(RF 場)接著依照選定的傳輸速率(106Kbps、212Kbps、

424Kbps)來進行通訊，當目標 NFC 設備接收到發起者的射頻場(RF

場)後，會以自己的電力來產生跟發送者一樣速率的射頻場(RF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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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覆，該模式就如同 NFC 工作模式中的點對點模式應用，該通訊

方式可以快速建立雙方連接，同時可以使資料更容易的傳輸，此模式

常用於手機、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之間的資料交換 [17]。 

 

 

圖 2-3: NFC 主動通訊模式 

 

2. 被動模式 

在 NFC 的被動模式下由發送 NFC 設備的稱為「發起者」，如下

圖 2-4 先產生自己的射頻場(RF 場)接著依照選定的傳輸速率

(106Kbps、212Kbps、424Kbps)來進行通訊，但目標的 NFC 設備是不

需要具備電力來產生自己的射頻場(RF 場)，而是接受發送者所產生

的射頻場(RF 場)來回覆，該模式就如 RFID 通訊原理一樣，是需要

依靠電磁感應耦合來完成通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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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NFC 被動通訊模式 

 

(三)NFC 工作模式及應用 

 在 NFC 工作模式中分為三種如下: 

1. 卡片模擬模式 

卡片模式它是由 RFID 及智慧卡技術的延伸，也因 NFC 技術可以

向下相容於 RFID 與智慧卡的標準[18]，自然可以將 NFC 手機模擬成

像一般非接觸式的智慧卡片，如門禁卡、電子信用卡、交通憑證、電

子錢包。有關於 NFC 的卡片模擬模式的應用，先透過智慧型手機下

載店家的應用程式，透過該應用程式來綁定實體卡片後可在有支援感

應付款店家使用電子卡片付款，藉此也無須攜帶實體的卡片。 

2. 讀寫模式 

將 NFC 的設備模擬成讀卡機，透過設備感應可以下載資訊，如

優惠卷下載、展場導覽，目前最常見的有「觸碰及連接控制功能」以

應用於單眼相機、藍牙喇叭、藍牙耳機、NFC 遙控器等設備，如下

圖 2-5 所示。透過 NFC 方式來間接快速建立設備連結，如透過 NFC

來建立連結啟用藍芽設備，無須再需透過手機尋找設備來建立連結，

在具備擁有 NFC 單眼相機可透過該功能來與設備建立聯結傳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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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遙控相機拍攝照片，在 NFC Tag 方面可以透過感應後會執行該 Tag

預寫的執行內容。 

 

 

 

圖 2-5:NFC 讀卡模式連接各項設備 

 

3. 雙向點對點模式 

將兩支有搭載 NFC 的設備靠近後則可進行同步雙向資料交換，

如名片交換、傳送照片。關於 NFC 的雙向點對點模式的應用，如利

用兩支有搭載 NFC 晶片的裝置以非接觸式的感應進行資料交換，傳

送照片、下載音樂、交換影像，以及同步處理通訊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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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與設計  

 在網際網路普及加上行動裝置年年增長，促使人們對於行動裝置

的有相當大的依賴性，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注重行動商務發展，

目前市面上的餐飲類型 APP 繁多，但須做到能讓顧客能持續使用該

企業所開發的軟體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如系統優化、會員資料、優

惠資訊等功能都是會影響顧客使用的因素，此外也須考量到因自家公

司的營運方式及顧客族群是屬於哪種類型，應為於該品牌的族群開發

APP 才能有助於公司的營用及增加顧客的使用滿意度，因此本研究將

找出目前市面上的餐飲業 APP 作為研究基礎，將這些 APP 擁有的功

能整合及分析，將針對本研究美食街餐飲系統的開發及應用，期許能

讓使用者感到滿意且可而外增加該企業的營收。 

3.1 餐飲業 APP 比較 

 3.1.1 勝博殿 

 此 APP 如圖 3-1 所示具備有會員與紅利、門市情報、首選美味及

最新記事的功能，透過點選會員與紅利按鍵後主要為會員累積擁有的

點數及優惠卷資訊的兌換資訊如圖 3-2 所示，透過點選首選美味會顯

示出該店的各家門市資訊如圖 3-3 所示，該 APP 主要將過去的實體

會員卡整合成至行動的 QR-Code 碼來累計會員紅利點數如圖 3-4 所

示。 

(1) 優點:將過去實體 DM 及網站上擁有資料整合至該 APP 並透

QR-Code 碼方式來取代過去攜帶實體會員卡麻煩。 

(2) 缺點:該店家對於使用者介面設計並不是很好操作且菜單更

新速度及設計並沒有讓使用者能馬上清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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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APP 首頁               圖 3-2:會員與紅利資訊 

       

         

   圖 3-3:各家門市資訊         圖 3-4:行動會員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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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瘋美食 

 此 APP 如下圖 3-5 所示為進入瘋美食後的各家品牌資訊，可透過

點選店家圖示會顯示該品牌於各地的營業資訊、地點及菜單資訊以便

節省顧客花時間於網路上收尋資料，如圖 3-6 所示為該 APP 的優惠

資訊主要分為獨饗禮、生日禮及結婚禮透過不同的優惠資訊給予消費

者了解，如圖 3-7所示為點選該品牌後會顯示出該電子優惠卷的資訊，

並透過 QR 碼掃描方式來完成優惠折扣如圖 3-8 所示。 

(1) 優點:將多家品牌店家資訊整合至該 APP，顧客可以透過專屬

APP 來查詢所想要用餐的品牌資訊如門市位置、菜單資訊及

營業時間，除此之外也將優惠劵以種類來分送，透過會員下

載。 

(2) 缺點:該 APP 的優惠劵一但使用過後需等待官方活動後才會

消除否則會一直存在，所以會導致部分顧客重複使用。 

             
    圖 3-5:瘋美食之各項品牌         圖 3-6:各品牌之優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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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為點選該品牌之優惠資訊    圖 3-8:QR 碼之電子優惠卷 

 

3.1.3 小蒙牛 

該 APP 首頁如圖 3-9 所示具備有行動會員資訊、最新消息、菜單

資訊如圖 3-10、分店資訊如圖 3-11 所示及跟過往不同的媒體報導資

訊如圖 3-12 所示，該 APP 提供顧客可以查詢該餐廳的菜單資訊、分

店資訊及餐廳訂位，並加入最新消息給予顧客了解最新的優惠活動，

另外行動會員資訊部分僅單純為顧客個人資料並無任何功能，在該

APP 系統使用上系統需再加強優化以便提供顧客使用的滿意度。 

(1) 優點:在菜單部分該 APP 分類的非常詳細能提供顧客查詢詳

細的餐點資訊，此外該 APP 與其他公司合作將線上訂位系統

導入至該APP可以讓顧客於該APP直接進行位置預約是目前

單一店家整合線上餐廳預約的 APP 少數之一。在最特別的一

點是可以透過顧客APP上於該店家上的 iPad輸入點餐機的序

號後進行點餐，該方法是主要是希望降低人工點餐方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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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效率化。 

(2) 缺點:在系統使用上部分需要加強優化，否則會降低顧客的使

用滿意度，若能將活動所辦理的集點活動電子化除了可以降

低紙本費用也能讓顧客省去攜帶集點卡或遺失的麻煩。 

 

           

      圖 3-9:APP 首頁               圖 3-10:菜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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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 APP 各家分店資訊      圖 3-12: APP 媒體報導  

 

3.1.4  Starbucks 

 此 APP 首頁如圖 3-13 所示，當顧客進入首頁時第一個可以先看

到會員的等級及紅利點數，可讓消費者馬上了解需在多少紅利即可獲

得優惠卷，其中還會顯示目前已擁有的優惠卷，並將行銷活動及門市

資訊均放置在首頁，若顧客想了解詳細的會員紅利及等級資訊則進入

到如圖 3-14 所示可以看見所有已擁有的紅利點數、會員資訊及優惠

劵，另該 APP 將菜單資訊如圖 3-15 所示為菜單資訊全部統一整合至

該 APP 顧客可依照有興趣的餐點圖示，點選後會顯示出有關餐點的

詳細介紹，此外該公司特別將行銷活動特別詳細的說明如圖 3-16 所

示，此外該 APP 將會員卡以 QR 碼形式呈現透過條碼機來抓取會員

資料以便累積點數。 

(1) 優點:該公司將會員資料可以透過APP上產生會員資料的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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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來讀取會員資料，且能夠該方式完成付款及累計會員紅利，

是目前少數公司會採用該方式來完成電子化的會員卡，此外

該 APP 將全台灣的門市的活動分類的非常清楚，可讓顧客瞭

解特別活動會於哪邊舉辦。 

(2) 缺點:該品牌缺乏網路推播活動提醒會導致忽略活動訊息。 

 

             

        圖 3-13:APP 首頁             圖 3-14:會員紅利及優惠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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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5:菜單資訊                圖 3-16:行銷活動頁面 

 

 3.1.5 餐飲類 APP 比較 

 如上述的資料本研究透過目前已有的餐飲業 APP 來比較分析後

列出如下表 3-1 所示我們將這些 APP 的優缺點進行分析後所提出來

的功能，在目前餐飲業所推出的行動會員都為QR碼方式來累計點數，

但基於需掃描行動裝置的螢幕才能抓取資料，有時會因顧客的螢幕亮

度過低或者拿取角度不對導致需要讀取多次才能完成資料讀取加上

QR 碼的安全性並不高，因此本研究利用 NFC 的高度安全及短距離傳

輸資料的特性來完成傳輸會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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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餐飲類 APP 功能比較表 

 

APP 

功能 

本研究 勝博殿 瘋美食 小蒙牛 Starbucks 

NFC 行動會員卡 ●     

優惠劵資訊 ● ● ●  ● 

菜單資訊 ● ● ● ● ● 

品牌門市資訊 ● ● ● ● ● 

優惠活動資訊 ●  ● ● ● 

網路推播叫號訊息 ●     

 

3.2 系統應用架構 

過去餐飲業會在顧客消費後贈送優惠卷或者透過會員卡來累積

點數換取其他優惠，藉此吸引顧客再次上門消費，但消費者常忘記攜

帶或遺失以致無法使用。另一方面，目前餐飲 APP 系統大部分僅提

供使用者查詢功能，缺乏與店家互動，故本研究將結合 NFC 技術傳

遞資料實作出一 Android 平台的餐飲服務 APP，讓使用者可以預覽各

家餐廳優惠方案、進行點餐、紅利點數查及叫號功能等服務。 

本研究之系統應用架構如圖 3-17 所示。系統共分成三部分：顧

客端、店家端以及後端管理。整體流程簡述如下： 

1. 顧客端：當顧客下載安裝完本餐飲APP進行註冊成為會員後，

便可查看店家及紅利資訊，並透過 NFC 來做其他應用。 

2. 店家端：店家則可透過電腦或行動裝置查看該顧客紅利及優

惠卷，並給叫號功能的提醒。 

3. 後端管理：管理前端應用，並將其匯入資料庫方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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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系統應用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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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功能 

本研究之系統功能圖如下圖 3-18 所示。本系統屬主從式架構，

分為：資料庫伺服器、使用者移動設備，透過 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離接觸設備，並結合資料庫整合會員資料，本

研究規劃系統功能共分成三個部分為：顧客端、店家端、後端管理，

各功能簡述如下所示:  

 

 

圖 3-18: 系統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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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顧客端 

(1) 叫號功能：利用 NFC 感應取得取餐資訊，運用網路推播方式

提醒顧客取餐。一方面減去號碼單的列印及叫號機，另一方

面使用提醒功能可以讓顧客記得取餐。 

(2) 各家菜單：可利用查詢功能，來了解各家餐廳菜單。 

(3) 各家優惠資訊：透過預覽性圖片來了解各家特價菜單資訊。 

(4) 會員資料與紅利點數：顧客可隨時查看自己在各店的消費記

錄與累積紅利點數之相關訊息。 

(5) 點餐紀錄：顯示已點餐點之名稱、價格、時間 

 

2. 店家端 

(1) 叫號功能：當顧客點完餐並用NFC感應後，會得到取餐資訊，

在店家端可以清楚瞭解各顧客的餐點內容與取餐順序資訊。 

(2) 訂餐：依顧客需求進行點餐。 

(3) 菜單管理:將原有的菜單進行新增、修改及刪除。 

(4) 點餐紀錄：顯示點餐紀錄，項目包含會員名稱、餐點明細、

餐點金額及點餐時間。 

(5) 給予新紅利及優惠卷：透過 NFC 給予紅利點數與優惠卷。 

(6) 會員資料與紅利點數：可透過顧客使用 NFC 感應抓取會員編

號查詢資料庫，藉此了解顧客消費記錄與紅利累積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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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端管理 

(1) 點餐管理：管理店家端點餐服務，並記錄各客人點餐相關訊

息。 

(2) 會員資訊管理:管理會員相關資料。 

 

3.4 NFC P2P 模式系統開發 

我們採用 NFC 的點對點模式(Point to Point, P2P)來交換資料，主

要是因點對點模式是透過兩個 NFC 行動裝置來進行互相交換資料，

透過該方式來完成本研究NFC會員卡讀取方式，完成啟用叫號功能、

會員紅利及優惠卷傳送，其開發程式碼，其開發點對點資料傳遞片段

程式碼如圖 3-19 所示。 

此外，本研究運用 NFC 技術之行動裝置於 P2P 模式下裝置與裝

置間進行會員資料傳遞。 

 

 

 圖 3-19: NFC 的點對點(P2P)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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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點模式主要透過兩個 NFC 設備進行非接觸式感應後進行雙

向同步傳輸資料，在兩個 Android 之 NFC 裝置透過點對點模式傳輸

資料功能稱為 Beam，在兩個 NFC 裝置中要完成 Beam 功能傳輸資料

需要下面幾種條件: 

1. 必須開啟手機中的 NFC 功能，如圖 3-20。 

2. 需要啟用 Android 手機中的 Beam 功能，如圖 3-21 依據 APP

內容來傳輸資料。 

3. 手機必須要在螢幕解鎖情況下才能使用。 

 

             

圖 3-20: 啟用 NFC 功能圖     圖 3-21: 啟用 Android Beam 功能圖 

    本圖:本研究繪製                   本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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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開發工具 

 3.5.1 Android Studio 2.2 

下圖 3-22 為 Android Studio 圖示，該軟體是由 Google 為 Android

系統所開發的整合式開發環境如圖 3-22所示為Android Studio的圖示，

將過去所編譯程式的 Eclipse 軟體功能都整合至該平台軟體，並提供

各種新功能如快速檢查程式碼錯誤、程式修復功能。開發者可以選擇

最低版本需求進行開發並提供虛擬裝置進行程式運作，以便讓開發者

快速了解 APP 的運作狀況。 

 

 

圖 3-22: Android Studio  

 3.5.2 MySQL 

 下圖 3-23 為 MySQL 圖示，MySQL 是一套開放式原始碼的關聯

式資料庫，擁有高度的相容性於各種網頁程式開發軟體，因具備高效

能且穩定運作因此受到許多中小型企業開發者的喜愛。 

 

圖 3-23: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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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PHP 程式語言 

 PHP 是一個被應用非常廣泛的程式語言，特別是在網路程式開發

部分如網頁撰寫及店家後端的伺服器語言都是可以都過 PHP 語言來

進行運作，PHP 語言提供跨伺服器、平台等特性可與多種不同類型的

資料庫系統結合，此外 PHP 官方提供各種類型的套件來給予使用者

下載安裝後隨意自行修改、編譯及擴充使用。 

 

 3.5.4 Adobe Photoshop CS6 

 下圖 3-24 為 Adobe PhotoShop CS6 圖示，該軟體具備專業的影像

和設計的應用技術，透過各種套件工具能提供使用者修正影像資料，

如海報製作、照片後製等多種功能來給予使用者使用。 

 

圖 3-24 :Adobe PhotoShop C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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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系統需求 

 本研究的行動載具裝置最重要的要點在於都需具備搭載 NFC 晶

片的行動裝置才能完成本研究之功能。 

 3.6.1 使用者行動裝置需求 

 下表 3-2 為本研究對於顧客端及店家端所使用的行動裝置之最低

設備配置的需求。 

表 3-2:使用者行動裝置需求表 

使用者行動裝置需求 

作業系統 Android 5.0(含)以上 

CPU 4 核心(含)以上 

記憶體 最少 1GB 

NFC 功能 需有搭載 NFC 晶片 

 

   3.6.2 伺服器需求 

 下表 3-3 為本研究基於開發需求。 

表 3-3:伺服器硬體裝置需求 

伺服器硬體裝置需求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12 R2 

CPU I7-4790 

記憶體 4GB(含)以上 

硬碟 500GB(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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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本章節主要分為系統流程圖、各項資料表、資料庫關聯圖。 

4.1 系統流程圖 

 4.1.1 顧客登入及註冊系統流程 

 顧客登入及註冊系統流程圖如下 4-1所示。開啟顧客端之 APP

會要求輸入會員帳號，未加入會員的使用者，需點選註冊按鍵後輸入

使用者的資訊即可完成註冊，同時也會將使用者註冊資料存入資料庫。

而已加入會員的使用者，輸入會員帳號無誤則可登入。 

 

圖 4-1:顧客端登入及註冊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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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顧客端系統功能流程 

顧客端系統功能流程圖如下圖 4-2 所示。開啟顧客端之 APP 登入

會員後可進入主畫面後可選擇修改資料、店家選擇、各家優惠資訊、

會員資料及叫號功能、點餐紀錄的功能按鍵，顧客可以透過修改資料

功能來修正顧客個人資料來更改舊有資料，店家選擇可以查看各店家

的菜單資訊、會員資料及叫號功能可以查看顧客的紅利資訊及接受店

家推播的送餐資訊及點餐紀錄可以看每次點餐的餐點名稱、價錢及時

間以便顧客查看過去的紀錄。 

 

 

 

圖 4-2:顧客端系統功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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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店家登入系統流程 

店家登入系統流程圖如下圖 4-3所示。店家端登入管理者帳號，

則可進入管理頁面選擇點餐紀錄管理、會員資料管理，完成更動後存

入資料庫。店家可透過點餐紀錄管理功能了解每次訂餐的餐點名稱、

價錢及時間，店家透過修改菜單功能修改現有菜單名稱及價錢，此外

也可刪除已不需要的菜單資訊或新增新的菜單資訊，店家透過紅利及

叫號功能管理來完成讀取顧客資訊及給予該次顧客累計之紅利點數

並透過叫號功能來推播餐點完成資訊以便顧客可以查看，各功能完成

後皆會將資料存入資料庫。 

 
圖 4-3:店家登入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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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後端管理會員系統流程 

後端管理會員系統流程圖如下 4-4 所示。管理者登入後可進行會

員資料管理，選擇編輯會員後可更改顧客資訊以便顧客有問題方便查

證更改，移除會員功能透過該功能將選定的會員資料全數移除，完成

後會將資料存進資料庫。 

 

 

圖 4-4: 後端管理會員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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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後端管理紀錄系統流程 

後端管理紀錄系統流程圖如下圖 4-5 所示。管理者登入後選擇餐

紀錄管理，可查看各店家點餐紀錄包含時間、餐點名稱、數量、總價

錢以便了解每筆交易紀錄。 

 
 

圖 4-5: 後端管理紀錄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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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資料表設計 

資料表分為以下:會員資料表、店家資料表、店家菜單資料表、

後端管理資料表。 

4.2.1.會員資料表 

本研究之會員資料表包含編號、會員帳號、會員信箱、會員密碼、

推播序號、紅利、姓名及電話，會員資料表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會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定義 欄位型態 主鍵 備註/範例 

NO 編號 int(255) ✔ 會員編號長度最多為 255 字

元，不可空白。 

name 會員帳號 varchar(15)  會員帳號長度最多為 15 字

元，不可空白。 

email 會員信箱 varchar(50)  參考 yahoo 和 google 信箱申

請，在@前可打 32 字元，故取

50 字元。可空白。 

範例:xxxxxx@gmail.com 

password 會員密碼 varchar(15)  會員密碼長度最多為 15 字

元，不可空白。 

gcm 推播序號 varchar(255)  推播序號長度最多為 255 字

元，不可空白。 

bonus 紅利 int(255)  紅利長度最多為 255 字元，可

空白。 

username 姓名 varchar(25)  姓名長度最多為 25 字元，不

可空白。 

範例:楊倍華 為 6 個字元 

cellphone 電話 varchar(10)  電話長度最多為 10 字元，不

可空白。 

範例:04-2389-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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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店家資料表  

本研究之店家資料表欄位包含編號、店家名稱、帳號、密碼、會

員名稱、紅利、時間、餐點名稱、餐點數量及餐點總金額，店家資料

表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店家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定義 欄位型態 主鍵 備註/範例 

NO 編號 int(255) ✔ 編號長度最多為 255 字元，不可

空白。 

shop 店家名稱 varchar(50)  店家名稱長度最多為 25 字元，

不可空白。 

sname 帳號 varchar(15)  帳號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不可空

白。 

spassword 密碼 varchar(15)  密碼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不可空

白。 

cname 會員名稱 varchar(15)  會員名稱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不

可空白。 

cbonus 紅利 int(255)  紅利長度最多為 255 字元，不可

空白。 

time 時間 datetime  時間紀錄 

cmeal 餐點名稱 varchar(255)  餐店名稱長度最多為 255 字元，

不可空白。 

範例；紅燒牛肉麵 

cmealamou

nt 

餐點數量 varchar(255)  餐點數量長度最多為 255 字元，

不可空白。 

ctotalprices 餐點總金

額 

int(255)  餐點總金額長度最多為 255 字

元，不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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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店家菜單資料表  

本研究之店家菜單資料表欄位包含編號、店家、餐點名稱及餐點

金額，店家菜單資料表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3:店家菜單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定義 欄位型態 主鍵 備註/範例 

     NO 編號 int(255) ✔ 編號長度最多為 255 字元，不可

空白。 

shop 店家 varchar(50)  店家長度最多為 25 字元，不可

空白。 

範例:高雄空廚 

menu 餐點名稱 varchar(50)  餐點名稱長度最多為 25 字元，不

可空白。 

範例:榨菜肉絲麵 

prive 餐點金額 int(15)  餐點金額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不

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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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後端管理資料表  

    本研究之後端管理資料表欄位包含編號、店家名稱、店家信箱、

店家帳號、密碼、店家帳號 2、密碼 2，後端管理資料表如下表 4-4

所示。 

表 4-4:後端管理資料表 

 

 

 

 

 

 

 

 

欄位名稱 中文定義 欄位型態 主鍵 備註/範例 

NO 編號 int(255) ✔ 編號長度最多為 255 字元，不可

空白。 

shop 店家名稱 varchar(50)  店家長度最多為 25 字元，不可

空白。 

範例:高雄空廚 

email 店家信箱 varchar(50)  參考 yahoo 和 google 信箱申請，

在@前可打 32 字元，故取 50 字 

元。可空白。 

範例:xxxxxx@gmail.com 

name 店家帳號 varchar(15)  店家帳號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不

可空白。 

password 密碼 varchar(15)  密碼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不可空

白。 

name2 店家帳號

2 

varchar(15)  店家帳號 2 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

不可空白。 

password 密碼 2 varchar(15)  密碼 2 長度最多為 15 字元，不可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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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實體關係圖  

 

 

 

 圖 4-6 :實體關係圖 

 

本研究資料庫實體關係圖主要有店家菜單、店家、後端管理系統及顧客四個部分如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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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作成果 

 本章節主要將實作分為顧客端、店家端、後端管理三端來說明。 

5.1 顧客端行動裝置使用者操作畫面 

5.1.1 顧客端登入畫面 

 下圖 5-1 為顧客端 APP 之登入畫面，使用者須該欄位輸入正確的帳號及密

碼，若需註冊帳號則點選註冊按鍵。 

 

 

圖 5-1:顧客端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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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顧客端註冊資料畫面 

 下圖 5-2 為顧客端之 APP 系統註冊資料畫面，使用者須在正確欄位填寫正

確資訊以便完成帳號建置，此外每個正確欄位都有建立限制如下圖所示。 

 

 

圖 5-2:顧客端註冊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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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顧客端主畫面 

 下圖 5-3 為顧客端之 APP 系統主畫面，其中畫面中的圖片為各家

優惠資訊會依照時間循環顯示讓消費者可觀看目前店家的優惠活動資

訊。 

 

 

圖 5-3:顧客端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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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顧客端各家菜單 

 下圖 5-4為該各家菜單功能料理分類後選取所想用餐類型會顯示出

該分類之店家，依照顧客所想點選店家後會跳至下圖 5-5 該選擇之店家

菜單畫面。 

 

      

 圖 5-4:店家選擇畫面                圖 5-5 :店家菜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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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顧客端點餐紀錄 

 下圖 5-6 為顧客端點餐紀錄會記錄點餐完成時間、店家名稱、紅利、餐

點名稱、數量及總價錢。 

 

 

圖 5-6 :顧客端點餐紀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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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顧客端會員紅利管理及叫號功能 

 下圖 5-7為顧客端為顧客端紅利管理能查看目前帳號名稱及目前擁有的

紅利點數，若點餐後要使用叫號功能則要進入圖 5-7 頁面後開啟行動裝置

上之 NFC 功能與店家端裝置進行感應後會讀取到該次點餐明細及價錢，

當餐點完成後店家會透過網路推播訊息提醒顧客取餐如圖 5-8 所示。 

 

  

 圖 5-7: 顧客端會員紅利管理畫面     圖 5-8:顧客端接收店家推播訊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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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店家端行動裝置使用者操作畫面 

5.2.1 店家端登入畫面 

 下圖 5-9 為店家端 APP 之登入畫面，店家需在欄位輸入正確的帳號及密碼

以便登入使用該 APP。 

 

圖 5-9:店家端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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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訂餐  

 下圖 5-10 為店家幫顧客點選餐點之頁面，依照顧客點選的餐點及數量，點

選完成後點選確認明細後會顯示各項名稱及數量。 

 

 

圖 5-10:訂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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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菜單管理 

 下圖 5-11 為店家菜單修改功能畫面能新增及修改菜單名稱和價格，也能刪

除已不需要的菜單資訊。 

 

 

圖 5-11:菜單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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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點餐紀錄 

 下圖 5-12 為點餐紀錄畫面，該功能能記錄訂餐完成時間、會員名稱、餐點

名稱、數量及總價格。 

 

 

圖 5-12:餐點記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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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查看會員紅利資訊 

 下圖 5-13為店家已將顧客選擇餐點加入訂單明細後與顧客端行動裝置使用

NFC 功能讀取會員資料後所得到的畫面。 

 

 

圖 5-13: 查看會員紅利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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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給予紅利及優惠劵兌換 

 下圖 5-14 為店家端與顧客之行動裝置透過 NFC 功能感應後讀取會員資訊

紅利資訊後點選給予紅利按鍵後會給予當次消費的紅利。另外下圖 5-15 為顧客

透過紅利點數來兌換折扣依照制定比例來使用優惠畫面。 

 

  

     圖 5-14:給予紅利畫面                  圖 5-15:兌換優惠劵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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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叫號功能 

 下圖 5-16為店家完成顧客紅利給予及優惠兌換後點選發送取餐通知

按鍵將取餐訊息傳至該訂單的顧客手機，以便提醒顧客餐點完成可至

櫃台取餐。 

 

 

圖 5-16:叫號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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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後端管理 

5.3.1 後端管理登入系統 

 下圖 5-17 為後端管理登入系統畫面，管理者需在欄位中輸入正確的帳號及

密碼以便登入使用該後端管理系統。 

 

 
圖 5-17:後端管理登入系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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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點餐管理 

 下圖 5-18 為各店家的點餐紀錄，依照管理者點選店家後可察看店家名稱、

會員、紅利、時間、餐點名稱、餐點數量及總金額。 

 

 

圖 5-18:點餐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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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會員資訊管理 

 下圖 5-19 為會員資訊管理顯示會員的編號、會員帳號、會員密碼、紅利、

姓名及電話欄位，透過查詢可以直接抓取會員帳號、另透過修改紅利可以修改

指定帳號中的紅利以便店家多扣除紅利時方便管理者來更正，此外刪除帳號為

刪除已不須使用者之帳號的功能按鍵。 

 

 

圖 5-19:會員資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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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6.1 結論 

在網際網路的普及與行動裝置大幅成長下，人們對於行動裝置依賴促使

行動應用程式呈現多樣性的發展且帶來大的商業利益，使得越來越多的企

業重視行動商務的發展，在傳統的餐飲美食街範圍都十分廣泛，需花費許

多時間去察看店家菜單及辦理多家會員卡以便累計取得紅利或優惠使用，

此外傳統的叫號方式較多為紙本或無線叫號機方式來通知顧客取餐，在使

用上常會有場地過大以至於未發現輪至該顧客取餐號碼或遺失等問題。 

因此本研究建置一套系統透過顧客端 APP 預覽店家資訊，包含各店菜

單及優惠資訊功能來解決美食街場地過大的問題，點餐紀錄功能會記錄每

次顧客消費的店家名稱、美食名稱、數量、總價錢及時間，會員資訊及叫

號功能管理功能則會顯示目前顧客擁有的紅利，並透過 NFC 技術與店家裝

置進行資料傳遞並透過店家端啟動叫號功能，當餐點完成後則會透過網路

推播至該顧客手機以便提醒完成取餐程序。在店家端 APP 具備訂餐功能，

能將顧客點選餐點及數量顯示成明細後，進入會員資料傳遞讀取會員資料

以便給予紅利、優惠使用及網路推播取餐訊息，菜單管理功能則具備有更

新、刪除或新增菜單名稱及價錢。在後端管理則讓主要管理員能查看各店

家的點餐紀錄及會員資訊管理，透過該功能來更改店家錯誤操作以致顧客

損失紅利。 

基於上述本研究系統功能主要期望達成以下三點: 

1. 減少顧客觀看菜單時間。 

2. 攜帶實體卡或遺失的困擾且透過 NFC 技術達到便利及安全性。 

3. 網路推播訊息取代傳統的叫號方式達到環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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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基於美食街的區域性十分廣泛因此在收集資訊上都需花費許多時間

且人力需求下，因此則選擇單一區之美食街作為本研究之例子，基於時間限制

後續研究建議可參考以下三點作為未來修改方向。 

1. 擴大區域性的美食街的資訊收納。 

2. 會員紅利兌換統一機制。 

3. 加入行動支付方式 

基於上述三點若因多區域性店家加入使用該系統，會使得顧客有更高的意

願來使用該 APP 且能省去辦會員的麻煩，尤其在兌換優惠服務相同時可使得顧

客能清楚了解優惠制度不需花費更多時間理解，且若具備行動支付功能能加快

點餐流程更能讓顧客有良好的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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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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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楊倍華 圖表製作、海報製作、網頁功能測試、APP 程式測試 

蘇彥丞 文獻統整、文書內容修正、APP 程式測試 

張倉維 文獻蒐集、文書內容撰寫 

歐盛傳 APP 程式撰寫 

張哲銘 文書內容撰寫、後端網頁製作、資料庫系統規劃管理 

陳良諺 後端網頁修正、網頁功能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