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2017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 

2017 Open Sour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家具業購物網站實作與應用 

Furniture industry shopping websit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1劉仲鑫 1許文一 1吳季鴻 

1 Chung-Hsin Liu 1 Wen-Yi Hsu 1 Ji-Hung Wu 

1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摘要 

隨著資訊與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電子商務的市場已經超越了傳統，由於網路的便利性，客

戶能夠快速的搜尋到想要的產品以及資訊，公司配合雲端平台的服務，讓購物行為可以在任何地

方發生，同時能夠讓公司商品在網路上增加見光度，同時藉由網路購物的方式能夠大幅度的節省

公司在場地的租用以及人事方面的成本。 

本研究以 Dreamweaver CS3 網頁設計軟體搭配 PHP 程式語言與 MySQL 資料庫軟體規畫出

一個 BC2 網站，以有 30 年以上的世富家具為例，將實體店面結合網路商店增加銷售通路，利用

建置網路行銷改變傳統商店的行銷模式，讓消費者進一步了解產品資訊且進而線上購買所需產

品，幫助業者提升企業營運擴展銷售通路。希望透過本研究來建置最適合網路客群需求的消費平

台，透過此電子商務網站，提升業者競爭力，也為業者帶來不同效益及與顧客間有更良好的互動。 

 
關鍵字：雲端平台、網路平台、電子商務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e-commerce market has gon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due to the convenience of the network, customers can quickly search for the 

desired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the company with the cloud platform services, shopping behavior Can 

occur anywhere, while allowing the company to increase the visibility of the goods on the Internet, while 

the way through the Internet shopping can greatly reduce the company's rental in the venue and personnel 

costs. 

In this study, DreamweaverCS3 web design software with PHP program language and MySQL 

database software to draw out a BC2 site to have more than 30 years of World Furniture, for example, 

the physical store with the network store to increase sales channels, the use of construction network Road 

marketing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store marketing model, so that consumer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then online to buy the necessary products to help businesses to enhance business 

operations to expand sales channels.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to build the most suitable consumer 

platform for consumer demand platform, through this e-commerce site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but also for the industry to bring different benefits and have a better interaction with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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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家具業在台灣曾經盛極一時，然而在金融海嘯過後，家具業受到了極嚴重的影響，而且在近

幾年中國大陸品牌崛起，外銷市場近乎枯萎，因此台灣市場多以內銷為主，但是由於市場的萎縮，

使得國內僅存的家具業者競爭更為激烈。 

掌握通路是家具業者存敗的關鍵因素，近幾年傳統家具店與家具街通路型態逐漸沒落，大型

賣場型的商場式賣場與綜合居家具賣場逐漸取代，隨著網際網路的成熟，為家具業帶來新型的通

路與販售模式，通路戰場將會由上述實體的店面市場逐漸被虛擬的網路平台代替，過去家具業者

地域式的優勢將逐漸被打破，因此更加凸顯了雲端平台的重要性，除了商品本身要夠經爭利，後

續的付款、配送、及售後服務將會是虛擬通路成功與否的關鍵。 

本研究透過理論與應用實務之分析，研究出上面所述之目標，為了達成此目標，將未來發展

策略規劃成以下階段： 

(1)  了解現今網路購物現況以消費者使用偏好習慣 

(2)  探討各大購物網站之熱門原因以及尋找電子商務市場的突破口 

(3)  在設計購物平台的同時能夠兼顧資訊安全問題 

(4)  在測試過後再採訪使用者對本研究滿意度來加強功能 

2 軟硬體支援與系統建置 

本研究以世富家具為個案，研究對象分自兩方著手，一為顧客群，二為世富家具。系統的目

的為將實體店面結合網路商店增加銷售通路，利用建置網路行銷改變傳統商店的行銷模式，讓消

費者進一步了解產品資訊且進而線上購買所需產品，幫助業者提升企業營運擴展銷售通路。 

本研究之開發發流程順序，每完成一個工作段落在繼續往下開發新的工作程序，如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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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圖 

由電子商務為概念架構，選擇世富傢俱有限公司做為個案，來拓展客戶群並協助公司的發展

營運。最後決定以 PHP、Apache 和 MySQL來進行本次實作。程式設計與實作是以 Dreamweaver

架構 UI，並建構 SQL，於本機使用 Apache 做測試，最後再上傳至 Hostinger 做展示微調。 

 

3 網站系統 

感測器接收之值，以 UART 的形式傳至電腦，此為電腦所接收到的樹狀圖，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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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感測器回傳之結果 

下圖 3為網站主頁，上方為網站 LOGO，左側列為網站之功能，使用者可從功能列登入會員

或搜尋產品；右側列為網站主介面，商品優惠等消息皆顯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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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主頁 

 

下圖 4為商品頁，右側列含一個文字區塊及一個圖片區塊；文字區塊顯示對該商品項目之說

明。 



 
 

 

60 

 

2017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 

2017 Open Sour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圖 4 商品頁 

下圖 5為購物車頁面，當使用者有購買項目時，購物車頁面會顯示使用者購買的商品訂單及

價格，每多一項，會新增訂單列表，下方區塊會顯示使用者訂購的全部商品價格總和；當使用者

確認送出後，訂單會發送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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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購物車頁 

  

下圖 6為管理者介面，管理者可於此區塊進行會員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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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管理者介面 

下圖 7為會員資料頁，修改會員資料在此頁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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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會員資料 

下圖 8為雲端空間主頁，任何操作皆從此進行。 

 

圖 8 雲端空間主頁 

下圖 9為該雲端的 net2ftp，比起傳統 FTP，上傳來得更加快速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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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雲端 Net2FTP 

下圖 10為該雲端資料庫列表，於此建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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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雲端資料庫 

4 關聯規則之應用 

在資料探勘的領域之中，關聯性法則(association rule)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關聯性法則在於

找出資料庫中的資料間彼此的相關聯性，這種方法現已經普遍運用於各領域。此外，在關聯性法

則之使用中，Apriori 是最為著名且廣泛運用的演算法。 

假設在資料庫中，L = {l1, l2, …,ln} 是所有顧客的知識與需求之集合，其中 X及 Y 均為決

策變數且是 L的子集合 (subset) 並互相獨立，因此關聯性法則的表示形式為：X→Y， X  L，

Y  L且 X ∩ Y= 。關聯性法則的產生由兩個參數來決定：支持度(support)及可靠度(confidence)。 

支持度的定義為決策變數在資料庫中所出現的比例，表現形式為 Sup(X)，也就是在整個資

料庫 L中出現的比例，支持度越高，越值得重視。支持度代表事件的發生機率。Sup(X→Y)代表

同時發生 X和 Y 兩個交易事項的機率，支持度介於 0%和 100%之間 。 

資料庫中的總交易筆數

數在資料庫中出現的總次項目集合X
Su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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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度的定義此關聯性法則可信的程度，也就是某決策變數 X 已確知或成立時，另一決策

變數 Y發生或成立的機率，與統計中的條件機率相同，表現形式為 Conf (X→Y)。Conf(X→Y)代

表發生 X的交易事項下，發生 Y 交易事項的機率，可靠度介於 0%和 100%之間 。 

)(

)(
)(

XSup

YXSup
YXConf




 

關聯性法則的建立，按照 Agrawal & Srikant(1994)兩位學者所設計的流程，有以下二個步驟： 

1. 從資料庫中找出高頻的項目集合(large itemsets)，亦即此集合之各個決策變數的組合，同

時要大於所設定之最低支持度(minimum support)。 

2. 接著，用前述步驟所產生的高頻項目集合產生關聯性法則，並計算其可靠度，若高於所設

定的最低可靠度(minimum confidence)，則此法則確定成立。 

此外，為減少僅憑藉此兩項指標可能造成之偏誤，因此，應該要再考量相關性(correlation)，

進行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此處所提到相關分析，即為增益值(lift)(Wang et al., 2004) 。 

)(

)(

YSupport

YXConfidence
Lift




 

若： 

增益值＞1，表示 X與 Y呈現正相關，規則才具有實用性。 

增益值＝1，表示 X與 Y為獨立事件。 

增益值＜1，表示 X與 Y呈現負相關，比亂數取得之結果更差。   

 

5 結論 

由電子商務為概念架構，選擇世富傢俱有限公司做為個案來拓展新的客戶群，並協助公司的

發展經營。 

本研究可以得到下列之成果： 

(1) 公司管理上 



  
 

 

67 

 

2017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 

2017 Open Sour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在本研究的幫助之下，公司的營運者能夠更有效率的掌握所有貨品的存貨，也能夠進一步的

從商品的購買率和會員的基本資料來調查各項商品對於各個年齡層來說的喜好程度，當然也可

以藉由商品的熱銷程度來增加商品的進貨數量，能夠將資源有效的利用。 

(2) 公司營運上 

藉由本研究，會有更多的網路消費者能夠查詢到關於世富傢俱的產品資訊，能夠有效的增加

商品的曝光度，並且讓該公司在台灣家具業更具有競爭力，而對於消費者來說，該公司的優質產

品也變得更容易取得、更容易購買，而且任何新的商品藉由網路上架也能夠讓消費者在第一時間

取得最新商品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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