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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摘要 

本報告透過網頁與資料庫連結的運用，來解決商場存在的一些問題：包括生意

不佳、客人不足、餐廳特色不足、營運及物料成本高等。研究方法雖然目前尚

未與網頁架構作連結，不過期許未來能透過時間序列方法，例如：整合移動平

均自迴歸模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或是機器學習

中的類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 NN)來建立模型，以預測未來實際的顧客人

數，以達到更減少物料與人力成本的目標。 

一、 情境假設與問題定義 

1.1 情境假設 

在一個熱鬧的馬路上，新開了一間小商場叫做 SBP MART，裡面共有三間

西式餐廳，分別為 SSSteaKKK（牛排餐廳）、BurgerPRINCE（漢堡餐廳）、

PiPiZaZa（比薩餐廳）。由於附近商店林立，因此剛開店的 SBP MART宣傳

度不夠，且沒有出眾的特色，而造成生意不佳。另外，在短短營業的幾天

發現，三家店雖然主要販售食物不同，但仍有很多菜色之原料相同，但由

於無法得知客人的數量，因此在向供應商訂購原物料時，有時會有購買太

多，造成食材浪費的情形，因此三家店的店長想要找人改善此情況。 

1.2 問題定義 

此計畫主要欲解決的問題有三：增加廣告宣傳、彰顯商場特色，以及降低

營運成本。 

預期能夠開發一個 SBP MART專屬的網頁商城，讓附近的居民、上班族透

過網頁宣傳，來增加欲前往消費的慾望。 

 

二、 解決手法與預期效益 

2.1 解決手法 

此部分根據 1.2敘述的問題，來介紹對應之解決方法，如下圖所示。透過

網頁介紹宣傳，並連結 Facebook粉絲團，讓搜尋餐廳的網友，能夠藉由網

頁上佳餚的圖片，來增加他們前來消費的慾望。本計畫要建立的商場特色

為「服務品質」，在這消費者意識抬頭的年代，若一間餐廳能讓顧客有賓至

如歸的感受，在用餐前、當下或之後都能享受到一間餐廳的服務，那麼必

定增加消費者再次消費的意願。本計畫希望能透過網頁的預定系統，來預

先得知消費者是否有額外的特殊需求，透過網頁回饋系統，讓消費者對當

日用餐的食物、價格、服務進行評比與建議，讓管理者能夠針對消費者提

出的建議或批評能有所改進，不斷精進商場的料理水準與服務品質。 



 

 

三、 網頁示範 

3.1 資料庫說明 

 reserve_sssteakkk：一般顧客無須註冊，即可進入 SSSteaKKK餐廳進行時

段以及需求預定，其資訊會回傳至此資料表中。 

 

 reserve_burgerprince：一般顧客無須註冊，即可進入 BurgerPRINCE餐廳進

行時段以及需求預定，其資訊會回傳至此資料表中。 

 

 reserve_pipizaza：一般顧客無須註冊，即可進入 PiPiZaZa餐廳進行時段以

及需求預定，其資訊會回傳至此資料表中。 



 

 feedback：一般顧客無須註冊，即能登入此頁面進行評比與意見回饋。 

 

 staff_account：只有三個餐廳的店長和 SBP MART老闆，擁有權限能登入

staff頁面。 

 

 number_visitor：此資料表的數值為一天統計下來的實際來客人數，只有三

個餐廳的店長和 SBP MART老闆才能輸入資料，目的是為了建立未來預測

來客數模型所用。 



 

 

3.2 網頁示範圖片與功能介紹 

 首頁 

 

 
 餐廳預訂頁面：預定的資訊會與資料庫作連結，包括預訂的人數，以及額

外需求。 



 

 

 顧客評比與建議回饋頁面：顧客可以利用網頁的☆記號來進行 1~5顆星的

評分，此評分也與資料庫作連結，可以讓員工在另一頁面觀看各店家的各

項目評比。 

 



 店長/老闆登入頁面：目前網業系統僅設計共 4組帳密能夠進入此頁面，分

別是 A, AAA；B, BBB；C, CCC；Boss, Boss。 

 
 

 預計未來顧客人數頁面：折線圖的數值與資料庫作連結，是依據預定畫面

之人數所進行繪製。另外，Birthday Cake, Babychair, Wheelchair等顧客額

外需求，也與資料庫作連結，數量也是依據顧客預定畫面時在網頁勾選時

的需求。 

 

 
 

 

 

 觀看顧客回饋建議頁面：顧客於評比系統進行評分與建議，在此頁面會回

傳各餐廳、各指標的平均分數與顧客給予的建議。 



 

 

 建立資料庫頁面：以當天實際顧客人數來建立資料庫。 

 
 

四、 未來方向 

4.1 現狀說明與未來趨勢 

目前的 SBP MART網頁系統，僅能透過顧客線上預訂系統來預測實際來客

人數，但是實際情形卻沒那麼簡單，顧客可能臨時更改人數但卻未在網頁

作更改，也有臨時前來的散客等等，因此若能建立一套預測來客人數的模

型方法，除了對於 SBP MART購買食材的數量好拿捏以外，對於聘請臨時

工的人數也更好定奪。然而，預測未來實際的顧客數量是一個時間序列的

問題，從中還有許多可以納入考慮的因素，包括節日、星期幾、餐廳食物

性質、餐廳價格等等，目前已經有在 SBP MART網頁系統增添一「資料庫

建立」的設想，讓店長能夠輸入每一天實際的來客人數，目的就是為了將

來能更加準確預測這結果。 

4.2 未來研究方法 

主要欲探討的對象為來客人數，若建立一模型能準確預測，將能帶給 SBP 

MART以下兩大效益：準確控制食材成本以及良好調度人力成本。 

模型建立的方式可以透過時間序列的方法，例如：整合移動平均自迴歸模



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利用過去的實際到

達人數來建立模型，以預測未來顧客人數；或是利用類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 NN)，以過去實際人數、預定人數、餐廳種類、星期幾、是否為

假日等參數作為模式之輸入變數，以預測未來顧客人數。 

4.3文獻探討 

4.3.1時間序列 

時間序列預測方法可分為：定態(Stationary)時間序列分析，如：自我迴歸

模型(Auto Regressive model, AR)，移動平均模型(Moving Average model, 

MA)，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模型(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model, 

ARMA)，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模型(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ARIMA)，季節性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模型(Seasonal 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SARIMA)。 

Chavez, Bernat ,Coalla (1999)以 ARIMA 模型於季節性與趨勢性時間序列預

測澳洲每月平均電力需求， 相較指數平滑模型(exponential smoothing 

model)與自我迴歸模型，具有較佳的預測準確性。Lim ,McAleer(2002) 以

均方根誤差 RMSE 做為評估指標，選擇 RMSE 最小的參數組合為最佳預

測模型，以 SARIMA 建構模型相較以 ARIMA，在旅遊光觀人數有更佳的

預測能力。 

4.3.2類神經網路 

在機器學習和認知科學領域，是一種模仿生物神經網路（動物的中樞神經

系統，特別是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的數學模型或計算模型，用於對函式進

行估計或近似。神經網路由大量的人工神經元聯結進行計算。最簡單的變

體是前饋神經網絡。這種類型的人工神經網絡算法將信息從輸入直接傳遞

到處理節點到輸出。它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隱藏的節點層，使其功能更具可

解釋性。更複雜的是遞歸神經網絡。這些深度學習算法可以保存處理節點

的輸出並將結果反饋到模型中。這就是該模型的學習方式。 

吳宗正、溫敏杰、候惠月等人，利用類神經網路、迴歸模式、時間數列和

改良後類神經網路，以台灣證券股價指數期貨近月份合約的資料為研究對

象，以 14 個變數(包括當日開盤價、收盤價、最高價、最低價、成交口

數、漲跌、前日未平倉量、時距、基差、移動平均線、6 日 RSI、9 日 

KD 值、差離柱線)作為模式之輸入變數，來預測台股指數期貨的隔日收盤

指數。Hann and Steurer(1996)則比較了線性迴歸類神經網路對美元/馬克匯

兌的預測，結果顯示如果使用的資料時間週期為一個月，類神經網路的預

測結果並沒有優於線性，但是若使用的資料時間週期為一週，則類神經網

路優於線性迴歸。 

五、 結論 

此網頁系統能帶給 SBP MART三大效益：增加曝光與宣傳、提升服務品質

確保回流意願，以及降低營運與人力成本。然而，目前整個商城與網頁系

統仍有些限制與不足，包括網頁的觀看預約人數的方式仍不夠彈性，未來

希望以 7天為一個單位，來讓店長和老闆能更方便觀看未來的情況。另一

方面，預期能利用時間序列或類神經網路等方法建立準確的預測模型，好



讓整個商場在物料成本與人力成本上能更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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