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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讓想要運動的社會大眾順利的使用運動
中心有限的場地與設施資源，同時也能滿足各據一
方的學員與運動教練間的在預約時間的同時也能
同步確知使用場地？在本研究議題，我們提出一個
透過網際網路整合教練、運動中心、與社會大眾三
方的 C2B2C 運動媒合暨管理系統。順應網際網路
不限時空及無遠弗屆的特性，本系統規劃了運動中
心經營者零障礙的管理相關功能，藉由機動調整場
地的租借與費用，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與充分場地
使用率，並能有效現場場地管理、落實深耕忠誠會
員與擴展新會員，以期達成增進營運與獲利的新局
面。另外也解決了現今礙於時間有限卻更需要運動
的使用者希望充分利用時間空檔，以避免到達了運
動中心卻有可能面對無場地及教練指導的窘境。另
一方面透過本系統架構更能夠滿足現今運動專業
指導需求意識提升的需求，同步預約教練與預約運
動場地需求一次到位，充分專業教練人力資源的使
用率。結果顯示，本方法整合後同時可充分提升專

業教練人力資源效能、提升運動中心管理效率、提
升使用者滿意度；造就 C2B2C 三方媒合共榮的新
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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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積極推展全民運動，增強國民參與運動的意
識，是現代化國家致力推行的政策(呂惠富，
2012)[1]。全台指標臺北市政府為積極打造市民健
康生活，近年來投入更多資源來改善及建設各項相
關設施，諸如親山步道、運動中心、河濱運動公園、
市區與河濱自行車道等[2]。除此之外，教育單位
在體育師資方面也增加聘用人數，目的在培養體育
方面的人才，以便未來投入運動教學市場。現有許
多運動中心皆聘請專業教練，提供各類體育項目服
務，藉此推廣各式運動。
研究報告指出適度的運動對於調節生活壓力
有相當的效果，並有助於身心健康。現代人因科技

發達，食衣住行育樂等生活自動化程度相當高，四
肢勞動少，但工作與生活壓力又大。對於運動的求
與日俱增。尤其生活水平的提升，亦帶動健康與運
動息息相關的議題，因而運動逐漸多數人的重視:
運動場地的需求亦與隨之興起。然而當使用者想要
運動時，卻常因缺少場地、找不到專業教練指導等
因素困擾。尤其是面對已經到了運動場地卻得知沒
有場地可借的情形更加困擾，亦浪費寶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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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份運動中心的網站，所呈現方式大都
是靜態的資訊，方便使用者的資訊是有限的，大多
尚未發揮網際網路的便利性和可快速地提供最新
的資訊的功效，亦導致資源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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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網站功能架構圖

本系統規劃以會員制為服務基礎，提供的網站
以互動式的網頁型態，提供會員上網就能查詢運動
場地目前即時的相關使用狀況並可事先預約場
地，改善並解決一般使用者擔心到現場才知無場
地，白跑一趟的困擾，並方便會員做時間管理，以
提高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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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管理者功能架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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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功能架構如下:
本系統規劃並完成系統原型包括前台使用者
功能介面及後台管理者功能介面。

圖 2 管理者功能架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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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規劃後端功能，以期提昇網站服務效
率，降低使用者現場等待時間，避免現場服務人員
疏失及方便現場服務人員管理運動場地及明確責
任歸屬；另外透過報表分析功能可清楚瞭解使用者
屬性，協助管理者決策判斷，以提高整體的營運效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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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設計與系統架構
分析設計系統相關功能,希望提供使用者能透
過系統相關的功能，快速地瀏覽所需要場地的相關
資訊，並搭配預約功能讓使用者能事先上網預約場
地，方便使用者時間管理，解決安排運動時間卻沒
有場地使用的問題。

場地管理

租借管理

會員管理

另外，如何解決場地有限及與同步預約專業教
練等問題亦為本系統架構所要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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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管理者而言，則規劃提供 Web Base 的管理
方式，讓管理者能夠不受地點時間的限制，透過網
路可隨時掌握營運資訊，做彈性因應，提昇營運績
效，另外，配合制度化的管理流程，累積重要相關
資訊，並可做為高階管理者作為經營策略判斷之重
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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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設計
本系統採用下列工具進行設計與實作
[6]-[12]。
a.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5-6]:提供資料庫
建構、維護、查詢之功能，以及管理資料
庫等相關功能。
b. ASP、JavaScript[7-8]:撰寫網頁相關程式。
c. PhotoImpact12 、Flash[9]:美工相關軟體。
3. 系統環境架構
系統設計不論是提供使用者的各項服務亦或現
場操作管理以及後台相關管理機制皆以 Web
Base 設計開發,符合現在及未來普及的無線上
網使用環境趨勢，方便喜好運動活動的族群，
並且帶動更多的人了解並從事運動活動，並且
愛上運動。

圖 6 場地日期時間查詢結果

2. 選擇某單一場地查詢其某一時間區間的預
約狀況
例如: 選擇羽球場 04 單一場地-- 選擇未
來 4 至 10 天時間區間作查詢

圖 4 環境架構圖
三、 系統功能展示
1. 瀏覽者可依據場地的種類查詢某一日期的
所有預約狀況並綜合於一頁面中
查詢-- 羽球場 / 11 月 26 日

圖 5 查詢場地日期時間

圖 7 查詢單一場地

圖 8 單一場地查詢結果

3. 會員登入後進行場地預約
例如:預約借租 11 月 26 日羽球場

圖 9 會員登入

四、結論
對於現今的經營者而言，提升客戶滿意度及開
發顧客已成為競爭的要素。在本文系統架構中，我
們改進了傳統相關運動中心經營模式；提供了整合
式的 Web Base 運動媒合系統。使用者可隨時隨地
查詢場地及專業教練資訊，並且享有事前預約租用
的便利，管理者更可不受時間的限制，隨時掌握運
中心營運狀態，彈性管理動態因應。長期有系統累
積之營運資訊，更可提供給高階管理者作為後續經
營策略之重要依據，充分 e 化以為永續經營。此為
電子商務基本經營模式 B2C 的部份。另一方串連
專業教練與運動中心部份；教練可對應場地時段彈
性且自主的規劃管理近期內授課時段；此為電子商
務基本經營模式 C2B 的部份。因而使用者可在預
約教練時及一併解決場地的問題,反之亦然。如此
三方串連整合造就了嶄新的電子商務 C2B2C 經營
模式，充分發揮網際網路特性，並使傳統之服務型
態得以開創提升。
未來本系統將進一步規劃行動裝置無線上網
預約功能且結合 RFID 提升現有運動場地現管理，
優化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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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預約租借結果(1)

圖 12 預約租借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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