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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國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峻，政府規定了店家內的人數限制，為

了減少人群的接觸，大部分的店家採取線上訂購的方法促進消費者方便採購，

又能避免疫情的擴散，故在這次的報告裡參考了網路上購買商品的網站，結合

了工程資訊管理課程所學的 VBA程式設計了一套線上訂購賣場商品的購物車簡

易操作平台。 

參考並研究範本的基本功能，加以改善其缺點，透過了模仿學習了如何寫

VBA程式碼的邏輯跟方法，並新增一些額外購物車的訂購功能，以便消費者使

用。 

經過了此次報告，更清楚寫程式都是從模仿開始，先了解他人寫程式所會

使用的邏輯，在內化後重新寫成自己一套的程式，但都是執行一樣的功能，或

者是一樣的功能可以套用在不同目的的操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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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severe domestic COVID-19 epidemic, the government has placed 

restrictions on stores to maintai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order to implement social 

distance , more stores have taken online ordering methods to facilitate consumers 

purchase and avoid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s a result , referring to the website 

for purchasing goods on the Interne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VBA program learned in 

the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urse, to design a simple operation 

platform like shopping carts for online shopping commodities in the store. 

Not only referring to and studying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example ,but also  

improving its shortcomings and learning the logic and methods of how to write VBA 

code through imitation. Besides , adding some additional shopping cart ordering 

functions for consumers to use. 

After this report, it is clearer that writing programs starts with imitation. First ,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used by others to write programs, and rewrite their own 

programs after internalization, but they all perform the same function. Also , the 

function can be applied to operation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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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自從2019年末，在中國大陸武漢市裡發生了不明原因肺炎的傳染病，並迅

速在境內迅速傳播，後來藉由人口國際間的流動，散播至全球各地，在今年5月

疫情也在台灣蔓延，為了遏止該嚴重性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擴散，

抑制了人口的移動，因此網路科技在這次的疫情期間扮演了其重要的角色，許

多店家利用線上購物代替了實體商店買賣，方便人們只要待在家便可購買生活

用品，進而大量減少人群接觸的機會，減緩的疫情的傳遞。 

1-2 研究目的 

 結合課堂所學習的 excel功能技巧，例如巨集程式碼等，將其功能自製一

個小型線上超商購物系統，利用了範例檔案的主要功能及自行增加課堂所學到

的功能利於購物車系統的完善，使其購物車系統可以更貼近實際網路上所能見

到的購物網站。 

  



第2章 參考範例分析 

2-1 基本功能介紹 

 在這次的報告中主要是參考-監造公安抽檢_項目產生器的 VBA範本下去作

更改，此程式主要是運用在工程用途上，可透過點複選進行自動化填寫紀錄

表，其操作步驟如下圖 

 

 

1.點選產生抽查項目 

 

圖 1 系統介面 

 

 

2.點選欲抽查之項目(可複選) 

 

圖 2 抽查項目選項 

 

 



3.按下確定鍵後，即會自動產生預抽查項目之內容 

 

圖 3 抽查項目內容顯示 

2-2  原範例檔之程式碼錯誤 

 在研究範例檔案時發現了原本該程式無法進行抽查項目裡面最後一項的操

作，後來發現是該檔案程式碼的錯誤。 

 
圖 4 點選實施最後一項作業的抽查 



 
圖 5 表格內無法跑出最後一項作業的內容 

該程式碼是利用迴圈邏輯進行運算，該程式碼先在工作表1輸入所有預抽查

項目及其內容，程式碼利用迴圈尋找該抽查項目之名稱，從找到相符開始繼續

尋找到不相符為止，這範圍內的抽查項目內容便是要抓取出來的資料，但因為

最後一項的下一行為空格，但原程式碼內有一行為若跑到資料格為空白則停止

程序，故若選最後一項，無法找到不同的抽查項目名稱，卻已到了空格而停止

了程式碼，就會導致無法抓出最後一項目的資料內容。 

 

圖 6 原程式碼 

 所以後來經過跟老師討論，在找到空格那列程式碼後面加上了結束那一行

為空格再往前一行，這樣該程式碼就能知道最後一格，便能抓取出該範圍。 



 

圖 7 新增的程式碼 

 

  



第3章 實際運用及成果 

3-1 設計構想 

當初因為疫情導致大家消費習慣被迫變為線上購物，故利用 Excel 設計了

一套具有簡易線上購物功能介面的系統。 

 

圖 8 線上購物系統介面 

3-2  參考範例功能 

1. 複選填表功能:可選擇想購買的類別，即可查看該類別所有商品項目。 

 

圖 9 商品類別選單 

 



 

圖 10 表單顯示出選取類別裡所有商品項目 

2. 補充說明資料功能:在程式碼裡面有一段是將補充說明的內容打在表格

的後面，可對使用者進一步說明。比範本多了一個將重要文字更改為紅

色的功能，是利用錄製巨集將更改字體顏色的程式碼套用進去。 

 

圖 11 補充說明位置及內容 

 

圖 12 補充說明功能的程式碼，框起來的部分為將字體更改顏色的程式碼 

3-3  自行新增功能 

1. 數量若大於零，空格會變色功能:在消費者選取想要購買類別的商品顯

示在表單後，消費者可自行填入欲購買之該商品的數量，一開始數量

皆預設為零，所以當消費者有填入購買數量時(該空格大於零)，則該空

格會變成紅色，以利消費者區分。 



 

圖 13 數量大於零的皆會變色 

 

圖 14 利用格式化條件及錄製巨集將儲存格變色的程式碼 

2. 自動計算總金額功能:再填入欲購買商品數量後，該表格會自動計算這

次購物所消費的總金額，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將總和公式寫入 VBA 而

不是在儲存格裡。 

 



 

圖 15 自動計算各項商品金額及最後總金額 

 

圖 16 將總和公式寫入 VBA裡 

3. 確認訂單按鍵，會跳出提醒窗格:在消費者要確認訂單並按下按鈕後，

系統會辨識是否完成訂單，若消費者未填入電話號碼的話，則提醒窗

格會顯示未完成訂單，請填入電話號碼，但是若有填電話號碼，就會

顯示完成訂單。 



 

圖 17 確認訂單按鍵 

 

圖 18 提醒窗格 

 

圖 19 提醒視窗的程式碼 



第四章 結論 

 這學期在工程資訊管理導論這門課學習到了利用 EXCEL寫 VBA程式，這次

藉由老師所提供的範例檔案下去研究裡面的 VBA，研究每條程式碼相對應的功

能，從試著改變原本的參數，去執行觀察該參數影響的功能，或是詢問和跟老

師討論，便可知道該程式碼的應用及整個 VBA 的邏輯，因為其實同樣的功能不

同人寫出來的程式碼都會不一樣，所以寫程式就是從模仿開始，了解其應用的

方法及一些公式後，便可寫出屬於自己一套的 VBA。 

 剛好做報告的那段時間，遇到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因應當時的時空背

景，故想做一套賣場線上訂購，可以藉由網路事先選購好欲購買的商品，就可

以直接到該賣場取貨，減少與人群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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