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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純粹使用網頁技術來開發資料庫應用具有技術整合與系統維護方面的優點。然而因為可供參考文獻與案例
的缺乏、開發環境尚未充份支援視覺化開發等因素，目前 CGI、ISAPI 與 ASP 之類的網頁技術僅被部份使
用在資料庫應用的開發，對於比較強調使用者友善，而且沒有上網必要的部份，多數仍以 Delphi 或 Visual
Basic 等工具來開發成視窗程式。本文則針對這些問題提供建議與解決方案。
系統資訊：網圵：http://books.NantouBill.idv.tw，帳號：bill，密碼：@yes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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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於會計系統、人力資源系統、進銷存系統……
等資料庫應用的開發，在目前實務上的主流作法
是，以 Delphi、Visual Basic 等工具來開發成視窗程
式。
在另一方面，全球資訊網最初僅限於單向的多
媒體資訊呈現。自從互動式網頁技術出現之後，全
球資訊網已經逐漸被嘗試用來解決更為複雜的組織
問題。目前的互動式網頁技術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二
種：一種為 CGI、ISAPI 與 ASP 之類，程式於伺服
端執行，並透過網頁伺服器的仲介，取得客戶端的
輸入參數，然後將處理結果製成網頁送回客戶端呈
現；另一種為 Java Applet 與 ActiveX Control 之類，
嵌在網頁之中，並隨著網頁下載至客戶端電腦上執
行。
目前雖然有使用網頁技術來開發資料庫應用的
壓力（如提供網際網路上圖書檢索與預約機制的需
求等），可是網頁技術的使用仍然還不是資料庫應
用開發的第一順位選擇，甚至於可以說是在不得已
之下才會做的選擇。而為了能夠讓使用者透過瀏覽
器來使用系統，實務上，多數系統同時採用了兩種
技術來開發：有上網需求的部份用 CGI、ISAPI、
ASP 等網頁技術來開發；沒有上網需求的部份則使
用 Delphi、Visual Basic 等工具來開發。
同時使用兩種技術來開發系統，對於大規模的
組織來說，他們需要分別聘用熟悉這兩種技術的人
才，對於小規模的組織來說，他們的資訊人員可能
就需要同時精通這兩種技術。如果將技術單純化，
使用相同於建置網站的網頁技術來開發組織的資料
庫應用，不祇不需要兩種專長的系統開發人員，更
可以整合網站建置人員與系統開發人員，有效提昇
資訊人力資源的素質與取得成本。
在另一方面，相對於視窗資料庫應用，以網頁
技術開發完成的網頁資料庫應用將具有下列三項優
點［2］：
（一）客戶端電腦除了作業系統與網頁瀏覽器
之外，不需要再安裝其它軟體。並且，客戶端程式
以網頁製作，集中存放在網頁伺服器內，由使用者
依實際需要，動態下載至客戶端電腦上執行。解決
了視窗資料庫應用棘手的客戶端安裝與維護問題。
（二）任何具備網頁瀏覽能力的電腦都可以執
行客戶端程式。突破了視窗資料庫應用中，特定客
戶端程式需要在特定電腦上執行的位置限制。

（三）客戶端程式以網頁瀏覽器為執行平台，
與網路架構、電腦機型、作業系統的相關性，較視
窗資料庫應用為低。具有較佳的跨平台能力。
目前已經有文獻探討如何純粹使用 Java Applet
或 ActiveX Control 之 類 技 術 來 開 發 資 料 庫 應 用
［1,2,3］，但對於更廣泛被使用的 CGI、ISAPI 與
ASP 之類技術在資料庫應用上的探討就顯得不足。
對於純粹使用 CGI、ISAPI 或 ASP 之類技術來開發
資料庫應用，仍屬困難，也尚未被廣泛接受與採用，
仍然需要解決兩個問題：
（一）可供參考文獻與案例的缺乏：目前幾乎
沒有文獻在揭諸純粹使用此類網頁技術來開發資料
庫應用的可行性及其優點，而教育如何純粹使用此
類網頁技術來開發出完整資料庫應用的文獻也是一
樣的缺乏。另一方面，可用來展現這種作法可行性
與優越性並供開發者參考的實際開發案例也是付之
闕如。
（二）開發環境尚未能充份支援視覺化開發：
對於純粹以此類網頁技術製作資料庫應用來說，目
前的 Dreamweaver、FrontPage 等工具祇提供了部份
的支援。就如同 Delphi、Visual Basic 等工具出現
之前的視窗資料庫應用開發一般，目前要開發出具
有良好使用者介面的網頁資料庫應用仍然是一件困
難的工作。
基於中區職訓中心電子商務班圖書館的成立與
網頁程式設計教學上的需要，採用倣傚手段，純粹
使用 ASP 這種最普及的網頁技術，完成了一個具有
良好使用者介面的班級圖書館管理系統
（http://books.cvtc.gov.tw，簡稱圖管系統）。由這
個圖管系統可以顯示，妥善結合客戶端程式與伺服
端程式，確實可以做到相當接近視窗資料庫應用的
設計。另一方面，在檢視圖管系統程式碼的過程當
中，發現到每個相似功能之間的使用者介面與程式
碼，其結構非常一致，而使用者介面與程式碼結構
的一致性是軟體開發自動化的前題之一。
本文主要呈現開發圖管系統所得到的心得與成
果。先說明並示範如何倣傚視窗資料庫應用，純粹
使用 ASP 網頁技術來開發出具有良好使用者介面
的網頁資料庫應用，可供資料庫應用開發者參考。
接著陳述圖管系統所呈現的一致性使用者介面與程
式碼結構，可供視覺化工具開發者參考。

二、視窗資料庫應用的一般特徵

早期幾乎都是開發者使用特定程式語言，一行
一行地撰寫出資料庫應用。這種開發方式不僅需要
較高素質的開發人員，亦無法有效控制系統的品質
與成本。隨著 Delphi、Visual Basic 等視覺化開發工
具的進展，使用視覺化開發工具與現成的軟體元
件，所視即所得地組裝出視窗資料庫應用的開發模
式已經成為主流。而目前較為流行的視覺化視窗資
料庫應用開發工具無論是在開發流程、基礎元件、
或是在完成品的系統架構與使用者介面上都有相當
一致的特徵，分別陳述如下：
（一）在系統架構方面（參考以 UML［5］類
別圖所呈現的圖 1）：多數視窗資料庫應用採用二
階式主從架構，由負責提供特定使用者所需功能的
客戶端程式與負責資料管理的資料庫伺服器二種元
素所組成。其中資料庫伺服器使用購買手段自供應
商取得，而客戶端程式則自行或委外開發。在客戶
端程式方面，使用者所負責維護的每項資料及其應
取得的每項資訊，均應有其相對應的功能，好比某
某資料的維護、某某資訊的查閱、某某報表的印列
等。但在某些情況下，部份的功能或許會考慮予以
省略，例如因為可以使用訂單維護功能來查詢訂
單，所以可以省略訂單查詢功能。還有，雖然大部
份的客戶端程式功能係衍生自資訊的產出需求與資
料的維護需求，但仍有少許的功能係衍生自系統的
限制，例如帳號管理功能即是衍生自系統的安全性
要求。除此之外，某些功能之間具有高度的相關性，
比如訂單維護功能與收據列印功能即是如此（因為
收據祇是訂單資料的一種特殊觀點），這些簡單的
功能應該整合成一個具有高內聚力的複合功能。
（二）在基礎元件方面：Delphi、Visual Basic
等工具都有一套元件庫（VCL 等）供開發者使用，
以便能組裝完成所需要的視窗資料庫應用。在這些
元件庫當中都有兩類與資料庫操作相關的元件。一
類是資料集元件（Data Set），為特定資料物件或
SQL 敘述執行結果的客戶端代理，能隱藏資料庫的
多樣性與異質性，並提供一致的資料觀點、易用的
操作方法、及簡單的資料異動驗證方法；另一類是
資料感知（Data Awared）元件，為一種與特定資料
集元件繫結（Binding）在一起的特殊使用者介面元
件，會自動顯示所繫結之資料集元件的特定內容，
並允許使用者對資料集元件進行瀏覽、修改、新增、
刪除等操作。
圖 2是這二類與資料庫相關元件的使用範例。
圖中的視窗放置了資料集元件 A、資料瀏覽元件
B、資料方格元件 C、資料欄元件 D；A 是資料物
件 E 的客戶端代理；藉由 A，使用者可對 E 進行存
取；B 可供使用者改變 A 的目前記錄；C 可供使用
者檢視 A 的多筆記錄，並可對 A 的目前記錄進行修
改；D 可供使用者檢視與修改 A 的目前記錄的特定
欄位。
（三）在開發流程方面：前面已經提及，
Delphi、Visual Basic 等工具提供開發者利用現成的
軟體元件，以所視即所得的方式組裝出視窗資料庫
應用，而這種軟體的開發方式稱為元件組裝開發模
式。如以改良型 UML 活動圖［4］所呈現的圖 3所
示，這種開發模式將傳統的軟體開發活動切割成「元
件工程」與「軟體工程」兩部份。其中，元件工程
由元件提供者執行，專職特定應用領域的探究與分
析，據以得出開發該領域軟體所需要的元件庫；而
軟體工程則由軟體開發者執行，利用元件工程所發

展出來的元件庫，組裝出使用者需要的軟體。基本
上，使用 Delphi、Visual Basic 等工具開發出來的視
窗資料庫應用可以視為是一群相關視窗的集合，而
其開發的過程是一種開視窗、放元件、設屬性、寫
事件碼的過程，且這個過程是視覺化的、是再使用
導向的、是複雜作業簡單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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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視窗資料庫應用的一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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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資料庫相關元件使用範例
元件工程
分析
動機

領域分析
元件需求

元件庫開發

已經存
在軟體

反向工程

新元件開發

元件需求
元件庫
軟體需求

新軟體

軟體工程

圖3 元件組裝開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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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視窗角度的客戶端程式一般架構
（四）在使用者介面方面：
1. 客戶端程式是一群相關視窗的集合，而每一種視窗
負責一種責任。選單視窗陳列所有的系統功能供使
用者點選，而功能視窗則提供使用者執行特定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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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參考以 UML 類別圖所呈現的圖 4）。客戶端
程式由選單視窗開始執行，而當使用者點選陳列在
選單視窗上面的功能之後，將會出現被選取功能的
主要視窗，且在功能的執行過程中，隨著使用者作
業需求上的變動與逐漸的精細，某些相關的突現式
視窗也將依情況不定期出現。
客戶端程式的功能是多視窗設計與先概約後進階
設計的。也就是單一功能由多張相關視窗共同合作
完成，而且先會陳列摘要性資料讓使用者能夠概約
但快速地進行重點資料的瀏覽與檢索，然後再以開
啟新視窗的方式讓使用者進行特定資料的更進階
處理。
提供良好的使用者輸入檢驗機制。而這些輸入檢驗
機制可能很單純，也可能複雜到牽涉了資料庫的內
容值。例如身份證字號以檢查碼來驗証，不涉及資
料庫的內容。而判斷讀者編號是否已經被使用的檢
核，就必需使用到資料庫的內容才能夠進行。
提供了部份作業的自動化。例如提供希望輸入相同
內容值表格欄位之間的自動複製。
提供良好的線上說明機制，即時且有效地輔助使用
者的操作。
提供所視即所得的報表預覽列印機制，避免無意義
的紙張浪費。
支援多樣化的統計圖表展現，讓資料的展現更為美
觀與有意義。

三、純粹 ASP 開發資料庫應用

道，必需結合介面程式碼與資料庫程式碼才能夠倣
傚出相似於視窗資料庫應用的網頁資料庫應用。
圖 5使用 UML 的類別圖來呈現，是一個整理出
來的純粹 ASP 開發資料庫應用的可行架構，係修改
自前一節提及的視窗資料應用架構（參考圖 4），
而開發者可以據以開發出如同視窗資料庫應用般運
作的網頁資料庫應用。
這個架構大體上與視窗資料庫應用架構相同，
但仍有兩點不同：（一）客戶端程式改以網頁來實
作，是一群相關網頁的集合。（二）客戶端程式的
程式碼不再單純地在相同的電腦裡頭的相同行程裡
頭執行。而是嵌在不同的網頁之中，並一分為二，
依序且分別地由網頁伺服器與網頁瀏覽器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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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成功典範來倣傚，是落後者最有效率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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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的改造方法。而目前的視窗資料庫應用無論
圖5 純粹 ASP 開發的資料庫應用架構
是在開發方式亦或是在完成品的使用者介面上都可
以算得上是很成功的，是純粹網頁資料庫應用開發
3.2 倣傚視窗資料庫應用的設計策略：
上的最佳倣傚對象。
而本節則探討如何使用 ASP 網頁技術來開發 1. 採用前一小節所提出的架構，並將每張網頁的功能
出，在使用者介面上相似於以 Delphi、Visual Basic
予以單純化。客戶端程式由選單網頁開始執行，並
所開發之視窗資料庫應用的網頁資料庫應用：（一）
且每個功能由一張主要功能網頁與若干張的突現
說明一個純粹 ASP 開發資料庫應用的可行架構；
式功能網頁相互合作予以完成。
（二）提出一些倣傚視窗資料庫應用的設計策略。 2. 在每張網頁的最前面加上登入要求程式碼，避免使
用者繞過身份檢核機制，直接執行功能網頁。
3.1 純粹 ASP 開發資料庫應用架構
3. 使用圖層或再開新瀏覽器實例（instance）來倣傚
視窗資料庫應用所採用的單一功能多視窗的設
ASP 網頁是一種內嵌兩部份程式碼的特殊網
計。而使用圖層來倣製視窗會產生內容比較複雜的
頁。其中有一部份會先行被執行的程式碼是 ASP 網
網頁，在撰寫與維護上比較困難；使用新瀏覽器實
頁獨有的，也是 ASP 網頁與傳統網頁最主要的差異
例來倣製視窗則需要處理複雜的不同網頁之間的
所在。而這個部份以 JavaScript 結合 ASP 環境來撰
資料傳遞，並且也需要撰寫額外的程式碼才能夠保
寫，並由網頁伺服器來解譯並執行之，因為主要用
持回轉之後畫面與表單輸入內容的不變（參考圖
來進行與資料庫有關的處理，所以本文稱之為資料
6）。
庫 程 式 碼 ； 另 一 部 份 程 式 碼 以 DHTML、 CSS、
JavaScript 三種語言撰寫，在資料庫程式碼被執行完 4. 使用超連結或 onClick 事件來進行視窗（圖層或新
瀏覽器實例）之間的串接。而使用 onClick 事件可
畢之後，這部份的程式碼將隨即從網站伺服器下載
以做到更進階的處理。
至使用者電腦並由網頁瀏覽器解譯並執行之，因為
多數與使用者介面相關，所以本文稱之為介面程式 5. 使用分頁陳列方式提供使用者進行大量資料記錄
的瀏覽，並輔以直接指定頁次、設定篩選條件、直
碼。
接資料檢索後定位等機制，提供更便利的使用者介
另一方面，雖然以 ASP 網頁技術開發完成的資
面（參考圖 7）。
料庫應用，其整個運作過程勢必需要有網頁伺服器
與網頁瀏覽器的介入，但是這兩者所扮演的都是一 6. 使用表單的核取方塊（check-box input）結合部份
的介面程式來完成資料記錄的動態挑選機制（單選
種如同作業系統般的環境角色，因此對於資料庫應
或複選，參考圖 6）。
用的開發者而言，可以假設其不存在，不需要予以
考慮。
7. 呼叫視窗使用表格的隱藏欄位（hidden input）或是
依據前一節所分析的視窗資料庫應用一般特徵
查詢字串（HTTP query string）將參數傳遞給被呼
與前幾段對於 ASP 網頁技術的簡單陳述，可以知
叫視窗。而被呼叫視窗則使用 Cookies 或 Session

變數將傳回值回傳給呼叫視窗。
8. 以程式產生程式的方式讓介面程式碼擁有動態操
作資料庫資料的能力：資料庫程式碼先從資料庫裡
頭取出需要的資料記錄，然後再動態產生部份的介
面程式碼（即產生內含這些資料記錄的陣列宣
告），如此客戶端即可動態使用資料庫資料（參考
圖 8）。
9. 因為可以動態使用資料庫資料，輔以適當的介面程
式碼，即可完成以資料庫資料為基礎的使用者輸入
驗證（參考圖 8）。
10. 在執行被呼叫視窗前，先將表單資料存入 Cookies
或 Session 變數中，那麼當被呼叫視窗結束並回轉
回呼叫視窗時，仍然能夠保存呼叫前呼叫視窗表格
的內容值。
11. 以資料記錄的主鍵值來當影像的主檔名，並用特定
的資料夾來予以儲存，再加上動態產生的 <IMG>
HTML 標籤，可完成影像資料的動態顯示。另再輔
以檔案上傳機制（ftp server 等）也可以完成影像的
儲存功能。

作業：中區職訓中心每年招訓兩期的電子商務班，
且每期都編列有固定的書籍費用，這筆費用是圖書
館的主要經費來源。而由於圖書館的規模較小且經
費的來源固定，所以圖書編目的作業量並不算大，
而且作業時間是固定且集中的。每當有新購圖書到
館，管理員即使用文書處理軟體印製圖書條碼、圖
書流通註記卡等文件來進行圖書的整編。而在圖書
整編作業完成後再使用圖管系統的功能進行圖書電
腦檔案的建立。

圖6 多視窗的讀者維護功能

四、網際網路班級圖書館管理系統
中區職訓中心電子商務班為了有效應用每期固
定的書籍費，並輔助班上學生的學習與老師的教
學，特成立班級圖書館。另一方面，為了建立網頁
程式設計課程所需要的教學教材，並實驗純粹使用
ASP 網頁技術來開發完整資料庫應用的可能性，特
別採用了 ASP 網頁技術來開發這個班級圖書館的
管理資訊系統。

4.1 開發流程
為了進行班上新設圖書館的管理，我們閱讀了
一些圖書館管理相關的文獻資料，並廣泛收集了各
種機關與學校圖書館相關的運作流程與管理規則，
以做為班上圖書館作業流程設計與管理規則制定上
的基礎。
做好了上述的基本工作之後，我們開始思考我
們的需求與特殊點，以及資訊科技在圖書館管理上
的各種可能性，然後我們規劃並設計出一套以網際
網路圖管系統為運作核心的作業流程。而這個作業
流程設計過程的產出成果包含了一套 e 化的班級圖
書館作業流程、一個配合這套流程運作需要而制定
的圖書館管理規則，以及這套流程運作核心資訊系
統的開發規格。
在作業流程設計完成之後，緊接著我們依據圖
管系統的開發規格，設計並開發完成了一個純粹以
ASP 網頁技術實作的圖管系統。
而在圖管系統完成之後，我們平行進行了圖管
系統使用上的教育訓練、圖書資料的編目作業、基
本電子資料的建置等三項工作。而待這些前置工作
都已經就續之後，班上圖書館正試開始運作。截至
目前的運作情況都甚良好。

4.2 圖書館管理流程
圖書編目流程、圖書流通流程、每日例行處理
流程等是這個班級圖書館的三個最主要作業流程，
分別說明如下：
（一）圖書編目流程從圖書的購入到整備完成
並上架為止，涉及了圖書編整與電腦檔案建立兩項

圖7 提供多元資料篩選機制的圖書維護功能

圖8 能以資料庫內容進行驗証的假期維護功能
（二）圖書流通流程從圖書的檢索到歸還為
止，涉及了圖書的檢索、預約、預約的取消、借閱、
借閱的續借、歸還等六項作業：圖書使用網際網路
圖管系統來管理，可以提供每天二十四小時的全年
無休服務。舉凡圖書的檢索、預約、預約的取消、
借閱的續借等作業，都可以透過網際網路，於任何
時間在任何地方使用圖管系統來執行。而圖書的借
閱與歸還作業，則需於正常上課時間親洽管理員辦
理。
（三）每日例行處理流程涉及了借書通知、還
書提醒、欠書催收等三項管理員每天都必需執行的
例行性作業：管理員固定於每天早上九點左右，依
序執行這三項工作，藉以通知∕提醒∕催促讀者到
館辦理圖書的借閱或歸還。

4.3 系統功能需求
圖管系統是這個班級圖書館運作的核心，而這

個圖管系統的目的在於全面性支援上述圖書館相關
作業流程的運作。而基於作業流程運作上的需要，
這個圖管系統提供了下列三類共十個功能：
（一）使用者登入：基於安全上的需要，系統
設計有身份稽核機制。而這個功能要求使用者輸入
帳號與密碼，然後據以判斷其身份，並決定使用者
可以執行的功能。
（二）讀者方面的功能：
1. 圖書檢索：提供讀者一個多元但簡易的圖書檢索功
能，並且在符合預約條件的情況下，提供讀者對特
定圖書進行預約。
2. 個人預約管理：陳列讀者的所有圖書預約記錄，並
提供讀者進行特定圖書預約的取消。
3. 個人借閱管理：陳列讀者的所有圖書借閱記錄，並
且在符合續借條件的情況下，提供讀者進行特定圖
書借閱的續借。
4. 個人資料維護：提供已註冊讀者自行修訂個人相關
的基本資料。
（三）管理員方面的功能：
1. 圖書流通作業：這是圖書的流通台機制，提供管理
者進行圖書的借出與歸還作業。
2. 每日例行處理：提供管理者進行借書通知、還書提
醒、欠書催收等三項每天都必需執行的例行性作
業。
3. 基本資料維護：提供管理者進行圖書、讀者、出版
商、圖書類別、管理規則、例假日（即行事曆）等
六項基本資料的維護（新增、刪除、修改、查詢）
功能。
4. 公告維護：提供管理者進行圖書館重要事項的公
告。
5. 統計與分析：提供管理者與班導師一種圖形導向的
統計與分析機制，有助於各種圖書館相關決策的制
定。

規則

類別

出版商

圖書

預約

續借

借閱

讀者

假期

公告

管理者

圖9 資料庫的實體關連圖

4.4.2 功能選單的設計
功能選單是圖管系統的起始點，由二張 ASP 網
頁（內嵌有 ASP 程式碼的網頁）實作。其中一張主
要用來陳列系統的所有功能與使用者該次連線的重
要訊息，而另一張則內嵌在上述 ASP 網頁之中，用
來陳列管理員所登錄的圖書館重要公告（參考圖
10）。

4.4.3 使用者登入功能的設計
這個功能使用功能選單網頁裡頭的圖層來完成
使用者帳號與密碼的輸入表單，並以另外一支 ASP
網頁來檢核使用者的身份。而唯有通過身份稽核的
使用者才能夠執行陳列在功能選單上頭的功能。更
進一步地，祇有以管理者身份登入的使用者才能夠
執行管理者專屬的系統功能（參考圖 11）。

4.4 系統設計
從圖管系統的功能需求來看，圖管系統有兩組
功能需求明顯不相同的使用者 ─ 讀者與管理者，
而且管理者的人數非常少，祇有一至兩位。因此替
讀者與管理者分別開發一個專屬的客戶端程式，從
安全的層面上來看是比較理想的設計。然而為了教
學上的需要，不得已捨棄這種比較理想的設計方
案，而將兩組原本應該予以獨立分開的功能擺放在
一起，讓進階的管理功能也曝露在所有的網際網路
使用者面前。除此之外，也是因為教學上的考量，
圖管系統相關的文件與資訊一樣放置在功能選單
上，方便學生的使用與學習。
另一方面，圖管系統遵循上一節所探討的純粹
網頁開發資料庫應用方面的架構與策略來開發。以
下則依序重點說明圖管系統的資料庫設計與客戶端
程式各個功能的設計。

4.4.1 資料庫的設計
依據圖管系統的功能需求，以及客戶端程式執
行上的需要，整個資料庫的設計如以 UML 類別圖
所呈現的圖 9所示，由十一張資料表格所組成。另
一方面，考量了圖管系統可能的資料量與資料量成
長速度、資料庫伺服器的特性與可能的負荷量、教
學上的需要等因素，圖管系統採用 MS SQL Server
2000 資料庫伺服器。

圖10 功能選單的設計

圖11 使用者登入功能的設計

4.4.4 圖書檢索功能的設計
圖書檢索功能由四張 ASP 網頁實作。其中一張
提供讀者設定圖書的檢索條件並進行檢索；一張則
分頁陳列圖書檢索的結果，並提供讀者進一步執行
圖書的預約與詳細內容檢視兩項作業；還有一張用
來實際處理讀者的圖書預約；最後一張則提供讀者
進一步執行特定圖書的詳細內容檢視（參考圖 12）
。

4.4.5 個人預約管理功能的設計
這個功能由兩張 ASP 網頁實作。其中一張用來

陳列讀者的所有預約記錄，並供讀者進一步執行預
約的取消；另一張則用來實際處理讀者的預約取
消，並顯示處理結果予讀者（參考圖 13）。

4.4.6 個人借閱管理功能的設計
這個功能由兩張 ASP 網頁實作。一張用來陳列
讀者的所有借閱記錄，並提供讀者進一步執行借閱
的續借；另一張則用來實際處理讀者的借閱續借，
並顯示處理結果予讀者（參考圖 14）。

通知借書、提醒還書、催收欠書等三個每日例
行處理功能有著極為相似的設計。都有兩張 ASP 網
頁，一張用來陳列應該進行 e-mail 寄發的所有資
料；另一張則用來實際寄發 e-mail，並顯示寄發結
果予管理者。比較特殊的是通知借書這個功能，多
了一張用來製作明細表的 ASP 網頁，而這個報表則
設計成使用網頁瀏覽器的列印功能來進行實際的印
表機輸出（參考圖 17、圖 18、圖 19）。

圖15 個人資料維護功能的設計
圖12 圖書檢索功能的設計

圖16 圖書流通作業功能的設計
圖13 個人預約管理功能的設計

圖17 通知借書功能的設計
圖14 個人借閱管理功能的設計

4.4.7 個人資料維護功能的設計
這個功能由二張 ASP 網頁實作。一張提供讀者
自行進行個人基本資料的修訂；另一張則實際更新
資料庫裡頭的資料（參考圖 15）。

4.4.8 圖書流通作業功能的設計
圖書流通作業功能使用條碼閱讀器來自動化讀
者與圖書資料的輸入，並以三張 ASP 網頁來實作。
一張提供管理者進行借出或歸還資料的輸入；一張
實際進行圖書的借出處理，並顯示處理結果予管理
者；另一張實際進行圖書的歸還處理，並顯示處理
結果予管理者（參考圖 16）。

4.4.9 每日例行處理功能的設計

4.4.10 基本資料維護功能的設計
圖書、讀者、出版商、圖書類別、管理規則、
例假日等六項基本資料的維護功能也有著極為相似
的設計。都是採用兩層結構，先分頁陳列所有的基
本資料供管理者進行瀏覽與刪除作業，然後再開新
視窗供管理者進一步執行修改與新增作業。
另外，多數基本資料維護功能的修改與新增視
窗使用圖層來完成，但圖書資料維護功能採用新增
瀏覽器實例的方法來完成。這個不一致的介面設計
情況將於圖管系統的下一個版本改善。
還有，讀者資料維護功能除了一樣有著資料的
新增、刪除、修改、查詢等功能之外，另外又額外
多出了借閱記錄檢視與預約記錄檢視兩項功能。
（參
考圖 6、圖 7、圖 8、圖 20、圖 21、圖 22）。
在實作上，圖書資料維護功能使用八張 ASP 網
頁來完成，而其它的基本資料維護功能則祇使用了
三張的 ASP 網頁來完成：

管理者新增或變動過的公告資料。這些公告資料將
由功能選單予以陳列在畫面左方的公告欄上面（參
考圖 23）。

圖18 提醒還書功能的設計

圖20 出版商維護功能的設計

圖19 催收欠書功能的設計
1. 資料篩選 ASP 網頁：這是祇有圖書資料維護功能
才需要的 ASP 網頁。用來提供管理者設定圖書資
料的篩選條件，藉以過濾掉不需要的資料，便於找
到希望進一步維護的圖書資料。其它的基本資料維
護功能則採用內嵌在資料陳列網頁的圖層來實作
這個資料篩選機制。
2. 資料陳列 ASP 網頁：這是每一個資料維護功能都
具備的網頁。用來依據管理者所建立的資料篩選條
件，分頁陳列所有符合條件的資料供管理者執行進
一步的維護作業。
3. 資料修改暨查詢 ASP 網頁：這是祇有圖書資料維
護功能才需要的 ASP 網頁。用來提供管理者進行
特定圖書資料的修改或檢視。其它的基本資料維護
功能則採用內嵌在資料陳列網頁的圖層來實作這
個機制。
4. 資料新增 ASP 網頁：這是祇有圖書資料維護功能
才需要的 ASP 網頁。用來提供管理者進行圖書資
料的新增。其它的基本資料維護功能則一樣是採用
內嵌在資料陳列網頁的圖層來實作這個機制。
5. 儲存 ASP 網頁：這是每一個資料維護功能都具備
的網頁。用來實際進行新增資料或已修改過資料的
儲存。
6. 刪除 ASP 網頁：這是每一個資料維護功能都具備
的網頁。用來實際進行特定資料的資料庫刪除動
作。
7. 預約記錄檢視 ASP 網頁：這是祇有圖書資料維護
功能才需要的 ASP 網頁。用來提供管理者進行特
定讀者目前所有預約記錄的檢視。
8. 借閱記錄檢視 ASP 網頁：這也是祇有圖書資料維
護功能才需要的 ASP 網頁。用來提供管理者進行
特定讀者目前所有借閱記錄的檢視。

4.4.11 公告維護功能的設計
這個功能相當單純，用來提供管理者進行圖書
館重要事項的公告。由兩張 ASP 網頁實作，其中一
張陳列十個公告填寫欄位，提供管理者新增公告或
變更原有公告的內容。而另外一張則用來實際儲存

圖21 圖書類別維護功能的設計

圖22 圖書館規則維護功能的設計

圖23 公告維護功能的設計

五、圖管系統的使用者介面與程式碼結構
對於網頁資料庫應用的開發來說，我們急需要
一種類似 Delphi 或 Visual Basic 的視覺化組裝工具
來簡化開發的困難度。而系統架構的制定，以及使
用者介面與程式碼結構的標準化都是開發這種工具
的重要前題。
第三節已經提出了一個純粹以 ASP 為基礎的
資料庫應用可行架構，而本節將再說明圖管系統所
呈現的一致性使用者介面設計與程式碼結構，供工
具開發者參考。

5.1 圖管系統的使用者介面設計

分析圖 6 至圖 8、圖 10 至圖 23 等十七張圖管
系統的執行畫面，可以看出整個系統的使用者介面
有著一致的設計風格，而且相似功能之間的使用者
介面，其結構更存在著高度的一致性。請參照這十
七張執行畫面並參考 4.4 小節對於系統設計的說明
來瞭解圖管系統的使用者介面設計。

5.2 圖管系統的程式碼結構
表 1 至表 7 陳列了部份圖管系統的程式碼結
構。從這七張分析表可以看出來，整個系統的程式
碼具有高度的一致性，而且相似功能之間的程式碼
結構更是幾乎完全相同。
例如，圖書、讀者、出版商、圖書類別、管理
規則、例假日等六項基本資料的維護功能都有的資
料陳列、資料刪除、資料儲存等三張 ASP 網頁，其
程式碼結構就是完全相同（參考表 2、表 3、表 4）；
又例如，個人預約管理與個人借閱管理都有的資料
陳列 ASP 網頁的程式碼結構也完全相同（參考表
5）；再例如，通知借書、提醒還書、催收欠書等三
個每日例行處理功能都有的資料陳列與 e-mail 傳送
ASP 網頁，其程式碼結構也一樣是完全相同（參考
表 6與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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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功能選單的程式碼結構
1
2
3

例行處理
處理連線訊息
宣告 CSS

4

建立函數群

使用者介面處理函數
1
防止非法使用者執行函數
2
建立使用者登入視窗（圖層）
顯示公告資訊
陳列所有功能供使用者選擇
定時更新連線時間

表2 基本資料維護功能陳列網頁的程式碼結構

5
6

例行處理
防直接執行
建立資料集物件
刪除指定資料記錄
關閉資料集物件

表4 基本資料維護功能儲存網頁的程式碼結構
1
2
3
4
5
6

例行處理
防直接執行
儲存表單內容供主網頁回存
建立資料集物件
更新∕新增資料記錄
關閉資料集物件

表5 個人預約∕借閱管理功能陳列網頁的程式碼結構
1
2
3
4
5
6

例行處理
防直接執行
建立內含特定讀者預約∕借閱記錄的分頁資料集物件
建立使用者介面處理函數
陳列特定讀者的預約∕借閱記錄
關閉資料集物件

表6 每日例行處理功能陳列網頁的程式碼結構

本文探討純粹網頁資料庫應用的開發。首先進
行視窗資料庫應用一般性特徵的分析；接著提出一
個修改自視窗資料庫應用架構的純粹 ASP 開發資
料庫應用可行架構，以及一組以 ASP 技術來倣傚視
窗資料庫應用的可行策略；然後說明一個採用本文
所提架構與策略而開發完成的班級圖書館管理系
統，藉以驗證這兩者的可行性；最後我們說明這個
圖書館管理系統所展現的一致性使用者介面設計與
程式碼結構，供工具開發者參考。
目前，我們正準備對本文所提及的系統架構、
倣傚策略、使用者介面結構、程式碼結構等進行更
深入與廣泛的探討與改良。

1
2
3
4

串接資料陣列
陳列讀者資料
完成資料陣列
回存使用者的表單輸入內容
關閉資料集物件

表3 基本資料維護功能刪除網頁的程式碼結構
1
2
3
4
5

六、結論

5
6
7
8

建立圖層視窗群
陳列讀者資料
1
2
結束處理
1
2
3

例行處理
防直接執行
宣告 CSS
建立標題與資料瀏覽列
1
產生一頁資料量的資料陣列
前置處理
建立分頁的資料集物件
2
輸入稽核函數
1
建立函數群
2
不當操作防止函數
視窗倣傚函數
3

1
2
3
4
5
6
7

例行處理
防直接執行
建立標題與資料瀏覽列
建立內含所有應通知讀者的分頁資料集物件
1
使用者介面處理函數
建立函數群
2
通知傳送函數 ( e-mail )
陳列所有應通知的讀者記錄
關閉資料集物件

表7 每日例行處理功能傳送網頁的程式碼結構
1
2
3
4
5
6

例行處理
防直接執行
建立內含所有應通知讀者的分頁資料集物件
依序寄發通知函
顯示寄發結果
關閉資料集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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