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庫導論資料庫導論



認識認識資料、資料庫及資訊的關係資料、資料庫及資訊的關係
1.1.資料資料(Data)(Data)：是指：是指未經過處理的原始記錄。

例如：學生考試的例如：學生考試的原始成績。

2.2.資訊資訊(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就是有：就是有經過「資料處理」經過「資料處理」的的結果。結果。

例如：全班同學成績之例如：全班同學成績之排名排名及及分佈圖分佈圖。。

資料處理資料處理(Data Processing)(Data Processing)則是將則是將「資料」「資料」轉換成轉換成「資訊」「資訊」的的一連串一連串

處理過程處理過程，而這一連串的處理過程就是，而這一連串的處理過程就是先輸入原始資料到「資料庫」先輸入原始資料到「資料庫」

中，再中，再透過「程式」來處理透過「程式」來處理。例如：。例如：成績處理系統成績處理系統。如下圖所示：。如下圖所示：



資料資料(Data)(Data)

(1)(1)是是客觀存在的、具體的客觀存在的、具體的、、事實的事實的記錄。記錄。

(2)(2)簡單來說，日常生活中所記錄的簡單來說，日常生活中所記錄的事實資料事實資料((姓名、生日、電話及姓名、生日、電話及

地址地址))或學生在或學生在期中考的各科原始成績期中考的各科原始成績，這些都是，這些都是未經過資料處未經過資料處

理的資料理的資料。。 如表如表11--11所示。所示。



資訊資訊(Information) (Information) 

(1)(1)經過經過「資料處理」「資料處理」之後的結果即為之後的結果即為資訊資訊。而「資料」與「資訊」的。而「資料」與「資訊」的

特性比較。特性比較。

如表如表11--22所示。所示。



(2)(2)「「資料處理」資料處理」會將會將原始資料原始資料以加以加整理、計算及分析整理、計算及分析之後，變成之後，變成有用有用

的資訊的資訊((含總成績、平均及排名次含總成績、平均及排名次))。。

如表如表11--3 3 所示。所示。



(3)(3)有用的資訊有用的資訊是是決策者決策者在思考某一個問題時所需用到的資料，它是在思考某一個問題時所需用到的資料，它是主觀主觀

認定認定的。例如：的。例如：班導師班導師((決策者決策者))在學生考完期中考之後，想依學生考在學生考完期中考之後，想依學生考

試成績來獎勵。試成績來獎勵。



資料庫的意義資料庫的意義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資料庫系統帶給我們極大的便利。例如：我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資料庫系統帶給我們極大的便利。例如：我

們要們要借閱某一本書借閱某一本書，想知道該本書，想知道該本書是否正放在某一圖書館是否正放在某一圖書館中，並且尚未中，並且尚未

被預約借出。此時，我們只要被預約借出。此時，我們只要透過網路透過網路就可以立即查詢到這本書的相關就可以立即查詢到這本書的相關

訊息。而這種便利性訊息。而這種便利性最主要的幕後工程最主要的幕後工程就是圖書館中有一部功能強大的就是圖書館中有一部功能強大的

資料庫資料庫。如圖。如圖11--11所示。所示。

圖圖11--1 1 圖書館幕後工程圖書館幕後工程------資料庫資料庫



何謂資料庫何謂資料庫(Database)?(Database)?
簡單來說，簡單來說，資料庫資料庫就是就是儲存資料的地方儲存資料的地方，這是比較不正式的定義方式。，這是比較不正式的定義方式。

比較正式的定義比較正式的定義：資料庫是由：資料庫是由一群相關資料的集合體一群相關資料的集合體。就像是一本。就像是一本電子電子

書書，資料以，資料以不重覆不重覆的方式來儲存許多的方式來儲存許多有用的資訊有用的資訊，讓使用者可以，讓使用者可以方便方便及及

有效率有效率的管理所須要的資訊。的管理所須要的資訊。

常見的應用如下所示：常見的應用如下所示：

例如例如11：個人通訊錄上的運用：個人通訊錄上的運用

例如例如22：行動通訊錄的運用：行動通訊錄的運用

例如例如33：在校務行政系統的學生「成績處理系統」之運用：在校務行政系統的學生「成績處理系統」之運用

…………



資料庫有什麼好處資料庫有什麼好處
資料庫資料庫除了可以讓我們除了可以讓我們依照群組來儲存資料依照群組來儲存資料，以，以方便方便爾後的爾後的查詢之外查詢之外，，

其最主要的好處非常多，我們可以歸納以下其最主要的好處非常多，我們可以歸納以下七項：七項：

一、一、降低降低資料的資料的重複性重複性(Redundancy)(Redundancy)

二、二、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一致性一致性(Consistency)(Consistency)

三、三、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共享性共享性(Data Sharing)(Data Sharing)

四、四、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獨立性獨立性(Data Independence)(Data Independence)

五、五、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完整性完整性(Integrity)(Integrity)

六、六、避免紙張避免紙張與與空間浪費空間浪費(Reduce Paper) (Reduce Paper) 

七、七、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安全性安全性((Security)Security)



資料庫與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與資料庫管理系統
我們都知道，我們都知道，資料庫資料庫是是儲存資料的地方儲存資料的地方，但是如果資料只是儲存到，但是如果資料只是儲存到

電腦的檔案中，其電腦的檔案中，其效用並不大效用並不大。因此，我們還需要有一套能夠讓我們很。因此，我們還需要有一套能夠讓我們很

方便地方便地管理管理這些這些資料庫檔案資料庫檔案的的軟體軟體，這軟體就是所謂的，這軟體就是所謂的『『資料庫管理系資料庫管理系

統統』』。。

什麼是「什麼是「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呢？其實就是」呢？其實就是一套管理「資料庫」的軟一套管理「資料庫」的軟

體體，並且它可以，並且它可以同時管理數個資料庫同時管理數個資料庫。因此，。因此，資料庫資料庫加上加上資料庫管理系資料庫管理系

統統，就是一個完整的，就是一個完整的『『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了。所以，一個了。所以，一個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

(Database System)(Database System)可分為可分為資料庫資料庫(Database)(Database)與與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兩個部份。兩個部份。



【【重要觀念重要觀念】】

1.1.資料庫資料庫(DB)(DB)：是由一群相關資料的集合體。：是由一群相關資料的集合體。

2.2.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DBMS)：管理這些資料庫檔案的軟體：管理這些資料庫檔案的軟體((如：如：

Access)Access)。。

3.3.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DBS)(DBS)==資料庫資料庫(DB)(DB)++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DBMS)。。



資料庫系統的組成資料庫系統的組成
嚴格來說，一個嚴格來說，一個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主要組成包括：主要組成包括：資料資料、、硬體硬體、、軟體軟體及及使用使用

者者。。

1.1.資料資料：即：即資料庫資料庫；它是由；它是由許多相關聯的表格所組合許多相關聯的表格所組合而成。而成。

2.2.硬體硬體：即磁碟、硬碟等：即磁碟、硬碟等輔助儲存設備輔助儲存設備；或稱一切的；或稱一切的週邊設備週邊設備。。

3.3.軟體軟體：即：即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DBMS)

(1)(1)是指用來是指用來管理「使用者資料」的軟體管理「使用者資料」的軟體

(2)(2)作為作為「使用者」「使用者」與與「資料庫」「資料庫」之間的之間的界面界面

(3)(3)目前常見有：目前常見有：AccessAccess、、MS MS SQL Server SQL Server 、、Oracle Oracle 、、Sybase Sybase 、、

IBM DB2IBM DB2



4.4.使用者使用者：一般使用者：一般使用者(End User)(End User)、程式設計師及資料庫管理師、程式設計師及資料庫管理師

(DBA)(DBA)。。

(1) (1) 一般使用者一般使用者(End User)(End User)：：透過「透過「DBMSDBMS」與「」與「資料庫」溝通的使用者資料庫」溝通的使用者

(2) (2) 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師(Programmer)(Programmer)：負責：負責撰寫使用者操作介面撰寫使用者操作介面的的應用程應用程

式式，，

讓讓使用者使用者能以較方便能以較方便簡單的介面來使用資料庫簡單的介面來使用資料庫

(3)(3)資料庫管理師資料庫管理師(DBA)(DBA)的主要職責如下：的主要職責如下：

定義資料庫的屬於定義資料庫的屬於結構結構及及限制條件限制條件。。

協助使用者使用資料庫，並協助使用者使用資料庫，並授權不同使用者存取資料授權不同使用者存取資料。。

維護維護資料安全資料安全及及資料完整性資料完整性。。

資料庫資料庫備份備份(Backup)(Backup)、回復、回復(Recovery)(Recovery)及並行控制及並行控制

(Concurrency  control)(Concurrency  control)作業處理。作業處理。

提高資料庫執行效率，並滿足使用者資訊需求。提高資料庫執行效率，並滿足使用者資訊需求。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從下圖中來說明「資料庫系統」，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從下圖中來說明「資料庫系統」，一般使用者一般使用者

在在前端前端(Client)(Client)的介面中，的介面中，操作應用程式及查詢系統操作應用程式及查詢系統，必須要透過，必須要透過

DBMSDBMS才能才能存取「資料庫」中的資料存取「資料庫」中的資料。。

而要如何才能管理而要如何才能管理後端後端(Server)(Server)之之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DBMS)與與資料資料

庫庫(DB)(DB)的的資料存取資料存取及及安全性安全性，則必須要有，則必須要有資料庫管理師資料庫管理師(DBA)(DBA)來維護來維護

之。之。



資料庫管理系統的功能資料庫管理系統的功能
在上面的章節中，我們已經瞭解在上面的章節中，我們已經瞭解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DBMS)是用來是用來管理管理

「資料庫」的軟體「資料庫」的軟體，以作為「使用者」與「資料庫」之間溝通的界面。，以作為「使用者」與「資料庫」之間溝通的界面。

因此，在本單元中，將介紹因此，在本單元中，將介紹DBMSDBMS是透過是透過那些功能那些功能來來管理「資料庫」管理「資料庫」

呢？呢？其主要的功能如下：其主要的功能如下：

1.1.資料的資料的定義定義(Data Define)(Data Define)

2.2.資料的資料的操作操作(Data Manipulation)(Data Manipulation)

3.3.重複性重複性的控制的控制(Redundancy Control)(Redundancy Control)

4.4.表示資料之間的表示資料之間的複雜關係複雜關係(Multi(Multi--Relationship)Relationship)

5.5.實施實施完整性限制完整性限制(Integrity Constraint)(Integrity Constraint)

6.6.提供提供「備份」與「回復」「備份」與「回復」的能力的能力(Backup and Restore)(Backup and Restore)



資料的定義資料的定義(Data Define)(Data Define)
【【定義定義】】 ------它是建立資料庫的第一個步驟它是建立資料庫的第一個步驟

是指提供是指提供DBADBA建立建立資料格式資料格式及及儲存格式儲存格式的能力。亦即設定資料「欄位名的能力。亦即設定資料「欄位名

稱」、「稱」、「資料類型資料類型」及相關的「限制條件」。其「」及相關的「限制條件」。其「資料類型資料類型」的種類非」的種類非

常多。常多。

【【例如例如】】文字、數字或日期等等，文字、數字或日期等等， 此功能類似在「程式設計」中宣告此功能類似在「程式設計」中宣告

「變數」的「資料型態」。如下圖所示：「變數」的「資料型態」。如下圖所示：



資料的操作資料的操作(Data Manipulation)(Data Manipulation)
在在定義定義完成完成資料庫的格式資料庫的格式((亦即亦即建立資料表建立資料表))之後，接下來，就可以之後，接下來，就可以

讓我們儲存資料，並且必須能夠讓使用者方便的讓我們儲存資料，並且必須能夠讓使用者方便的存取資料存取資料。。

【【定義定義】】是針對「資料庫執行」四項功能：是針對「資料庫執行」四項功能：

1.1.新增新增(INSERT)(INSERT)

2.2.修改修改(UPDATE)(UPDATE)

3.3.刪除刪除(DELETE)(DELETE)

4.4.查詢查詢(SELECT)(SELECT)



【【實例實例】】
新增「學號」為新增「學號」為S0004S0004,,「姓名」為「姓名」為李安李安同學的記錄到「學生資料表」同學的記錄到「學生資料表」
中。中。



重複性的控制重複性的控制(Redundancy Control)(Redundancy Control)
【【功能功能】】主要是為了達成「主要是為了達成「資料的一致性資料的一致性」及「」及「節省儲存空間節省儲存空間」。」。

【【作法作法】】設定「主鍵」設定「主鍵」來控制。如下圖所示：來控制。如下圖所示：

設定主鍵設定主鍵

說明：如果說明：如果「學號」設定為主鍵「學號」設定為主鍵時，則如果再時，則如果再輸入相同的學號輸入相同的學號時，就會時，就會產生錯誤產生錯誤。。



表示資料之間的複雜關係表示資料之間的複雜關係
【【定義定義】】是指是指DBMSDBMS必須要有能力來表示必須要有能力來表示資料之間的複雜關係資料之間的複雜關係，基本，基本

上，上，

有四種不同的關係，分別為：有四種不同的關係，分別為：

1.1.一對一一對一

2.2.一對多一對多

3.3.多對一多對一

4.4.多對多多對多

【【例如例如】】學生選課系統學生選課系統



實施完整性限制實施完整性限制
【【定義定義】】

是指是指用來規範用來規範關聯表中的資料在經過關聯表中的資料在經過新增、修改及刪除新增、修改及刪除之後，將之後，將錯誤錯誤

或或不合法不合法的資料值的資料值存入「資料庫」存入「資料庫」中。如下圖所示：中。如下圖所示：



提供「備份」與「回復」的能力提供「備份」與「回復」的能力
【【定義定義】】

是指讓使用者能方便的是指讓使用者能方便的「備份」「備份」或或轉移轉移資料庫內的資料，以防在資料庫內的資料，以防在系統毀系統毀

損損時，還能將資料時，還能將資料「還原」回去「還原」回去，，減少損失減少損失。如下圖所示：。如下圖所示：



常見的資料庫管理系統常見的資料庫管理系統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目前市面上常見的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大部份都是以，大部份都是以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

統統(RDBMS)(RDBMS)為主。為主。

一、常見的一、常見的商業商業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
1.SQL Server(1.SQL Server(企業使用企業使用))：微軟公司：微軟公司(Microsoft)(Microsoft)所開發。所開發。

【【使用對象使用對象】】企業的資訊部門。企業的資訊部門。

2.Access(2.Access(個人使用個人使用))：微軟公司：微軟公司(Microsoft)(Microsoft)所開發。所開發。

【【使用對象使用對象】】學校的教學上及個人使用，它屬於微軟學校的教學上及個人使用，它屬於微軟OfficeOffice系列中的一員。系列中的一員。

3.DB23.DB2：是由：是由IBMIBM公司所開發。公司所開發。

4.Oracle4.Oracle：是由甲骨文公司（：是由甲骨文公司（Oracle CorporationOracle Corporation）所開發。）所開發。

5.Sybase5.Sybase：是由賽貝斯公司所開發。：是由賽貝斯公司所開發。

6.Informix6.Informix：是由：是由InformixInformix公司所開發。公司所開發。



二、常見的二、常見的免費免費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

1.MySQL(1.MySQL(最常見，常與最常見，常與PHPPHP使用使用))

2.MySQL 2.MySQL MaxDBMaxDB

3.PostgreSQL3.PostgreSQL



資料庫系統與檔案系統比較資料庫系統與檔案系統比較
目前有目前有兩種兩種常見「資料處理系統」：常見「資料處理系統」：

第一種：檔案系統第一種：檔案系統

以以「檔案為導向」「檔案為導向」的方法，的方法，一次一次只能處理只能處理一個檔案一個檔案，，無法同時無法同時處理處理

多個檔案多個檔案。。

【【適用時機適用時機】】在在「不複雜」的場合「不複雜」的場合使用使用

【【缺點缺點】】每一個應用系統都有自己的所屬檔案，那麼資料便有每一個應用系統都有自己的所屬檔案，那麼資料便有重覆存重覆存

放放、、

不一致的問題不一致的問題發生。發生。

第二種：資料庫系統第二種：資料庫系統解決「檔案系統」的缺點解決「檔案系統」的缺點



檔案系統檔案系統
在以往在以往，電腦皆採用「，電腦皆採用「檔案處理系統檔案處理系統(File processing system)(File processing system)」」

的方法來處理資料。其的方法來處理資料。其處理方式處理方式是依據每一個企業組織是依據每一個企業組織各部門的需求各部門的需求來來

設計程式設計程式，再根據所寫的，再根據所寫的程式程式去設計所需要的去設計所需要的檔案結構檔案結構，而，而不考慮不考慮企業企業

組織整體的需求組織整體的需求。。

所以，在此種發展模式下，所以，在此種發展模式下，每一套程式每一套程式和和檔案檔案皆自成一個系統，因皆自成一個系統，因

此，此，同一個子系統同一個子系統中，中，「檔案」與「程式」「檔案」與「程式」之間的之間的相依性高相依性高，而，而子系統子系統

與與子系統子系統之間是之間是相依性低相依性低((亦即相互獨立亦即相互獨立))。。



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

由於由於傳統的檔案系統傳統的檔案系統缺點實在太多缺點實在太多((上一個章節中的七個缺點上一個章節中的七個缺點))而而不容易不容易

解決解決，於是，於是資料庫資料庫及及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乃應運而生。因此，現在我們則是乃應運而生。因此，現在我們則是

採用採用「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來處理資料。來處理資料。

以「大學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為例以「大學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為例，當我們由傳統的「，當我們由傳統的「檔案系檔案系

統統」決定改採用「」決定改採用「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來發展一個系統時，我們必須要依據大」來發展一個系統時，我們必須要依據大

學校務組織的學校務組織的整體需求做分析考量整體需求做分析考量，將大學，將大學各單位各單位所有相關的資料所有相關的資料以相以相

同的同的「資料結構」「資料結構」來建置來建置資料庫資料庫，讓，讓不同單位的資訊系統不同單位的資訊系統之使用者也可之使用者也可

以利用以利用現有的資料庫現有的資料庫來發展所需的來發展所需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

在此種發展模式下，如果其他單位在此種發展模式下，如果其他單位又有新的需求又有新的需求產生，則只需要將產生，則只需要將

原先資料庫原先資料庫直接提供直接提供給所給所需要的使用者需要的使用者來來開發新的系統開發新的系統，而，而不需要不需要另外另外

再再建立新的資料庫建立新的資料庫。。



在在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中主要強調資料的中主要強調資料的「集中化」管理「集中化」管理，因此，可以讓來自，因此，可以讓來自不不

同處室同處室的的多位合法使用者多位合法使用者透過「透過「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來存取」來存取資料庫資料庫中的資中的資

料。料。

【【舉例舉例】】現在學校中，各處室透過「現在學校中，各處室透過「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來加以整合。」來加以整合。

如圖如圖11--55所示。所示。

圖圖11--5  5  校務行政資料庫示意圖校務行政資料庫示意圖



【【資料庫系統的資料庫系統的優點優點】】
一、一、降低降低資料的資料的重複性重複性(Redundancy)(Redundancy)

二、二、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一致性一致性(Consistency)(Consistency)

三、三、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共享性共享性(Data Sharing)(Data Sharing)

四、四、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獨立性獨立性(Data Independence)(Data Independence)

五、五、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完整性完整性(Integrity)(Integrity)

六、六、避免紙張避免紙張與與空間浪費空間浪費(Reduce Paper) (Reduce Paper) 

七、七、達成達成資料的資料的安全性安全性((Security)Security)



【【資料庫系統的資料庫系統的缺點缺點】】
一、資料庫管理系統一、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DBMS)的成本較高的成本較高

二、資料庫管理師二、資料庫管理師(DBA)(DBA)專業人員較少專業人員較少

三、當三、當DBMSDBMS發生故障時，比較難復原發生故障時，比較難復原((集中控制集中控制))

四、提供安全性、同步控制、復原機制與整合性，比較花費大量資源。四、提供安全性、同步控制、復原機制與整合性，比較花費大量資源。



資料庫的階層資料庫的階層
資料庫資料庫的的階層階層是有是有循序的關係循序的關係，也就是，也就是由小到大的排列由小到大的排列，其，其最小的單位最小的單位

是是BitBit（位元）（位元），而，而最大的單位最大的單位則是則是DataBaseDataBase（資料庫）（資料庫）。。

資料依其單位的大小與相互關係分為幾個層次，說明如下：資料依其單位的大小與相互關係分為幾個層次，說明如下：

BitBit（位元）→（位元）→ByteByte（字元）→（字元）→FieldField（資料欄）→（資料欄）→RecordRecord（資料錄）（資料錄）

→→TableTable（資料表）→（資料表）→Data BaseData Base（資料庫）（資料庫）。如下圖所示：。如下圖所示：

資料庫資料庫是由是由許多資料表許多資料表所組成，每一個所組成，每一個資料表資料表則由則由

許多筆記錄許多筆記錄所組成，每一筆所組成，每一筆記錄記錄又以又以許多欄位許多欄位組合而組合而

成，每一個成，每一個欄位欄位則存放著則存放著一筆資料一筆資料。。

資料庫中的每一個欄位，皆只能存放一筆資料，這資料庫中的每一個欄位，皆只能存放一筆資料，這

些資料必須遵守著一定的結構標準來記錄各種訊息。些資料必須遵守著一定的結構標準來記錄各種訊息。

例如：文字、數字或日期等格式，而在資料表中的欄位例如：文字、數字或日期等格式，而在資料表中的欄位

值也可能是空值（值也可能是空值（NullNull）。）。



除了從除了從資料庫階層資料庫階層的觀點之外，我們可以從的觀點之外，我們可以從資料庫剖析圖資料庫剖析圖來詳細說明。來詳細說明。

如下圖所示：如下圖所示：

1.1.「「資料庫資料庫((DataBaseDataBase))」是由許多個「資料表」所組成的。」是由許多個「資料表」所組成的。

2.2.「「資料表資料表((Table)Table)」則是由許多個「資料記錄」所組成的。」則是由許多個「資料記錄」所組成的。

3.3.「「資料記錄資料記錄((Record)Record)」是由好幾個「欄位」所組成。」是由好幾個「欄位」所組成。

4.4.「「欄位欄位((Field)Field)」是由許多個「字元」組成的。」是由許多個「字元」組成的。



表表11--1 1 資料庫階層表資料庫階層表

資料階層資料階層 階層描述階層描述 資料範例資料範例
位元位元(Bit)(Bit) 1.1. 數位資料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數位資料最基本的組成單位

2.2. 二進位數值二進位數值
00或或11

位元組位元組(Byte)(Byte) 1.1. 由由88個位元所組成個位元所組成
2.2. 透過不同位元組合方式可代表數字、英文字透過不同位元組合方式可代表數字、英文字

母、符號等，又稱為字元母、符號等，又稱為字元(character)(character)
3.3. 一個中文字元是由兩個位元組所組成一個中文字元是由兩個位元組所組成

1010010010100100

欄位欄位(Field)(Field) 1.1. 由數個字元所組成由數個字元所組成
2.2. 一個資料欄位可能由中文字元、英文字元、一個資料欄位可能由中文字元、英文字元、

數字或符號字元組合而成數字或符號字元組合而成

學號學號

資料錄資料錄(Record)(Record) 1.1. 描述一個實體描述一個實體(Entity)(Entity)相關欄位的集合相關欄位的集合
2.2. 數個欄位組合形成一筆記錄數個欄位組合形成一筆記錄

個人學籍資料個人學籍資料

資料表資料表(Table)(Table) 由相同格式定義之紀錄所組成由相同格式定義之紀錄所組成 全班學籍資料全班學籍資料

資料庫資料庫(Database)(Database) 由多個相關資料表所組成由多個相關資料表所組成 校務行政資料庫，包括：校務行政資料庫，包括：
成績資料表、學籍資料成績資料表、學籍資料
表、選課資料表表、選課資料表……等等

資料倉儲資料倉儲
(Data Warehouse)(Data Warehouse)

1.1. 整合性的資料儲存體整合性的資料儲存體
2.2. 內含各種與主題相關的大量資料來源內含各種與主題相關的大量資料來源
3.3. 可提供企業決策性資訊可提供企業決策性資訊

教育部的全國校務行政資教育部的全國校務行政資
料倉儲，可進行彙整分析料倉儲，可進行彙整分析
提供決策資訊提供決策資訊



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系統ANSI/SPARCANSI/SPARC架構架構
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使用者一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使用者一個有效率和方便有效率和方便的工作的工作

環境去環境去操作和查詢操作和查詢資料。為了達到此目的，資料。為了達到此目的，美國國家標準協會綜合規畫美國國家標準協會綜合規畫

委員會委員會(ANSI/SPARC)(ANSI/SPARC)的資料庫管理小組在的資料庫管理小組在19701970年訂定了年訂定了一個資料庫系一個資料庫系

統的組織架構統的組織架構，此架構被稱之為，此架構被稱之為ANSI/SPARCANSI/SPARC架構架構。。

此架構最主要的目的除了將使用者的此架構最主要的目的除了將使用者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與與資料庫資料庫的實體分開的實體分開

之外，同時將資料庫中一些之外，同時將資料庫中一些複雜的資料結構複雜的資料結構隱藏起來隱藏起來，以，以方便資料庫系方便資料庫系

統的使用者使用統的使用者使用。。



ANSI/SPARCANSI/SPARC架構可分為三大層次：架構可分為三大層次：

1.1.外部層外部層(External Level)(External Level)

2.2.概念層概念層(Conceptual Level)(Conceptual Level)

3.3.內部層內部層(Internal Level)(Internal Level)



1.1.外部層外部層(External Level)(External Level)
(1)(1)個別使用者個別使用者觀點，是指依觀點，是指依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使用者提供提供不同的資料庫之資料不同的資料庫之資料。。

(2)(2)使用者使用者大多以「查詢」動作大多以「查詢」動作為主。為主。

【【舉例舉例】】學校中的「教務處」與「學務處」所查詢的資料學校中的「教務處」與「學務處」所查詢的資料

教務處教務處：學號、姓名、電話、地址、：學號、姓名、電話、地址、「學業成績」及「名次」「學業成績」及「名次」。。

學務處學務處：學號、姓名、電話、地址、：學號、姓名、電話、地址、「操性成績」及「曠課時「操性成績」及「曠課時

數」數」。。



2.2.概念層概念層(Conceptual Level)(Conceptual Level)
(1)(1)全部使用者全部使用者觀點。觀點。

(2)(2)表示資料庫中表示資料庫中全部的基底表格內容全部的基底表格內容。。但不用考量但不用考量資料實際的資料實際的儲存結構儲存結構。。

【【舉例舉例】】在在基底表格內容基底表格內容只存一份資料表（關聯）。只存一份資料表（關聯）。

學生資料表學生資料表（學號、姓名、電話、地址、學業成績、名次、操性成績及（學號、姓名、電話、地址、學業成績、名次、操性成績及

曠課時數）曠課時數）



3.3.內部層內部層(Internal Level)(Internal Level)
(1)(1)內部儲存方式內部儲存方式觀點，亦即實際觀點，亦即實際儲存在磁碟儲存在磁碟等等儲存裝置的資料儲存裝置的資料。。

(2)(2)資料庫的資料庫的實體架構實體架構。。

【【舉例舉例】】每一個欄位在表格中的位置、每一個欄位在表格中的位置、學號索引學號索引。。



以「記錄」為主的資料模式以「記錄」為主的資料模式
以「記錄」為主的資料模式有下列以「記錄」為主的資料模式有下列三種模式三種模式：：

1.1.階層式階層式資料模式資料模式(Hierarchical Data Model)(Hierarchical Data Model)

2.2.網路式網路式資料模式資料模式(Network Data Model)(Network Data Model)

3.3.關聯式關聯式資料模式資料模式 (Relational Data Model)(Relational Data Model)



1.1.階層式資料模式階層式資料模式(Hierarchical Data Model)(Hierarchical Data Model)

【【定義定義】】

階層式資料模式階層式資料模式是一種「是一種「由上而下由上而下」」(Top(Top--down)down)的結構，而資料的結構，而資料

相互之間是一種相互之間是一種樹狀的關係樹狀的關係，所以又稱為，所以又稱為樹狀結構樹狀結構(Tree)(Tree)。。

如下圖所示：如下圖所示：

【【資料存取方式資料存取方式】】是由是由樹根樹根(Root)(Root)開始往下存取資料。開始往下存取資料。

【【適用時機適用時機】】大量資料記錄大量資料記錄和和固定查詢固定查詢的應用系統。的應用系統。



【【優點優點】】

1.1.存取快速存取快速、、有效率有效率。。

2.2.適於適於處理大量資料記錄處理大量資料記錄的應用系統。的應用系統。

【【缺點缺點】】

1.1.資料資料重覆儲存重覆儲存，，浪費空間浪費空間

2.2.無法表示無法表示多對多之關係多對多之關係（只能描述（只能描述一對一一對一及及一對多一對多的關係）的關係）

3.3.無法適用無法適用於需要因應於需要因應突然資料需求突然資料需求

（因為資料的關係須事先設定好）（因為資料的關係須事先設定好）



2.2.網路式資料模式網路式資料模式(Network Data Model)(Network Data Model)

【【定義定義】】

網狀式資料庫網狀式資料庫的組成結構和的組成結構和階層式資料庫階層式資料庫類似，其差異點是提供類似，其差異點是提供多多

對多對多(M(M：：N)N)的關係的關係，就像一張，就像一張網子網子一樣，一樣，每一個子節點每一個子節點可以有可以有多個父多個父

節點節點相連結，可以相連結，可以消除消除階層式模式階層式模式的的資料重覆問題資料重覆問題。如下圖所示：。如下圖所示：



【【優點優點】】

1.1.符合現實世界中的符合現實世界中的多對多關係多對多關係。。

2.2.存取有效率存取有效率。。

3.3.提供提供實體資料獨立實體資料獨立。。

【【缺點缺點】】較為複雜。較為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