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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社會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包含汽車或機車等個人用交通工

具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物品。汽機車等交通工具需要定期的保養與維

修，且交通工具的保修為一專業的領域，需要由專業的保修廠進行。

針對交通工具的保養而言，長時間的保養與維修紀錄可有效幫助保修

廠進行診斷，控制車主的開支，同時經由長時間的資料分析，可對於

車輛與駕駛人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然而，就目前的維修市場而言，由

於相關的維修紀錄皆由各保修廠自行紀錄，當車主轉換保修廠或因故

到不熟識的保修廠維修時，保修廠因無法知悉車輛的過往維修狀況，

因而導致了診斷上的問題及維修的困擾。 

為解決以上問題，本系統使用 RFID 技術作為辨識與儲存媒介，

整合網頁伺服器、雲端及資料庫，規劃並開發一跨保修廠之車輛保修

系統，車主僅需隨身攜帶符合本系統之 RFID卡片，對應之保修廠即

可透過系統存取車輛過往的維修紀錄。 

透過本系統的建置，有助於增加民間小型保修廠與客戶間的信任 

，也能促進保修廠間的資訊整合，使得小型保修廠得以與大型連鎖保

修廠競爭。此外，維修紀錄的長期保存，讓客戶更了解自己的愛車，

也能進行多樣化的分析，進而增加車輛的壽命。 

關鍵字：RFID、Mifare、車輛保修、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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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自工業革命以來，由於世界各地經濟的迅速發展，帶動了各種交

通工具的需求。就我國近十年來狀況而言，汽機車之數量逐年成長如

圖 1.1所示[1]，數以萬計的汽車更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更帶來了

汽機車零組件的商機，針對保修廠而言，好的售後服務不但可以提高

銷量，並讓車商更容易經營客戶關係，最重要的是，消費者也能享受

更優質的服務。 

圖 1.1 民國 90~102 年之汽機車成長趨勢 

就目前的汽車保修而言，現今環境是消費者購買車輛後，在保固

期內車輛損壞習慣原廠維修；保固過期後，由於原廠維修費用較高，

則另尋一家民間保修廠，持續進行保養及維修，消費者於車輛過保後

會習慣去同一家保修廠保養維修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汽車維修紀錄是

封閉的，各保修廠之間並沒有一個共通的資訊系統，所以消費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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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車輛做即時性的維修，因為客戶的汽車維修紀錄只有某一家保修廠

獨有，使得(1)消費者難以管理或紀錄車輛的維修資料 (2)保修廠無法

互相競爭，保修廠會封閉客戶資料，防止客戶流失。 

本系統的概念，是為讓不同廠牌零件價格透明化，方便零件耗材

的更換減少客戶時間成本，增加維修效率，增加保修廠對車子的了解，

迅速進入維修。針對車主方面，明確的維修紀錄，客戶能了解自己車

輛維修多少金額，零件的價格也能透明化，以免坐地起價的問題；針

對保修廠方面，保修廠擁有專屬的客戶維修資料，增加客戶對保修廠

的信心，保修廠能針對車輛作有效的保養，減短維修時間。 

表 1.1使用本系統對保修廠之比較表 

區域 使用前狀況 使用後狀況 

車廠入口 等待進入 詢問是否攜帶 RFID卡 

接待區 車廠詢問車況及前來目的 出示 RFID卡及說明前來目的 

維修區 

車廠人員無法掌握之前維修狀

況，必頇來回確認進度及需更

換的零件 

車廠人員可依照資料內容，檢

視過去更換的資料，能夠加快

維修時間 

待交區 

車廠人員確認更換的零件，並

將車輛適當清潔，並填寫表

單，標示更換零件金額 

車廠人員確認更換的零件及價

錢，登入客戶資料庫，將維修

紀錄登錄在資料庫內 

上表顯示保修廠導入系統前後的比較，進入保修廠會比較麻煩，

在維修區部份，傳統保修廠需檢視車輛零件了解車況，會花費較多時

間，導入此系統後，因為保修廠有先前的維修紀錄，保修廠人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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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檢視維修紀錄，更快找出維修點及所需更換的零件，更換零件之資

料會存在資料庫內，車主可以上網檢視愛車的維修資料。 

1.2 研究目的 

車主
保修廠B

保修廠A

保修廠C

基礎保養

煞車加強

意外維修

 

圖 1.2 客戶選擇車廠 

本系統針對目前市面上汽機車保修廠商之維修系統，其維修紀錄

僅限於單一保修廠，缺少跨系統服務的問題，提出改善方法，以達跨

系統、跨保修廠維修之效果，可達一有效且可靠之保修服務，如圖1.2

所示，客戶可以選擇任一保修廠，得到更好的服務品質。 

系統優點： 

此系統可以記錄車主從購買此車輛後的維修保養相關資料，目的

為保障保修廠及車主；並能記錄車輛更換零件和價格，保障車輛零件

的價格是否合理，零件是否合法取得。對保修廠可以增加客戶對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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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廠的信心，了解客戶的需求，更方便保修廠追蹤已售出零件，預防

有心保修廠商圖利，若車輛零件有缺陷時，利於保修廠通知車主更換

回收。把資料儲存於專用 RFID卡中，方便使用者攜帶(如與車鑰匙放

一起)，預防有心人士竊取或竄改資料；利用 RFID卡與系統系統連結

雲端伺服器，並把資料存在雲端資料庫，方便保修廠人員及車主讀取

資料並使用。 

系統缺點： 

此系統服務需要車主及保修廠商共同合作才能使用此系統，保修

廠商需要有可上網電腦及 RFID 讀卡機；車主必頇拿著 RFID 卡到各

保修廠才能使用。 

1.3 預期效益 

由以上之敘述，可明顯得知，將本系統導入後，對於保修廠、客

戶雙方都有相當的益處，可明顯增進客戶與保修廠間之資訊整合，以

加速排除故障，迅速解決車輛問題，對於客戶與保修廠而言，本系統

導入後的預期效益分別為： 

保修廠導入此系統，效益如下： 

1縮短技師維修及查詢零件時間。 

2.改善保修廠商操作上的效率。 

3.提高商家處理時效與資訊自動更新載入。 



 

5 
 

4.有效執行原廠車輛零件回收與招回更換。 

一般使用者使用本系統，效益如下： 

1.方便追蹤車輛的維修資訊。 

2.方便統計車輛的數據(例如：維修花費、維修週期等)。 

3.能自由的選擇維修地點。 

4.需要 RFID卡才能修改資料，保障資訊安全。 

其他效益：利用未來 E-TAG 的普及化，能使系統更普及；RFID

卡有唯一性，可以提供更安全的個人資料保護[2]。 

1.4 研究流程 

 本專題研究流程圖，從訂定專題題目到蒐集相關資料後，再進行

資料彙整與分析可用資料，並來輔助我們設計介面與編譯程式，系統

完成後進行功能測試，若功能沒達到就繼續修正，反之功能達到目的

後就寫出總結論，並討論未來發展，完成本研究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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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

系統架構討論

專題內容討論

資料整理分析

資料庫規劃

平台及程式撰寫

功能無誤

結果討論

專題完成

程式測試

是

否

 

圖 1.3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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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傳統的車輛保修管理系統，較少具備網路連線及資料同步功

能，因而導致車主及保修廠的種種不便。為了改善此種狀況，本系統

規劃並實作一跨保修廠之車輛保修管理系統。本章之架構如圖 2.1，

將針對目前國內類似車輛保修系統之發展現況進行簡介比較，同時介

紹本專題所使用的技術包含 RFID、資料庫與網頁等工具[3-4]。 

文獻探討

網頁技術概述
Tomcat技術

Tomcat架構

RFID技術

RFID國內發展應用

資料庫介紹

RFID技術概述

資料庫系統概述

相關平台簡介

 

圖 2.1 文獻探討架構圖 

2.1 國內外車輛保修平台簡介 

車輛保修系統的功能包含了保修廠的營運管理以及客戶車輛之

各種維修紀錄。本節將針對目前國內較具代表性之車輛保修系統進行

重點性的介紹，並將之與本組規劃系統進行比較。 

2.1.1保車丸-車主保養共同平台 

保車丸-車主保養共同平台是由矽連科技公司於 2007年所創建的

平台，與一般保修廠資訊系統最大的不同在於，此一平台是由車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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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設計，以「公平、透明、互信的網路系統」為其基礎概念。由

於此一平台以車主保養為中心，車主可透過此一平台進行方便快速的

查詢；此外系統亦有各大獨立汽車保修廠加入，整合了汽車履歷等特

點，以提供客戶更好服務項目和品質；雖然保車丸有以上的優點，且

具有獨自的論壇討論區，但整體網站缺乏汽車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容

易帶給會員不完整的資訊，因而容易造成會員的困擾甚至誤判的情形

發生[5]。 

2.1.2卡爾世達股份有限公司 

卡爾世達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8 年，發展出「WINSTAR 數位

診斷平台」，以及「汽車維修技術支援平台」兩大系統。藉由雲端科

技，卡爾世達整合九大系統，其中「自動諮詢平台」是汽車維修廠透

過雲端的查詢資料，只要輸入問題症狀，經過電腦的比對分析，提供

保修廠可能故障的地方與解答。也透過雲端系統與科技，將資料、訓

練、諮詢、儀器技術核心整合，大幅提升保修廠的技術與競爭力[6]。 

2.1.3平台功能比較 

每種平台的設計依照不同需求有所差異，所以跨平台功能與相關

知識領域也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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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網路車輛保修系統比較 

系統平台 

功能 

保車丸汽車保

養網 Car Dr. 
卡爾世達公司 本系統 

會員體制收費 無 高 低 

安裝額外軟體 無 是 無 

汽車資訊諮詢 無 有 維修廠技師 

是否跨系統 無 獨自系統系統 是 

此表為與其他保修平台網站的比較，保車丸汽車保養網 Car Dr.

沒有收費機制，利用免費會員來管理，但如果有會員使用假資料登入，

則無法管控，此平台較偏向論壇類別，無法將維修資訊作有效的管理；

卡爾世達公司有獨立的平台系統，功能完善，但收費較高，收費為一

次繳 3 年，共計 37 萬元，除非大型車廠有足夠的資金或客源，否則

一般民間保修廠無法使用；相較下，本系統有完整會員機制，包含保

修廠會員與一般使用者會員，年繳 1萬 5千元，且可以跨保修廠使用，

讓許多小型保修廠可以加入成為會員。 

2.2 RFID技術概述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無線射頻技術，是利用資料

庫管理系統、網路與遠端認證等技術的結合，所提供自動、便利的即

時識別功能[7]。 

2.2.1 RFID技術 

RFID 射頻識別是一種無線通訊技術，可以通過無線電訊號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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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標並讀寫相關數據，識別工作無頇人工干預，可工作於各種惡

劣環境。RFID 技術可識別高速運動物體並可同時識別多個標籤，操

作快捷方便。如自動收費或識別車輛身份等，可分為主動式、半被動

式、被動式三種，其特點及限制分別為： 

1.主動式：本身具有內部電源供應器，可供應標籤內部晶片所需

之能量主動式標籤，供應內部 IC 驅動所需電源以產生

對外的訊號。  

2.半主動式：半主動式的規格類似於被動式，半主動標籤是用 RF 傳

來的無線訊號轉成本身的操作電源來傳送識別資訊。 

3.被動式：此標籤本身不具電源，藉由閱讀器發給能量供電 [8] 

 

 

圖 2.2 RFID標籤比較 

如圖 2.2 [9]所示，EPC™屬於第一類高頻的 RFID介面，此標準

為標籤資料識別和讀取器資料擷取的溝通橋樑。UHF Class-2 Gen2是

利用現有的 Class-1 Gen2 標準，並增加了一個延伸標籤 ID，擴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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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儲存、資料保護、身份驗證、存取控制；UHF Class-3 Gen2是一個

超高頻規格在現有的 Class-1和 Class-2 Gen2中應用傳感器和電池標

籤，HF Class-4 Gen2代是一個規範 UHF標籤。 

2.2.2 RFID國內發展應用 

目前國內應用 RFID 技術，除在產業有飛利浦電子、永豐餘造紙

及流通業新竹貨運，尚包括：法務部為性犯罪者，配戴電子監控器(將

RFID標籤整合到手錶的設計中)，可有效掌控受監控者行蹤，避免其

再犯罪。南湖國小校園安全管理，主動回報學生上、下學紀錄通知，

方便校外教學，省去點名通知，及誤闖危險區有訊息通報，嚴密控管

學校危險區域的進出管制[10-12]。 

目前中鋼公司發展 RFID 在生產、物料管理、廠房機器巡檢、運

輸等方面的應用，而在運輸系統上的導入是全球鋼鐵業最早使用

RFID的案例。RFID在中鋼公司運輸系統的應用主要由公司自行研發 

。由於中鋼產品本身為金屬材質，加上工廠環境溫度高，在 RFID的

使用上有許多技術上的限制。公司自行研發的優勢在於研發團隊能深

入了解各部門的需求及產品屬性與環境等條件限制，發展出符合需求

的應用，並能控制 RFID使用上的品質，在國家高速公路如今都有電

子收費站，車輛可直接通過收費道、自動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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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網頁技術概述 

Tomcat 服務器是一個免費開放原始碼的 Web 應用系統，屬於輕

量级應用伺服器，在中小型系统和連線用戶較少的場合下被普遍使用，

是開發和調整 JSP 程式的首選。對初學者来说，當在一台機器上安

裝好Apache 伺服器，則可以利用機器對應HTML 頁面的服務請求。

實際上 Tomcat 部分是屬於 Apache 服務的擴展，但是它是獨立自己

運行的。 

當配置正確時，Apache 為 HTML 的頁面服務，而 Tomcat 實際

會在 JSP 頁面和 Servlet 上運作。另外，Tomcat 和 Apache、IIS 等網

頁伺服器一樣，具有處理 HTML 的頁面功能。不過，Tomcat 處理靜

態 HTML的能力不如 Apache服務器。 

Tomcat 受到大量程式設計師的喜愛，因為 Tomcat 在運行的時候

佔用系统資源較小，擴展性也較好；而 Tomcat 還在持續的改良和完

善中，任何一個有興趣的程式設計師都可以去更改 Tomcat 或者在其

中添加新的功能。 

2.3.1 Tomcat架構 

現今 Tomcat 的架構可分類為分層和可插拔之元件架構。分層是

指構成 Tomcat 的元件不屬於同樣的級別上，上層的元件可以包含下

層的元件，各個元件有各自的功能和範圍，當單一元件中止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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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干擾或影響到上層元件的服務。可插拔則是指 Tomcat 對於新

加入元件，上層的元件可以包含下層元件，當單一元件中止了服務，

並不會干擾或影響到上層元件的服務[13]。 

Server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Connector Container 

Connector Container

Jasper

Loging

Naming

JMX

Session

…….

 

圖 2.3  Tomcat 架構圖 

2.3.2 Tomcat特性 

Tomcat 3.x~7.x 版本皆符合 Servlet 和 JSP 的使用規範，在 4.x

版本中 Servlet 和 JSP都重新設計過，並分別改名為Catalina和 Jasper 

，5.x版本則重新建構應用程序環境，7.x則是安全方面的設計與加強。

本系統使用 Tomcat 6進行開發，茲將 Tomcat 6.x版之主要特點敘述

如下： 

1.使用亂數去防止跨網站攻擊(Cross-Site Scripting)。 

2.改變了安全認證中的 jessionid的機制，防止 session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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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防止擴展記憶洩露基礎的偵測內容。 

4.在 war 檔外使用別名做靜態內容的儲存。 

5.對 Servlet 3.0、JSP 2.2和 JSP-EL 2.2的支援。 

6.更容易將 Tomcat 嵌入到 JBoss之應用程式中。 

7.非同步的日誌記錄。 

2.4 資料庫系統概述 

資料庫系統的基本元素，包含了資料表、紀錄及欄位等，本節將

針對目前產業界較常使用的資料庫軟體進行重點性的介紹，並將之與

本組所使用之資料庫系統做比較。 

2.4.1資料庫介紹 

資料庫是指有一定格式、組織、系統的資料記錄檔案，資料庫是

「記錄」的集合，而「庫」是多數的意思，大於一筆以上就是資料庫。

而資料庫包含了資料表、紀錄、欄位等。現今每一部電腦可以安裝多

個 Server執行個體，在資料庫內，存在一個或多個物件擁有權群組，

都會包含資料庫物件(例如資料表、檢視及預存程序)、部分物件(例如

憑證和非對稱金鑰)是包含在資料庫內，但未包含在結構描述內。而

MySQL 是一種 RDBMS(關聯式資料庫系統)，方便讓管理者可利用

Web 介面管理MySQL資料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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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不同資料庫的比較 

在市面上也有許多資料庫系統，較平常見的有 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MySQL等，當然也有其他的資料庫系統，就比較的

方面我們分成幾個不同的功能來討論[15]。 

表 2.2資料庫比較 

系統 

功能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Database 
My SQL 

價格(每一單

位/年) 
245,000 985,000 18,000 

硬體效能 效能高 較能最快 效能中等 

系統整合度 Windows 系統 可以跨系統 可以跨系統 

介面操作性 容易 難 中等 

安全性 

以服務帳戶、驗

證模式、增強式

密碼 

Kerberos驗證、LDAP授權和

可靠性佳的集中化稽核，提

供整合性的企業級安全功能 

master.info的

新替代密碼 

由於MySQL可以跨系統使用，價格成本比一般資料庫低，約 599

美元至 4,999美元，較適合中小型企業與客戶使用，而安全性有所增

強。故而本組選擇使用這套資料庫系統做系統開發與儲存資料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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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本研究以 Visual Studio 2010 結合 MySQL、RFID技術進行車輛

保修系統開發，將蒐集來的相關程式書籍分析後，來設計系統介面，

再進行程式的編譯，最後，本研究採用實做方式，建置一個車輛保修

系統。 

3.1 可行性分析 

汽車每次進入保修廠保養或維修後，都會有一筆維修紀錄，但直

到目前為止，市面上大多數小型保修廠的維修紀錄處於封閉，為了讓

保修廠之間可以跨平台地取得維修紀錄，所以我們必頇把維修紀錄存

於雲端伺服器，方便保修廠存取維修紀錄。 

為了改善上述之問題，於是我們便將保修廠與使用者進行分析如

下： 

1.保修廠分析： 

保障各家保修廠互相惡性競爭與客源流失的問題，減短保修廠

人員維修時間，保修廠利用此系統能增進客戶彼此的信任，公

開的維修紀錄，能讓客戶更放心在此保修廠進行維修。 

2.使用者分析： 

讓使用者更了解，自己的車輛維修狀況；也可以統計一段時間

所在愛車所花費金額，精確了解車輛零件的狀況，若有原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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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回車輛的動作，可到加盟保修廠進行檢查或更新。 

3.2硬體設備 

本專題使用研華科技之 IPC-510工業電腦作為伺服器，其中伺服

器的部份是安裝 Windows Server 2003 R2 Standard SP1 作業系統，如

表 3.1所示。 

表 3.1硬體設備項目表 

伺服器 

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CPU E6400@2.13GHZ 

系統：Windows Server 2003 R2 Standard  SP1 

記憶體：2 GB 

硬體：Seagate 160 GB 

RFID 設備 
RFID卡：Mifare S50/Mifare S70 

讀卡機：Sunion MK-1500M 

Mifare one S50/S70：  

本系統所使用的標籤為符合 Mifare one 規格之 S50/S70，符合

ISO14443A 標準，Mifare one 是 Mifare 卡基本規格的產品，有具備

1KbyteElectrically-ErasableProgrammableRead-OnlyMemory(EEPR 

OM)的 S50款式，也有具備 4 Kbyte EEPROM 的 S70款式。Mifare S50

比 S70 款在 EEPROM 可用空間少了四倍，但卻具備卡片成本較低之

優勢[16-17]。 

Mifare S70的記憶體規劃如圖 3.1所示，其 EEPROM空間規劃與

S70之差異為 S50之 1KbyteEEPROM分割為 16個 Sector，每個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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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個 Block，且每個 Block可儲存 16Byte 資料，而 S70的 EPROM

如圖 3.2 所示，是將 4Kbyte 的空間分割為 40 個 Sector，其中 32 個

Sector分為 16個Block，其餘 8個Sector再分為 16個Block，而S50/S70

於每一 Sector均提供 2組金鑰給使用者使用[16-17]。 

 

圖 3.1 Mifare S70記憶體規劃 

Mifare S50的內部架構如圖 3.2[17]，其RF-Interface為射頻介面，

包含了天線、電源重新開啟等，而 Digital Section為數位端包含了控

制和計算單元及加密單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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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Mifare S50內部架構圖 

MK-1500M：  

本 專 題 所使 用的 RFID Reader 為 Sunion 所 生 產 之

MK-1500M，圖 3.3 為應用於外接電腦裝置的讀卡機，相容於

ISO14443-國際標準，可讀寫 RFID 卡片資料，表  3.2 是規格的

介紹與功能[18]。  

 

圖 3.3 MK-1500M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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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MK-1500M 規格表 

功能  規格  

傳輸頻率  13.56MHz 

支援國際標準  ISO 14443 

讀取時間  0.15ms 

輸入電源  DC 5V 

耗電流  68mAin operation 

工作溫度  0°C ~ 55°C 

儲存溫度  -25°C ~ 85°C 

儲存溼度  5 ~ 95%RH non-condensing 

傳輸介面  Mini USB 

尺寸(L×W×H) 74mm × 33mm × 12mm 

重量  20g ±1% 

3.3使用軟體工具 

本系統開發所使用的工具可分為系統開發軟體及伺服器端的伺

服軟體。在實作上，本專題利用 Visual Studio 2010撰寫程式及結合

MySQL 5.0，並以 Dreamwaver設計網頁，再利用 Apache Tomcat 6.0

作為網頁伺服器將維修系統上的資訊呈現給使用者。 

表 3.3使用軟體工具 

系統開發軟體 
Visual Studio 2010 

Dreamweaver CS3 

伺服器端執行軟體 

Tomcat 6.0 

MySQL 5.0 

Windows Serv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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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Dreamweaver CS3 

Dreamweaver 是用於設計網頁與網路應用程式的專業編輯軟體，

也是目前眾多網頁設計師一致的選擇，在  2012 年推出最新版本 

Adobe Dreamweaver CS6 ，加入多種新的技術，包括 CSS3 轉變、

流變格線架構 CSS 版面、多重 CSS 類別選取、PhoneGap組建整合、

Business Catalyst 整合的功能，與 Photoshop、Flash 等軟體的整合性

也較以往的版本更強；提供人性化的操作環境與視覺化編輯方式，即

使初次接觸網頁設計者也能輕鬆上手，亦提供了人性化的網站管理功

能，即使是製作複雜的網站專案也可以得心應手，若專案是由設計團

隊的成員同時作業，也能掌控網站的建置進度。 

3.3.2 MySQL 5.0 

主要包括MySQL的安裝與配置、資料庫的建置、資料表的建立、

資料類型和運算元、MySQL函數。查詢資料、資料表的操作（插入、

更新與刪除數據）、索引、存取過程和函數、視圖、觸發器、用戶管

理、資料備份與還原、日誌以及性能優化。重點介紹 MySQL安裝與

配置、資料類型和運算元以及資料表的操作。 

3.3.3 Visual Studio 2010 

Visual Studio 是用來建置 ASP.NET Web 應用程式、XML Web 

Services、桌面應用程式及行動應用程式的一套完整開發工具。Visual 

Basic、Visual C# 和 Visual C++ 都使用相同的整合式開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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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如此一來便可以共用工具 

，並且可以簡化混合語言方案的建立程序。此外，這些語言可使

用.NET Framework 強大的功能，簡化 ASP Web 應用程式與 XML 

Web Services 開發的工作[19]。 

3.3.4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03 是 Microsoft的伺服器作業系統，從 Active 

Directory 網域的架構到資源的統一管理，以及管理身份驗證等功能

[20]；相對於 Windows2000此版本做了許多改進，其中本組用到的功

能包含了： 

1.網路連線防火牆 Internet Connection Firewall(ICF)。 

2.遠端安裝服務。 

3.遠端桌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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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架構 

本系統的主要架構分成三個部份，首先是保修廠登入系統，保修

廠登入系統負責在前端提供服務；再來是網站登入系統，其主要是讓

客戶能在個人電腦上使用網路瀏覽器讀取車輛的維修紀錄，為了不讓

使用者能自行增刪維修紀錄而使維修紀錄的可信度降低所以本部分

只讓使用者有讀取的權限；最後是後端系統，後端系統是控制資料庫

的樞紐，它負責處理前端系統的要求以及存取資料庫。本章節由實體

架構圖了解系統流程、功能方塊圖了解本系統有哪些功能；各細節流

程圖了解系統的架設。 

4.1系統流程 

為了能更清楚的表達本系統之行為，我們以 7個方向來分析本系

統，分別是實體架構圖、循序圖、使用個案圖、功能方塊圖、系統部

署圖、ER模型、系統各部分的流程圖。 

實體架構圖能表達本系統與外界(例如客戶、保修廠)的一些基本

互動，循序圖與使用個案圖能表達系統本身大致上的行為、系統架構

圖與系統部屬圖能表達系統整體的架構，流程圖則可以表達系統細部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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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實體架構圖 

圖 4.1分成兩個部分，一部份是將RFID卡給於保修廠維修人員，

另一部分是透過手邊能上網的裝置進入網站登入畫面，。兩部份都是

透過雲端將資料從資料庫中讀取資料。 

1.登入：客戶將 RFID給予保修廠，保修廠在前端申請登入，前

端經由雲端傳送卡片編號給後台，後台確認編號是否

正確，正確就給予登入，若失敗則顯示登入失敗。 

2.匯出：保修廠可於前端查詢維修紀錄，前端發送訊息於後台，

後台再將維修紀錄顯示於前端。 

3.匯入：保修廠將以維修後，將更換的零件輸入前端，前端將

資料儲存於後台，後台的資料更新後，在前台顯示更

新完成。 

Internet

網頁伺服
器

後端資
料庫

保修廠前端系統

網站登入平台

車主給予RFID卡片

車主查詢維修資料

 

圖 4.1 實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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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保修廠登入流程 

客戶因車輛出問題至保修廠維修，技師於前端登入保修廠帳號、

測試讀卡機是否正常。 

1.已加入會員：客戶卡片遺失，在保修廠重新補發新卡。 

2.未加入會員：依照客戶註冊流程，填寫個人資料，辦理新卡

片回到前端登入畫面，使用者輸入卡號密碼，比對成功，則

進入維修紀錄畫面，開始使用服務，反之錯誤重新輸入密碼。 

3.設定 Com Port：技師可以設定 RFID讀卡機所使用的 Com 

Port。 

開始

保修廠測試RFID

連線並登入

選擇服務

客戶登入

卡片遺失補發 新客戶註冊

使用服務

結束

 

圖 4.2 保修廠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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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保修廠客戶管理資訊流程 

保修廠管理員登入管理客戶資訊頁面，管理員可以依照需求選擇

編輯、檢視客戶資訊、更改或查看客戶維修紀錄，保修廠管理員有最

高權限，可以檢視本保修廠客戶在各家保修廠的維修資料，讓維修紀

錄做有效的管理。 

管理客戶資訊

選擇服務

檢視客戶資訊編輯客戶資訊

開始

結束
 

圖 4.3 保修廠客戶管理資訊流程圖 

4.1.4保修廠車輛資訊管理流程 

保修廠技師使用客戶卡片登入： 

1.新客戶：新增客戶車輛資訊，選擇今日所要維修車輛。 

2.舊客戶：選擇今日所要維修車輛。 

檢視維修車輛基本資料，可依照需求選擇要修改/刪除車輛資訊或

新增維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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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服務

選擇車輛

新增車輛

檢視車輛資訊

修改/刪除車輛資訊

開始

結束

管理維修紀錄

 

圖 4.4 保修廠車輛資訊管理流程圖 

4.1.5保修廠維修紀錄管理流程 

技師使用客戶 RFID 卡，登入維修紀錄管理頁面，可以依需求，

選擇所要管理之車輛，也可以檢視客戶、新增、編輯、刪除、匯出維

修紀錄，匯出的資料為 Excel檔，方便客戶檢視車輛維修資料。 

管理維修紀錄

檢視/新增/編輯/匯出
維修紀錄

結束

開始

選擇車輛

 

圖 4.5 保修廠維修紀錄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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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功能方塊圖 

本系統分成兩個部分：一般網站登入系統、保修廠前端系統，網

站系統是與一般使用者的介面，讓使用者透過網站介面隨時隨處的提

取愛車維修記錄。除了使用者之外，系統的管理者也會透過網站系統

來新增與修改合作保修廠的帳戶資料。再來是保修廠使用的系統，保

修廠的員工透過前端系統介面讓客戶註冊、登入以及管理車輛維修紀

錄，保修廠員工可以檢視客戶車輛的維修紀錄後匯出成 Excel CSV檔

案，方便使用者管理自己愛車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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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管理員登入資訊

讀取車輛資料

新增保修廠資訊

讀取車輛維修紀錄

修改保修廠資訊

驗證保修廠帳號資料

儲存客戶資訊

匯出車輛維修紀錄

新增車輛資訊

從資料庫讀取客戶資訊

驗證客戶登入資訊

管理員登入作業

車輛管理作業

車庫讀取作業

保修廠管理作業

保修廠登入作業

客戶資訊管理作業

註冊發卡作業

會員登入作業

保修廠前端系統

網站登入平台

登入作業

維修紀錄管理作業

新增車輛維修紀錄

編輯車輛維修紀錄

Com Port設定作業

卡片補發作業

儲存設定

更新卡片資訊

更新客戶資訊

修改車輛資訊

刪除車輛資訊

使用者登入作業 驗證使用者登入資訊

 

圖 4.6 功能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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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保修廠端功能流程 

以下為保修廠端功能流程部分，包含了保修廠登入流程、客戶登

入流程、新增帳號(註冊)流程、客戶資訊管理-檢視客戶資訊流程、客

戶資訊管理-編輯客戶資訊流程、車輛管理-選擇車輛、檢視車輛資訊

流程、車輛管理-新增車輛流程、車輛管理-修改、刪除車輛流程、維

修紀錄管理-檢視流程、維修紀錄管理-新增流程、維修紀錄管理-編輯

流程、維修紀錄管理-刪除流程、維修紀錄管理-匯出流程、卡片補發

流程等內容說明。 

4.3.1保修廠登入流程 

保修廠人員在系統輸入保修廠編號、密碼，測試 RFID卡讀取

是否正常，驗證保修廠帳號是否正確，以下為驗證結果： 

1.成功：進入客戶登入頁面。 

2.失敗：要求重新測試與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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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輸入帳號密碼、
RFID所用Port號

測試RFID連線狀況

比對成功?

驗證帳號密碼

要求重新測試

N

Y

撈選指定帳號資料

比對成功?

進入客戶登入頁面 Y

要求保修廠重新登入 N

 

圖 4.7 保修廠登入功能流程圖 

4.3.2客戶登入流程 

客戶登入頁面，讀取客戶 RFID卡號、密碼，以下為驗證結果： 

1.成功：登入客戶資訊管理頁面。 

2.失敗：回到客戶登入頁面，重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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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驗證RFID卡號與密
碼

比對成功?

讀取RFID卡號
、輸入密碼

撈選RFID帳號資
料

要求客戶重新登入

進入主要管理頁面

N

Y

 

圖 4.8 客戶登入流程圖 

4.3.3新增帳號(註冊)流程 

新客戶辦理帳號，輸入姓名、電話、地址，完整的客戶資料，方

便保修廠聯絡客戶及客戶的權益。 

1.成功：把資料存入資料庫，並返回客戶登入頁面。 

2.失敗：資料和現有帳戶重複。 

客戶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讀取客戶資訊輸入個人資訊 插入客戶資訊

要求顧客用
新帳號登入

 

圖 4.9 新增帳號(註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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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客戶資訊管理-檢視客戶資訊流程 

客戶登入頁面登入成功，進入客戶資訊管理，此頁面功能為讓技

師了解客戶訊息，而前端系統將自動至資料庫，讀取客戶資訊，並顯

示於螢幕上。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讀取客戶資訊 撈選登入客戶之資訊

顯示客戶資訊

 

圖 4.10 客戶資訊管理-檢視客戶資訊流程圖 

4.3.5客戶資訊管理-編輯客戶資訊流程 

保修廠客戶管理頁面，功能為讀取客戶資訊，並依客戶所要更改

項目做變更，確認儲存後於保修廠螢幕上，顯示儲存成功結果，並返

回使用者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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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讀取客戶資訊 更新客戶資訊

顯示客戶資訊

編輯客戶資訊

 

圖 4.11 客戶資訊管理-編輯客戶資訊流程圖 

4.3.6車輛管理-選擇車輛、檢視車輛資訊流程 

技師在車輛管理頁面，選擇今日客戶所要維修、保養之車輛，而

前端系統依照點選車輛至資料庫撈取，此車輛之基本資訊，並顯示在

保修廠螢幕。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讀取車輛資訊

記錄目前
選擇之車輛

選擇車牌

撈選車輛資訊

顯示車輛資訊

 

圖 4.12 車輛管理-選擇車輛、檢視車輛資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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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車輛管理-新增車輛流程 

客戶有新車輛要加入系統，技師在車輛管理頁面，選擇新增客戶

新車輛，輸入新車輛基本資訊，並儲存於資料庫，在保修廠螢幕上顯

示是否加入成功。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讀取車輛資訊輸入車輛資訊 新增車輛資訊

 

圖 4.13 車輛管理-新增車輛流程圖 

4.3.8車輛管理-修改、刪除車輛流程 

技師在車輛管理頁面，選擇目前所要修改/刪除的車輛，選擇確

認後，進入修改刪除畫面，依照需求去修改/刪除此車輛資訊，完成

則儲存資料庫，並於保修廠螢幕上顯示此次修改結果。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修改/刪除目前
選擇之車輛

修改/刪除
車輛資訊

撈選選擇車輛
之維修紀錄

顯示維修紀錄

 

圖 4.14 車輛管理-修改、刪除車輛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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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維修紀錄管理-檢視流程 

在車輛管理頁面，技師選擇所要檢視維修紀錄之車輛，確認後前

端系統依照所選擇車輛至資料庫去撈選資料，並將撈選資料顯示於保

修廠之螢幕。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讀取目前選擇
車輛之維修紀錄

撈選選擇車輛
之維修紀錄

顯示維修紀錄

 

圖 4.15 維修紀錄管理-檢視流程圖 

4.3.10維修紀錄管理-新增流程 

在車輛管理頁面，選擇今日所要維修車輛，前端系統依照所選擇

車輛至資料庫讀取該車輛舊有維修紀錄。技師新增當筆維修紀錄後，

並將資料顯示於保修廠之螢幕。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顯示維修紀錄

輸入新維修紀錄 讀取新維修紀錄 插入新維修紀錄

 

圖 4.16 維修紀錄管理-新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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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維修紀錄管理-編輯流程 

在車輛管理頁面，選擇今日所要維修車輛，讀取該車輛舊有維修

紀錄，進入維修紀錄修改頁面，更改所需變更資訊，儲存成功後，將

資料顯示於保修廠之螢幕。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顯示維修紀錄編輯維修紀錄

讀取維修紀錄 撈選維修紀錄

更新維修紀錄
讀取編輯後
維修紀錄

 

圖 4.17 維修紀錄管理-編輯流程圖 

4.3.12維修紀錄管理-刪除流程 

在車輛管理頁面，選擇今日所要維修車輛，讀取該車輛舊有維修

紀錄，選擇所要刪除之項目，刪除成功，將資訊顯示於保修廠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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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顯示維修紀錄
選擇欲刪除
之維修紀錄

讀取維修紀錄 撈選維修紀錄

刪除維修紀錄
讀取欲刪除
之維修紀錄

 

圖 4.18 維修紀錄管理-刪除流程圖 

4.3.13維修紀錄管理-匯出流程 

客戶需要列印維修資料，則進入車輛管理選擇車輛，在維修紀錄

管理頁面，點選匯出按鍵，系統會將此車輛資料匯出成Microsoft Excel

檔案。 

保修廠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把撈選出之維修紀錄匯出
成Microsoft Excel 檔案

讀取維修紀錄 撈選維修紀錄

 

圖 4.19 維修紀錄管理-匯出流程圖 

4.3.14卡片補發流程 

客戶卡片遺失，技師在前端系統點選卡片補發，輸入客戶申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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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號碼，技師拿取新卡讀取 RFID卡號，確認新卡號無人使用，按

下確認，前端把新資料更新至資料庫。 

客戶 保修廠系統 資料庫

驗證手機號
碼有無註冊

輸入手機號碼、
讀取新RFID卡號

撈選該手機註
冊之帳戶資料

要求顧客重新
輸入手機號碼

有無資料?

更新該帳戶
之RFID卡號

要求使用者用
新卡號登入

N

Y

 

圖 4.20 卡片補發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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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站端功能流程 

以下為網站端功能流程部分，包含了網站使用流程、使用者登入

流程、使用者選擇車輛流程、網站管理員登入流程等內容說明。 

4.4.1網站使用流程 

下圖所示，使用者輸入網址進入首頁，輸入帳號密碼，進入使用

者車庫，車庫內會顯示使用者所有車輛資料，選擇其一車牌號碼，送

出資料，將顯示該車輛所以維修資料，該頁面也有返回車庫，如無疑

問則可以登出重新登入。 

開始

使用者登入

檢視維修紀錄

繼續檢視?

結束

N

進入車庫、選擇車牌

Y

 

圖 4.21 網站使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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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使用者登入流程 

下圖所示，客戶進入網站系統，輸入帳號密碼後，網站系統連結

資料庫確認帳號密碼是否正確，比對成功進入客戶車輛資料，錯誤則

跳出帳號密碼錯誤，請重新輸入正確帳號密碼。 

客戶 網站系統 資料庫

輸入帳號密碼 驗證帳號密碼 撈選指定帳號資料

比對成功?進入使用者車庫

要求使用者
重新登入

Y

N

 

圖 4.22 使用者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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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使用者選擇車輛流程 

下圖所示，客戶輸入帳號登入此網頁，此網頁顯示客戶所有車輛

資料，客戶可以選擇該車牌號碼，送出資料後，資料庫比對車牌號碼，

顯示該車輛的所有維修紀錄。 

客戶 網站系統 資料庫

選擇車牌號碼 撈選維修紀錄 撈選維修紀錄

顯示維修紀錄

 

圖 4.23 使用者選擇車輛流程圖 

4.4.4網站管理員登入流程 

下圖所示，管理者先進入網頁首頁，點選管理者登入，管理者輸

入帳號密碼，網站系統會確認資料庫內帳號密碼是否正確，正確則進

入管理者畫面，比對失敗則跳出帳號密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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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 網站系統 資料庫

輸入帳號密碼 驗證帳號密碼 撈選指定帳號資料

比對成功?進入管理頁面

要求管理員重新登入

Y

N

圖 4.24網站管理者登入流程圖 

4.5 實體資料模型 

下圖所示，每位客戶擁有自己的帳戶以及車輛資料，而每輛車也

擁有自己的維修紀錄，維修紀錄則是參照資料庫中的零件庫以及保修

廠資料，以表示該車輛維修時所更換的零件、在哪裡維修。 

1.帳戶實體：記錄所有 RFID卡的帳號，供後端系統比對前端系

統傳送來的 RFID帳號比對是否為合法的使用者。 

2.客戶實體：記錄部分與客戶相關的資訊，於必要的時候可以

給保修廠做客戶關係管理使用。 

3.汽車實體：記錄與該 RFID卡關聯的汽車資料，一張 RFID卡

可以給多台汽車使用。 

4.維修記錄實體：記錄某台汽車所有的維修資料，例如：維修

地點、時間、花費、零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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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

PK ID

 管理員帳號
 管理員密碼

車輛

PK 車牌號碼

 車輛廠牌
 車輛型號
 出廠年月
 顧客電話

維修記錄

PK 維修編號

FK2 服務據點編號

FK1 客戶電話

FK3 車牌號碼
 維修名稱
 維修價格
 維修零件
 零件廠牌
 維修日期
 備註

維修廠

PK 服務據點編號

 維修廠名稱
 維修廠地點
 維修廠負責人
 維修廠電話
 維修廠電話
 維修廠營業時間
 是否合作
 維修廠密碼

客戶

PK 客戶電話

 客戶姓名
 RFID卡號
 客戶密碼
 客戶地址
 備註

圖 4.25 體資料模型 

4.6 資料庫建置 

4.6.1 MySQL資料表 

表 4.1 MySQL - usersmen 註冊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sersmen_phone varchar 否 客戶電話 

 usersmen_name varchar 否 客戶姓名 

 usersmen_rfid varchar 否 RFID卡號 

 usersmen_password varchar 否 客戶密碼 

 usersmen_address varchar 否 客戶地址 

 usersmen_remark text 是 備註 

usersmen 註冊資料表用來記錄使用者的註冊資訊，包含了使用

者的電話、姓名、RFID卡號、密碼、地址及備註；usersmen_phone 欄

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PK(主鍵)，記錄使用者的電話且為字元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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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允許空值。 

表 4.2 MySQL - cars 車輛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cars_cid varchar 否 車牌號碼 

 cars_brand varchar 否 車輛廠牌 

 cars_class varchar 否 車輛型號 

 cars_year varchar 否 出廠年月 

FK cars_phone varchar 否 電話 

cars 車輛資料表用來記錄使用者的車輛資訊，包含了使用者的車

牌號碼、車牌廠牌、車輛型號、出廠年月及電話；cars_cid 欄位的部

分為此資料表的 PK，記錄使用者的車牌號碼且為字元型態及不允許

空值；cars_phone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FK，記錄使用者的電

話且為字元型態及不允許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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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MySQL - fix 維修紀錄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fix_id int 否 維修編號 

FK fix_phone varchar 否 電話 

FK fix_cid varchar 否 車牌號碼 

FK fix_sid int 否 服務據點編號 

 fix_name varchar 否 維修名稱 

 fix_price varchar 否 維修價格 

 fix_parts varchar 否 維修零件 

 fix_remark text 是 備註 

 fix_time date 否 維修日期 

 fix_brand varchar 是 零件廠牌 

fix 維修資料表用來記錄使用者的維修資訊，包含了使用者的維

修編號、電話、車牌號碼、服務據點編號、維修名稱、維修價格、維

修零件、備註、維修日期及零件廠牌；fix_id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

的 PK(主鍵)，記錄使用者的維修編號且為整數型態及不允許空值；

fix_phone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FK，記錄使用者的電話且為字

元形態及不允許空值；fix_cid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FK，記錄

使用者的車牌號碼且為字元型態及不允許空值；fix_sid欄位的部分，

為此資料表的 FK，記錄保修廠的服務據點編號且為整數型態及不允

許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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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MySQL - service 保修廠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sid int 否 服務據點編號 

 name varchar 否 名稱 

 address varchar 否 地點 

 boss varchar 否 負責人 

 phone varchar 否 電話 

 time time 否 營業時間 

 cooperation varchar 否 是否合作 

 password varchar 否 密碼 

service 保修廠資料表用來記錄保修廠的資訊，包含了保修廠的

服務據點編號、名稱、地點、負責人、電話、營業時間、是否合作及

密碼；sid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PK，記錄保修廠的服務據點編

號且為整數型態及不允許空值。 

表 4.5 MySQL - handler 網頁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id varchar 否 帳號 

 handler_password varchar 否 密碼 

handler 網頁資料表用來記錄網頁的資訊，包含了網頁的帳號、

密碼；uid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PK，記錄網頁的帳號且為字元

型態及不允許空值；handler_password 欄位的部分，記錄網頁的密碼

且為字元形態及不允許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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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功能介紹 

此章為系統操作之介紹，包含了保修廠與使用者操作畫面，網頁

端為網站管理者與一般使用者操作之介紹。 

5.1 保修廠操作畫面 

以下為保修廠使用者操作畫面，包含了保修廠登入畫面、註冊帳

號頁面、客戶登入畫面、客戶資訊管理頁面、車庫管理頁面、維修紀

錄管理頁面等內容說明。 

5.1.1保修廠登入畫面 

功能說明：保修廠維修技師先行至裝置管理員查詢 USB 讀卡機

的 Com Port 編號，依序輸入保修廠編號、密碼，並測試是否可讀取

RFID卡號，在登入系統。 

 

圖 5.1 保修廠登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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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註冊帳號 

功能說明：技師拿出空白 RFID 卡片，並使用讀卡機取得卡號，

再讓客戶輸入個人資料，註冊成功後，技師給予客戶專屬RFID卡片。 

 

圖 5.2 註冊帳號圖 

5.1.3客戶登入 

功能說明：客戶註冊完成後回到此登入畫面，讀取 RFID卡號及

輸入密碼，登入客戶維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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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客戶登入圖 

5.1.4客戶資訊管理 

功能說明：保修廠管理員登入管理客戶資訊頁面及畫面如圖 5.4

所示，保修廠管理員可以依照需求選擇編輯、檢視客戶資訊、更改或

查看客戶維修紀錄，其中保修廠管理員有最高權限，可以檢視本保修

廠客戶在各家保修廠的維修資料，讓維修紀錄做有效的管理。 

 

圖 5.4  客戶管理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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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修改客戶資訊 

功能說明：假如客戶在註冊時，資料填寫錯誤，可使用此頁面作

修改，修改儲存後跳至客戶登入畫面。 

 

圖 5.5 修改客戶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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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車庫管理 

功能說明：客戶登入系統後，保修場技師可於本頁面管理管理客

戶的車輛，其功能包含了： 

1.選擇車輛：選擇今日所要維修車輛。 

2.新增車輛：新增車輛資訊。 

3.修改車輛資訊：修改選擇車輛之資訊。 

4.刪除車輛：刪除所選擇之車輛。 

選擇車牌後可以檢視維修車輛基本資料，依照客戶需求選擇要修

改/刪除車輛資訊或新增維修紀錄。 

圖 5.6 保修廠車輛資訊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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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新增車輛資料 

功能說明：此頁面為新增車輛資訊，依序輸入為車牌、廠牌、型

號及出廠日期，輸入完成後，按下新增鍵即會跳出小訊息說明新增完

成。 

 

圖 5.7 新增車輛資料圖 

5.1.8修改車輛資料 

功能說明：此頁面為修改車輛資訊，依序輸入為車牌、手機、廠

牌、型號及出廠日期，輸入完成後，按下修改鍵即會跳出小訊息說明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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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修改車輛資料圖 

5.1.9刪除車輛資料 

功能說明：按下刪除車輛鍵，即會跳出小訊息說明是否刪除此車

輛資料並提示車輛刪除成功訊息。 

 

圖 5.9 刪除車輛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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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維修紀錄管理 

功能說明：技師使用客戶 RFID卡，登入維修紀錄管理頁面之畫

面如圖 5.10 技師可以依需求，選擇所要管理之車輛，也可以檢視客

戶、新增、編輯、刪除、匯出維修紀錄，匯出的資料為 Excel檔，方

便客戶檢視車輛維修資料。 

 

圖 5.10 維修紀錄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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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新增維修紀錄 

功能說明：此頁面為新增維修資訊，依序輸入為名稱、價格、零

件廠牌、日期及備註，輸入完成後，按下儲存鍵即會跳出訊息說明新

增完成。 

圖 5.11 新增維修紀錄圖 

5.1.12修改維修紀錄 

功能說明：此頁面為修改維修資訊，依所需修改資訊作更正，輸

入完成後，按下儲存鍵即會跳出訊息說明，詢問是否修改維修紀錄，

確認後更新完成。 



 

57 
 

圖 5.12 修改維修紀錄圖 

5.1.13刪除維修紀錄 

功能說明：按下刪除鍵，會跳至刪除頁面，選取所要刪除之項目，

確認後即刪除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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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刪除維修紀錄圖 

5.1.14匯出維修紀錄 

功能說明：保修廠技師點選匯出功能鍵，可把客戶的維修紀錄匯

出為 Excel檔，並儲存或列印給客戶。 

 

圖 5.14 匯出維修紀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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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卡片補發 

功能說明：假如客戶卡片遺失，保修廠技師會給新的 RFID 卡，

客戶輸入手機號碼，並覆蓋先前使用的舊卡號，達成卡片補發流程。 

 

圖 5.15 卡片補發圖 

5.2 網頁端操作畫面 

 以下為網頁端使用者操作畫面，包含了使用者登入、使用者車庫、

使用者維修紀錄、服務據點、管理者登入、新增服務據點、選擇修改

服務據點、修改服務據點資料、關於我們等內容說明。 

5.2.1使用者登入 

一般使用者使用網站之畫面如圖 5.16用者輸入網址進入首頁後，

輸入帳號密碼，進入使用者車庫，車庫內會顯示使用者所有車輛資料，

選擇其一車牌號碼，送出資料，將顯示該車輛所有維修資料，該頁面

也有返回車庫，如無疑問則可以登出重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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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使用者登入圖 

5.2.2使用者的車庫 

使用者登入後的車庫畫面，此畫面會顯示使用者所有車輛資料，

車牌號碼、廠牌、型號及出廠年份，畫面中使用者可以選擇其一車牌

號碼，按送出鍵，將進入車輛維修資料畫面。 

 

圖 5.17 使用者車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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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使用者的維修紀錄 

使用者可以檢視該車輛所有維修資料，保修廠編號為此車輛在哪

間保修廠維修的編號，維修名稱、價格、時間及零件廠牌都會顯示，

按回我的車庫及跳回上一頁選擇車輛維修紀錄，登出則回到登入畫面

首頁。 

 

圖 5.18 使用者維修紀錄圖 

5.2.4服務據點 

圖 5.19 為服務保修廠資料，讓使用者及未加入會員的網友們瀏

覽，若想加入此保修系統服務，至下列保修廠申辦即可，保修廠編號

為等同於保修廠的主 Key，讓維修紀錄顯示，此維修紀錄是在哪家保

修廠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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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服務據點圖 

5.2.5管理者登入 

管理者登入之畫面如圖 5.20，網站管理員主要是管理保修廠資料 

，資料庫會給予管理者一組帳號密碼，管理者先進入首頁，點選管理

者登入，輸入管理者帳號密碼，進入管理頁面，進入顯示新增或修改

保修廠資料，新增資料只要輸入儲存即可，修改資料先查詢保修廠編

號，再加以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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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網站管理者登入畫面 

5.2.6管理者可新增服務據點 

管理者登入後，會先到新增服務據點，下方會顯示目前合作及中

止合作的所有保修廠資料，網頁的服務據點只會顯示合作中的保修廠

資料，如果是終止合作的保修廠，會在管理者這邊保留資料，如需要

再次合作，只需修改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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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新增服務據點圖 

5.2.7管理者可選擇修改服務據點 

圖 5.22 為修改服務據點，管理者選擇任一保修廠，則可以修該

其資料，唯有保修廠編號不可修改，因為保修廠編號為保修廠的主

Key，所以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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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選擇修改服務據點圖 

5.2.8管理者可修改服務據點資料 

進入修改資料後，textfield 會顯示選擇的車輛維修資料，此處可

以選擇該保修廠是否繼續合作或中止合作，只需更改即可，按修改鍵

後回到上一頁，該筆保修廠資料則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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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修改服務據點資料圖 

5.2.9關於我們畫面 

網頁最後則有我們的粉絲團網址，裡面會有新增的保修廠資訊，

一些關於車輛保養的資訊也會隨時更新，若有保修廠及一般使用者想

加入本系統，如圖 5.24有我們的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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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關於我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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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6.1現況分析 

目前市面上傳統產業透過RFID系統配合雲端管理系統大幅提高

生產力的例子早已不勝枚舉，目前的管理系統除了以「物」為本的物

流管理系統，以「人」為本的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對企業來說更是一個

提升生產力的重要推手。本系統的設計初衷就是成為一個介於各家不

同規模領域的保修廠以及消費者間的橋梁，讓所有大小不一的保修廠

能夠更有效率的保修車輛，且讓所有消費者能夠更明確的了解自己愛

車的狀況。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本文參考了許多相關文獻，我們發現一些普

遍存在的現況如下： 

 民眾到不同保修廠保修，保修廠無法了解送修車輛的車況。 

 目前對於消費者普遍存在汽車保修的資訊不對稱的狀況。 

 汽車售後服務對於大部分車場而言，是主要利潤來源之一。 

 已有不少汽車保修相關”營利性質的網站”上線，而且獲得不

少正面評價。 

 維修紀錄資訊的封閉導致客戶在市場中的流動性降低，而且

維修地點受到限制。 

為解決以上問題，本系統以 RFID辨識系統以及雲端技術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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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車輛的維修、保養設計了許多功能，保修廠可以透過這些功能來

管理客戶的車輛與維修紀錄，消費者則可以透過本系統追蹤屬於自己

愛車的維修紀錄，以達到方便消費者也方便保修廠的雙贏局面。目前

一般保修廠的收費比經銷商原廠店便宜近 5成，而且是使用一樣來源

的材料，即使在擁有相同的維修品質且維修費用較為低廉的前提下，

一般民間保修廠也無法輕易的與經銷商原廠店競爭，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民間保修廠沒有一套完整且共享的系統來管理客戶本身以及汽車

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不容易去相信民間保修廠，他們需要的

是一個能夠了解狀況、能夠讓他們信任的保修廠；反觀經銷商原廠店，

雖然價格高昂卻有一個共通的系統，不管在哪個分店維修，保修廠都

能掌握汽車的狀況。我們的系統所要做的就是打破目前的封閉市場，

讓民間保修廠也能有一個良好且共用的系統。 

1.本系統的概念可能造成的正面效應如下： 

(1)藉由本系統的系統，各間大小不一的保修廠皆能有效管理客

戶資訊以及車輛資訊，進而提高維修品質，並提高自身競爭

力。 

(2)透過網站的系統，客戶能在保修後使用網路瀏覽器登入我們

的網站來追蹤自己愛車的維修紀錄，進而減少資訊不對稱的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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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一群散亂無章的大小保修廠整合成一群能提供好的售後

服務而且擁有共通系統的企業聯盟，這個聯盟的整體競爭力

絕對比每個個體孤軍奮戰來得有力量，這有利於在競爭激烈

的售後服務市場中奪得一席之地。 

(4)共享資訊的概念有如一把雙面刃，如果它真的顛覆了目前資

訊封閉的現況，對有活力且有信心的保修廠而言無疑是為他

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競爭系統，但是對於作風保守的保修廠

而言這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2.我們分析本系統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如下： 

(1)因為資訊共享化，客戶的選擇性也隨之增加，這可能間接造

成各間保修廠之間為了搶客戶而衍生出的惡性競爭。 

(2)對於作風保守的保修廠而言，我們的系統概念顛覆了他們原

本的經營概念，這可能造成某些適應不良的保修廠遭到淘

汰。 

(3)我們的系統負責管理大量的保修廠資訊、客戶資訊、汽車資

訊、維修資訊，這些都可能成為網路駭客覬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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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考量基於各種層面之考量，我們使用目前學校所提供的

伺服器主機以及 RFID卡片及讀卡機進行系統開發，故本組所進行的

專題研究有以下限制。 

1.硬體設備方面：本研究團隊礙於可用經費有限，故僅使用嶺東

科技大學所能提供之現有設備來進行研究，我們所使用的硬體

設備有伺服器主機、RFID讀卡機、RFID卡片。 

2.研究過程方面：因為本系統之開發之人力與時間限制，我們無

法在開發時限內讓系統開發與使用者回饋交叉進行。本研究團

隊直接參照其他市面上現有的相似系統，並在較短的時間內比

較各個系統的優劣，最後再由組員彼此作多次討論以決定我們

的系統所需要的功能。但是由於缺乏使用者回饋，我們在系統

實用性以及使用者需求上之資料研析確實有遺珠之憾。 

3.研究團隊方面：由於本研究團隊指導老之用心，團隊與指導老

師之間能有密切的意見交流，團隊除了定期的會議之外，其餘

時間也能透過社群網站進行即時的意見與資料交換。雖然團隊

之意見交流頻繁，但礙於時間限制，許多寶貴的意見最後無法

實做，而淪為紙上談兵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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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未來展望 

在未來展望裡，我們提出短程、中程，長程的目標及相關問題，

系統短程使用戶較少，系統硬體需求較低，未來若成為大型應用系統，

硬體設備上需要加強，再來是管理員，需培養資訊安全的網站管理人

員，防止駭客入侵，系統打破傳統保修廠的觀念，可使企業有更好的

發展。 

表 6.1未來展望 

 目標 可能面臨之問題 解決方法 

短程 

提升系統穩定性

與安全性、尋找願

意經營本系統的

合作夥伴 

網路科技相關背

景學識需要加強

與經費的籌措 

 

不斷增廣見聞降低

經營本系統所需之

成本 

 

中程 

利用網頁廣告推

廣與行銷本系統 

 

 

要克服開拓市場

初期的疲累，經營

夥伴可能流失 

 

塑造企業形象、樂

觀面對、廣結志同

道合的朋友，需要

人才時才有人脈 

長程 

企業規模以及硬

體設備的擴增、不

斷更新、維護系統 

 

各方面人才的缺

乏、有其他更新的

概念以及系統問

世 

照顧員工，留住真

正的人才、保護企

業形象、企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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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人員 

專題書面報告製作 

林峰義、葉昀昇、莊信弘、吳晉漢、 

吳東峪 

訂定題目 吳晉漢 

資料與文獻整理 葉昀昇、莊信弘、林峰義 

系統架構圖與流程圖設計 吳晉漢、吳東峪 

資料庫規劃與建置 吳晉漢、葉昀昇 

保修廠程式撰寫及除錯 葉昀昇、莊信弘、吳晉漢、吳東峪 

網站美工設計及程式撰寫 林峰義、吳晉漢 

系統測試與維護 吳晉漢、葉昀昇、林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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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時程甘特圖 

年月份 

 

工作項目 

102

年 

6 

月 

 

102

年 

7 

月 

102

年 

8 

月 

102

年 

9 

月 

102

年 

10 

月 

102

年 

11 

月 

102

年 

12 

月 

103

年 

1 

月 

103

年 

2 

月 

103

年 

3 

月 

103

年 

4 

月 

103

年 

5 

月 

訂定題目並尋找

國內外汽車相關

論文資料 

            

統整資料並依統

整內容撰寫企劃

書 

            

尋找相關 VB.net 

書籍 

            

了解系統流程與

繪製系統流程圖 

            

尋找適合硬體實

作 

            

系統程式撰寫             

資料庫建立與連

接 

            

進入測試與實體

操作 

            

尋找系統問題並

修改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