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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睿采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數位學習網

站設計，鑑於網際網路的日益普及，網站成為公司進行客戶

服務與行銷不可或缺的一項利器，然而網站的維護與管理通

常必須仰賴專業的工程師。如何讓專業工程師全力投入數位

學習網站的產品開發，而公司網站可以由一般行政人員來維

護與管理，成為公司對於人力配置的一大考量。因此睿采數

位科技有限公司希望為公司網站建置「內容管理系統」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以提升後台管理的方便

性並降低專業人力的需求。  

在公司網站的CMS規劃階段，該公司的行銷部門首先與

客戶討論網站上應提供的產品資訊與需求，再經由行銷部門

與程式工程師討論可行性並且進行網站架構規劃，以及資料

庫與前後台的規劃與設計。  

系統完成後，進行系統介面設計評估以了解系統可用性

與改善方向，希望此CMS系統建置完成後，能促進該公司網

站維護與管理的便利性，降低網站的專業人力需求與維護成

本。  

 

關鍵字：數位學習網站、網站建置、內容管理系統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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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中獲取

資訊的主要管道，各種類型網站也隨著網路普及，網站功能也隨著各

企業需求而有所不同，使得網站建置也成為不可忽略的一件事[1]。 

為因應資訊快速傳播的趨勢，以及在眾多同業的競爭中能夠得到

顧客的青睞，建置一個方便維護與管理的網站已經成為企業的重要考

量。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資訊傳播快速的網路時代中，利用網路作為企業行銷已經成為

各種行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企業在網站建置上花了不少人力資源，

必須有網頁程式設計師持續維護來達到網頁更新的工作，公司需徵募

或派遣專業網頁程式設計師來管理網頁，導致無法達到節省人力資源

的效益。 

因此，如何用最少的人力且方便又有效的管理變成各企業的一大

考量，一個企業若能節省人力與時間，便能有效去開發其他產品。有

鑒於此，藉由這次專題來研究如何在網頁開發上達到「節省人力資源」

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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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期望藉由內容管理系統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

建置網站，讓睿采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網站更易於管理，即使是

無網頁設計專業背景之人員也可輕鬆進行網站前後台的管理及維護，

以降低公司的專業人力成本。 

研究目的如下所述： 

一、 建置一套方便管理網站的內容管理系統。 

二、 建置前台管理、後台管理、新聞管理、輪播管理頁面並能

夠快速查詢、新增、修改、刪除等基本功能。 

三、 期望藉由客製化頁面，方便觀看與撰寫的網站頁面效果。 

四、 藉由此次專題學習到如何建置 CMS 系統，以及業界的專業

知識，並且分工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1.3 研究流程 

本專題之研究流程主要分為以下九個階段： 

一、 確定主題：與專題指導老師及產學合作公司討論後確定主

題名稱與專題製作方向、目標。 

二、 研究目的與動機：減少該公司管理網站之人類成本，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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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及規劃該公司網站 

三、 擬定建置方法：藉由公司所提出的需求，並由程式設計師

確認是否可行性，之後並開始進行前台與後台新增、查詢、

修改、刪除等功能。 

四、 文獻探討：蒐集相關產業之資料並彙整，確定產業的未來

發展以及重要性，確定主題的重要性、需要性。 

五、 設計網站架構：由公司所提出的需求，並由美工製作網站

的頁面，公司程式設計師分類，小組成員撰寫程式。 

六、 網站建置：設計出符合公司與使用者瀏覽習慣的網頁，清

楚傳達業者之資訊網站，並設計出能夠儲存資料功能的資

料庫。 

七、 系統測試與修改：網站建置完成，經由老師和公司人員 

 使用後，討論出需要增加、改善的地方。 

八、 網站建置完成：經過與專題老師和公司討論後，並確定沒

有需要增加之內容以及修改錯誤時，即可確定網站建置完

成。 

九、 系統評估：根據啟發式評估來設計問卷，以便了解系統介

面設計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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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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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專題採用內容管理系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來建

置與維護網站，主要是為了能夠降低人力輕鬆的管理網站，而前後台

會員帳號管理之登入密碼所使用的是消息摘要演算法第五版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 MD5) 的密碼加密法，以達到帳號安

全性，以及利用啟發式評估來了解系統可用性。 

2.1 內容管理系統 

傳統的網頁建立在HTML為主的架構上，以往人們在編寫網頁時都

會用到相關套裝軟體，例如Frontpage、Dreamweaver等，將寫好的網頁

利用FTP軟體上傳到伺服器主機端，但同時新增、修改也會較不方便，

隨著網站的成長，訊息量不斷增加時，網站內容就必須隨時更新，此

時管理者若不是資訊背景人員，或者不熟悉網站的架構和技術，任憑

在精采的網站可能會因此而停擺， 所以在內容管理上就顯得非常重要

[2]。 

CMS 讓各企業在建置網站時，可專注於網頁的內容上，而不用花

太多心思和時間在網站的架構上，更方便的是，透過網頁瀏覽器(web 

browser)，管理者可以在任何一台可以上網的電腦，輕易地進行網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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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修改作業，提高了管理的彈性、效率與即時性，就算不是資訊

背景人員，只要熟悉電腦基本的操作和圖形介面，也能輕鬆的管理網

站，大幅的降低了管理者的負擔，在人事成本上，也節省了一筆聘請

專業工程師的費用[3]。 

2.1.1 CMS 之定義 

何謂為「內容管理系統」？ 

根據 Bob Boiko學者[4][7]的定義： 

1. CMS 是軟、硬體系統的結合。 

2. CMS 是集合內容並加以管理的系統。 

3. CMS 是一種方便共同創造、整合、管理內容的系統。 

4. CMS 是一種可用來管理網站(websites)和網頁內容(web content)

的系統。 

5. CMS 可經由用戶端(client software)登入，進行編輯作業。 

CMS著重於管理，主要功能包含(1)內容創作(Content creation)(2)

內容管理(Content management)(3)出版內容(Publishing content)。由圖2.1 

可了解CMS的運作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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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CMS 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 :陳丁榮[2] 

2.1.2 CMS 之重要性 

一個網站建立初期，資料量不多更新的幅度也不大，但隨著時間

和用戶增加後，資料可能會變得相當龐大，同時為了留住用戶，網站

的內容需要不斷的更新，如果這時還用傳統的方式去修改網頁，可能

要花上好一段時間，每次更新就需要動到上百個頁面，當更新次數太

頻繁任憑再專業的工程師可能也會感到非常困擾，更何況是對網站架

構不熟的一般人，為了避免這種問題，就可考慮將CMS導入網站中，

已到省時、便利的效果。 

不過也不是所有網站都需要用到CMS，對於內容豐富且需時常更

新的網站才有使用的必要，如果頁面、內容不多的網站，其實採用靜

態HTML的方式就可以了，導入CMS反而有點大材小用，所以在導入

之前評估網站未來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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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CMS 之優點 

以下列出內容管理系統之優點[3]： 

1. 不再需要網站設計師做網頁的修改。 

2. 可以及時的更新，特別是仰賴網站作為溝通管道的企業，這個功能

顯得更為重要。 

3. 網站更新的細節是由 CMS 處理，任何人皆可以輕易的管理及更新

網站。 

4. 企業內很多職員皆可參與網站的更新工作，不像以往只限定少數幾

個人能做管理網站的更新。 

5. 可以明確的知道每個職員只能更新他們所負責的部分。 

6. CMS 可以確保全部網頁設計的一致性。 

7. CMS 可使網站和企業經營同步長。 

2.1.4 CMS 之種類 

CMS系統在市面上數量種類相當多，根據OpensourceCMS網站的

分類法，CMS 根據規模以及內容的呈現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六種

類型，而電子商務類型為本研究主要討論的主題，利用網頁的方式來

行銷公司的產品與簡介，如下表2.1所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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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CMS種類 

類型 說明 

入口網站(portals) 整合搜尋、各種資訊服務的網

站，例如google、yahoo等。 

論壇( Forums) 可與不同用戶討論不同主題，類

似電子布告欄。 

部落格(Blogs) 個人網站，記錄日記、心情等。 

線上學習(e-Learning) 可在任何有電腦或行動裝置的地

方連上平台，進行無紙本的學習。 

群組軟體(Groupware) 群組軟體是電腦應用工具，集合

了檔案分享、電子表單的多功能

軟體，讓一群人利用不同的電腦

系統同時作業，達到資訊分享的

目的。 

電子商務(e-Commerce) 透過網路的商業交易行為，包含

了有形的產品販售、廣告，也包

含無形的售後服務。 

資料來源 : 張俊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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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D5(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 

Ronald曾在1992年向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網際網

路工程任務組)送出一份檔案，描述這種演算法的原理，此演算法在90

年代被廣泛的使用於各種程式語言中[8]。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 (消息摘要演算法第五版  ，  簡稱

MD5) ，MD5 是經由 MD4 、MD3 及 MD2 改進而來，確保資訊傳

輸完整一致而被廣泛使用於電腦上的一種雜湊演算法(又譯雜湊演算法、

摘要演算法)，MD5是將任意長度的文字等資訊經過一連串的運算，輸

出為固定長度128 bits的值，如圖2.2所示[5] 。 

以某一帳號為例，密碼：qaz12321經過MD5運算後得到的雜湊值

為991033117933d290d116732a61ea7ce7f1d99322，以達到密碼加密的效

果。 

 

圖 2.2 MD5 加密過程 

資料來源 : 劉紀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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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MD5 之優點 

以下列出 MD5 之優點[6]: 

1. 運算速度快，硬體需求低。 

2. 無法從運算後的雜湊值中反推回原本的密碼或其他訊息。 

3. 不同字串、字元運算後的雜湊值可能相同，但機率極低。 

4. 訊息中如果只差一個字元，運算後的結果也會不同。 

5. 固定的字元、字串間皆有對應的湊值，而不是每次運算結果都

不同 

MD5 除了對硬體需求低、運算速度快、具有不可逆性之外，為睿

采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慣用之演算法，故本研究採用 MD5 演算法來

運算前後台登入密碼，藉此達到帳號的安全性。 

2.3 系統介面設計評估 

啟發式評估（Heuristic Evaluation）目的是為了找出使用者介面設

計的可行性、可用性，來進行的系統化偵測，因此能夠被當成是測試

介面設計的一部分。 

需要由數個評估人員或專家來進行系統的測試，如果在過程中只

讓一個人來做評估是非常困難的，若只有一個人不可能找出介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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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問題，但如果結合不同觀點會發現不同的問題。因此，透過多個

評估人員，可能大大提高啟發式評估的效果[14]。 

因此本專題根據 Jakob Nielsen與Molich Rolf學者提出的以下10個

項目來設計問卷： 

1. 系統狀態可見性 (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 

透過在合理時間內的合適回應，系統應該讓使用者了解正在發

生的事情。 

2. 系統與真實的關聯性 (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 

系統應該以使用者熟悉的語言、文字呈現，而不是使用系統導

向，遵行現實世界的轉換，可以讓資訊以具有邏輯的方式呈現。 

3. 使用者的控制度與自由度 (User control and freedom) 

使用者時常選擇到錯誤的系統功能，此時他們需要一個清楚的

標示來離開系統，並支援復原與重複步驟。 

4. 一致性和標準 (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 

使用者不想猜測是否使用不同的字彙、狀態或動作。 

5. 預防錯誤 (Error prevention) 

預防是發生問題最先要考慮的事情，最好是除去容易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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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使用者犯錯之前呈現確實選項。 

6. 認識系統，而非去回顧 (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 

盡量減少使用者需要記憶的事情、行動以及可見的選項，不應

讓使用者記憶太多步驟，系統使用說明應在適合且較顯眼的地

方。 

7. 靈活性與使用效率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 

使用者可以使用加速器或快捷鍵來提昇他們的使用速度，不論

是有沒有經驗的使用者，都允許他們設定常做的動作。 

8. 美術與簡化設計 (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 

對話框不應該包含無關緊要或很少用到的訊息，對話中的每個

資訊都要洽當並簡化。 

9. 幫助使用者認識、偵錯並挽回錯誤  (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 

錯誤訊息應該以敘述文字呈現，而不是錯誤代碼，並且精確地

指出問題以及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法。 

10. 說明文件 (Help and documentation) 

即使是最好的系統也不能沒有說明文件，系統需要提供幫助與

說明文件，且這類型的資訊應該很容易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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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主要對象為睿采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於該公司是

提供數位學習網頁設計服務，因此本研究以睿采數位科技為研究對象，

協助公司建置CMS系統架設網站之重心，建置一個符合該公司需求的

網站。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協助睿采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置之一個內容管理系統，

讓操作的使用者能夠藉由CMS系統快速且方便的管理會員；不僅有助

於幫助公司便於管理會員並且快速維護網站內容，在無形中也能夠幫

助公司減少人力上的成本。 

3.3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軟 體 為 Adobe Dreamweaver CS6 、          

XAMPP 2.5 (APACHE、MYSQL、phpMyAdmin) 、PHP程式語言來建

置CM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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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網頁製作軟體 Adobe Dreamweaver CS6 

Dreamweaver 是用於設計網頁以及網路應用程式的專業編輯軟體，

也是目前眾多網頁設計師會選擇使用的軟體。 

Dreamweaver 擁有以下特點[9]： 

1. 人性化的操作環境以及視覺化的編輯方式。 

2. 提供完善的網站管理系統。 

3. 擁有互動式網頁製作的環境。 

4. 可使用視覺化的編輯方式，並與程式碼編輯的環境之間做快速的

切換，其中還提供許多的補助工具(程式碼色彩顯示、程式碼行

數顯示、程式碼的收合等)。 

5. 除了可以從 Adobe Exchange 外還可以從協力廠商的網站下載需

要的擴充程式，擴充 Dreamweaver 的功能來符合工作或系統上的

需求，讓 Dreamweaver 擁有彈性化的架構。 

3.3.2 XAMPP 

XAMPP 是把 Apache、phpMyAdmin 及 MySQL 集合在一起的一個

檔案安裝包，讓使用者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輕易的建立起網頁伺服

器。 

Apache 

Apache是一個網頁伺服器，除了開放原始碼的特點外在大多數電

http://zh.wikipedia.org/wiki/Apache
http://zh.wikipedia.org/wiki/MySQ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4%BB%B6%E5%8C%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9%A1%B5%E6%9C%8D%E5%8A%A1%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9%A1%B5%E6%9C%8D%E5%8A%A1%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Apache%E8%BB%9F%E4%BB%B6%E5%9F%BA%E9%87%9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A0%81%E4%BC%BA%E6%9C%8D%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5%A6


16 
 

腦作業系統中都可以執行，所以被眾多設計師廣泛的使用，是流行的

網頁伺服器軟體之一[10]。 

MYSQL 

MySQL是ㄧ個資料庫管理系統，而使用的SQL語言則是資料庫常

用的標準語言。MySQL擁有效能高、速度快、成本低以及開放原始碼

的這個特點，一般的中小型網站都會選擇MySQL作為網站資料庫。由

於MySQL的性能卓越，搭配PHP和Apache可以組成很好的網頁開發環

境[11]。 

PHP 程式語言 

PHP 是一種在電腦上執行的程式語言，主要用途是在於處理動態

網頁，其中包含了命令列執行介面，或是產生圖形使用者介面（GUI）

程式，是一套跨平台的語言。 

一般來說 PHP 大多在伺服器端執行，透過執行 PHP 的程式碼來產

生網頁提供瀏覽器讀取，此外也可以用來開發命令列程式和使用者端

的 GUI 應用程式。 

PHP 可以在許多不同種的伺服器、作業系統、平台上執行，也可

以和許多資料庫系統結合。PHP 的特點是不需要任何費用，並且官方

組織也會提供完整的程式原始碼，允許使用者去修改、編譯或擴充成

需要的程式碼來使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5%A6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8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8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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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PHP編寫與許多資料庫相連接的函數，使用者可以編寫外圍的

函數間接存取資料庫。通過這樣的方是當你更換使用的資料庫時，只

要輕鬆的更改函數編碼資料就可以更著做變化[12]。 

phpMyAdmin 

phpMyAdmin 是一個以PHP為基礎，並建置在網站主機上的

MySQL資料庫管理工具，讓管理者可以使用網頁介面管理MySQL資料

庫。除了藉由phpMyAdmin輸入常用的PHP語法，來驗證編寫網頁時

SQL語法的正確性外，在處理大量的資料匯入及匯出時更方便。其中

還有一個更大的優勢在於phpMyaAdmin跟其他PHP程式一樣在網頁伺

服器上執行，讓使用者可以在任何地點使用這些程式來產生HTML的頁

面，也就是使用者可以遠端的管理MySQL資料庫，並且方便的建立、

修改、刪除資料庫或資料表等動作[13]。 

  

http://zh.wikipedia.org/wiki/PHP
http://zh.wikipedia.org/wiki/MySQ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A0%81%E4%BC%BA%E6%9C%8D%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A0%81%E4%BC%BA%E6%9C%8D%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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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規劃與設置 

4.1 睿采數位簡介 

自從國內推動教育改革後廣設高中大學以來，雖然實現了人人都

可以上大學的夢想，但是學生的英語程度卻沒有明顯提昇，面對競爭

越來越激烈的國際舞台，加強英語能力已經是老師、學生及家長的首

要課題，而這也就是開發《睿哲INTELLIGENT數位學習平台》最主要

的使命。Smart Teaching，Happy Learning及Always Step Forward 

SMARTEN為公司的目標。 

4.1.1 智慧教學，快樂學習(Smart Teaching, Happy Learning) 

十餘年以來，睿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的對象除了大專院校、

國中小學及補教業，亦廣及一般民間企業與政府機關，服務內容也導

入數位化、模組化的概念，將原本系統提供的數位學習、線上測驗功

能，再擴大到幼教事業中的園務管理、線上師資培訓乃至於幼兒發展

評量系統。《SMARTEN睿智數位學習平台》提供了一個讓教師聰明教

學、讓學生快樂學習的舒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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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持續進步(Always Step Forward) 

睿采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未來以成為全球華人數位學習的創

構者(Digital Learning Innovator)為自我期許。 

公司的經營理念為：誠信、專業、安全、信賴 

4.2 網站架構圖 

 

 

圖 4.1 網站架構圖 

前台頁面 

前台登入 

LOGO 

MENU 

輪播 

行銷A 

行銷B 

關於我們 

專家怎麼說 

新聞 

後台管理架構 

帳號管理 

•前台登入管理 

•後台登入管理 

系統設定 

•權限管理 

頁面管理 

•新聞管理 

•輪播管理 

•專家管理 

•關於我們 

行銷管理 

•行銷A管理 

•行銷B管理 

主選單管理 

•menu管理 



20 
 

4.2.1 網站前台首頁 

網站前台首頁有著公司Logo，下方有著輪播頁面系統、關於我們

的部分簡介、兩大區塊行銷業面、專家怎麼說、新聞內容等版面，如

圖4.2所示。 

 

圖 4.2 前台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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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關於我們 

介紹關於公司的相關歷史並說明公司理念，說明服務得的相關隊

像，如圖4.3所示。 

 

圖 4.3 關於我們 

4.2.3 新聞版面 

能夠觀看於首頁中看見網站所公佈之消息，點擊「更多」可觀看

多筆新聞，如圖4.4所示。 

點擊新聞標題或內容可以觀看該筆新聞完整內容，如圖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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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全部新聞頁面 

 

 

圖 4.5 新聞內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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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行銷版面 

於首頁可觀看到行銷版面，點擊該筆資料可觀看完整資訊，如圖

4.6所示。 

 

圖 4.6 行銷內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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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前台登入頁面 

前台登入頁面以彈跳視窗呈現，簡單的帳號密碼登入後即可，如

圖4.7所示。 

 

 圖 4.7 前台登入頁面圖  

4.2.6 後台登入頁面 

後台登入畫面藉由彈跳式視窗，進行帳號密碼的登入，如帳號密

碼錯誤便會跳出錯誤視窗訊息，如登入成功並會跳至主畫面，如圖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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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後台登入頁面 

4.2.7 前台帳號管理 

前台帳號管理頁面可進行會員資料檢視、修改、新增、刪除等動

做，如圖4.9所示。 

 

圖 4.9 前台帳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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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後台帳號管理 

後台帳號管理可以進行管理者資料檢視、新增、修改、刪除等動

做，並可以設定管理者類別進行權限上的分別，如圖4.10所示。 

 

圖 4.10 後台帳號管理 

4.2.9 權限管理 

權限管理可以進行權限類別檢視、新增、修改、刪除等動做，可

修改各類別所能操作之權限，達到資料權限上之管理，如圖4.11所示。 

 

圖 4.11 權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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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新聞管理 

新聞管理可以進行前台新聞資料檢視、新增、修改、刪除等動做，

並可以設定各新聞開始與結束時間，達到網站新聞資料更新即時性之

效果，如圖4.12所示。 

 

圖 4.12 新聞管理 

4.2.11 輪播管理 

輪播管理可以進行前台輪播頁面檢視、新增、修改、刪除等動做，

並可以設定各輪播頁面開始與結束時間，達到輪播頁面更新即時性之

效果，如圖4.13所示。 

 

圖 4.13 輪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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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行銷管理 

行銷管理可以進行前台行銷版面資料檢視、新增、修改、刪除等

動做，並可以設定各行銷產品開始與結束時間，達到行銷產品更新即

時性之效果，如圖4.14所示。 

 

圖 4.14 行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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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關於我們管理 

關於我們可進行公司簡介上的撰寫，可由後台介面修改，便可更

新前台公司簡介之效果，如圖4.15所示。 

 

圖 4.15 關於我們管理 

4.2.14 專家怎麼說管理 

專家管理可以進行專家資料檢視、新增、修改、刪除等動做，並

可以設定各專家內容開始與結束時間，達到專家內容即時更新之效果，

如圖4.16所示。 

 

圖 4.16 專家怎麼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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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menu 管理 

menu管理可以進行menu資料檢視、新增、修改、刪除等動作，並

在前台可以展示點選後超連結至設定之網站或點選後跳至內容頁觀看

文章，如圖4.17所示。 

 

圖 4.17menu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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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資料庫設計 

本次內容管理系統網站建置，所用到的資料表分別為：會員資料表

(member_list.sql)、會員類別資料表(member_type.sql)、權限資料表

(member_zone.sql)、列表內容(list_content.sql)、menu 階層控制表

(sub_list_menu.sql)。 

 

表4.1會員資料表(member_list.sql)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ml_id int(11) PK 否 編號 1 

ml_name varchar(20)  否 姓名 王小明 

ml_account varchar(30)  否 帳號 abc123 

ml_mtid tinyint(1) FK 否 類別編號 1 

ml_pass varchar(40)  否 密碼 ******** 

ml_tel varchar(20)  否 電話 02-25812345 

ml_phone varchar(20)  否 手機 0912345678 

ml_email varchar(50)  否 電子郵件 abc123@yahoo.com.tw 

ml_start tinyint(1)  否 是否啟動 
0(啟動) 

1(不啟動) 

ml_ctime datetime  否 建立時間 2013-11-20 12:07:00 

ml_utime datetime  否 修改時間 2013-11-21 13:00:00 

ml_del tinyint(1)  否 是否刪除 
0(刪除) 

1(未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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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會員類別資料表(member_type.sql)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mt_id int(11) PK 否 編號 1 

mt_name varchar(30)  否 
會員類別名

稱 

1(超級管理員) 

2(管理員) 

3(一般會員) 

mt_mode tinyint(1)  否 區分 
0(前台) 

1(後台) 

mt_ctime datetime  否 建立時間 
2013-11-20 

12:07:00 

mt_start tinyint(1)  否 是否啟動 
0(啟動) 

1(不啟動) 

mt_del tinyint(1)  否 是否刪除 
0(刪除) 

1(未刪除) 

 

表 4.3權限資料表(member_zone.sql) 

欄位 型態 鍵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mz_id int(11) PK 否 編號 1 

mz_mtid int(11) FK 否 類別編號 1 

mz_list int(11)  否 列表 

0(新聞) 

1(輪播) 

2(行銷 a) 

3(行銷 b) 

4(專家) 

5(關於我們) 

6(Menu) 

mz_mode tinyint(1)  否 權限 

0(R 檢視) 

1(C 新增) 

2(U 修改) 

3(D 刪除) 

mz_del tinyint(1)  否 是否刪除 
0(刪除) 

1(未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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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列表內容(list_content.sql) 

欄位 型態 
鍵

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lc_id int(11) PK 否 編號 1 

lc_type int(11)  否 列表類別 

0(新聞) 

1(輪播) 

2(行銷 a) 

3(行銷 b) 

4(專家) 

5(關於我們) 

lc_name varchar(50)  否 
名稱/姓

名 
張川興 

lc_pic varchar(50)  否 圖片 img_20131220105957.jpg  

lc_url varchar(100)  否 網址鏈結 https://www.facebook... 

lc_top tinyint(1)  否 置頂 
0(置頂) 

1(不置頂) 

lc_des Text   內容 專家內容  

lc_text Text  否 簡介 專家簡介  

lc_ctime datetime  否 建立時間 2013-11-20 12:07:00 

lc_stdtime datetime  否 起始時間 2013-11-20 12:10:00 

lc_eddtime datetime  否 結束時間 2013-11-3015:30:00 

lc_utime datetime  否 更新時間 2013-11-20 12:09:00 

lc_start tinyint(1)  否 是否啟動 

0(啟動) 

1(不啟動) 

9(預設) 

lc_del tinyint(4)  否 是否刪除 
0(刪除) 

1(未刪除) 

 

是否啟動(lc_start)用於控制是否要將資料顯示，以輪播為例，當所顯示資料不足 4

筆時，會抓取設定為9(預設)的資料來遞補，如有兩筆以上設定為9(預設)的資料時，

以結束時間先到者為優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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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menu階層控制表(sub_list_menu.sql) 

欄位 型態 
鍵

別 

允許

Null 
註解 範例 

slm_id int(11) PK 否 編號 2 

slm_upid int(11)  否 上層編號 2 

slm_level int(11)  否 所在階層 1 

slm_name varchar(50)  否 名稱 測試 

slm_url varchar(100)  否 網址鏈結 http://www.yahoo.com.tw  

slm_type int(11)  否 
menu 類

別 

1(資料夾) 

2(網址) 

3(內容) 

slm_tname varchar(50)  否 內容標題 測試 

slm_text text  否 內容內文 test 

slm_del tinyint(1)  否 是否刪除 
0(刪除) 

1(未刪除) 

 

EX： 

名稱(編號,上層編號,所在階層) 

產學合作(1,0,0) 

產學合作說明(2,1,1)為「產學合作」下拉的第一個選項 

產學合作內容(3,1,1)與「產學合作說明」是同一階層 

專業服務(4,0,0) 

 

圖 4.18 menu 階層圖 

  

 

… 



35 
 

第五章  可用性評估 

5.1實驗設計 

藉由啟發式評估問卷，評估系統介面設計的可用性。研究對象為

中部某科技大學學生進行系統的實驗，定義固定的流程讓使用者進行

操作，如圖5.3。 

 

 

 

 

 

 

 

 

 

 

 

 

圖 5.1 實驗流程 

以下為使用者系統操作的順序: 

1. 利用超級管理員帳號新增一筆後台帳號，將類別設置為測試人

員並登出，由新增的使用者登入，觀察超級管理員與測試人員

權限的不同。 

2. 新聞專欄區新增一筆新聞，由搜尋欄位輸入新聞標題相關文字，

解說實驗流程 

•3min 

說明系統功能  

•5min 

使用者系統操作 

•15min 

使用者填寫問卷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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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搜尋到您所新增的新聞。 

3. 輪播管理修改一張圖片啟動功能，並觀看前台頁面輪播版面顯

示的狀態。 

4. 主選單管理新增一筆資料，並觀看前台是否有顯示該筆新增的

資料 

5. 測試完系統後並進行啟發式評估問卷測試。 

 

圖 5.2 使用者系統操作 

 

圖 5.3 使用者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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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可用性評估分析 

本次測試由中部某科技大學32名學生來進行測試，回收問卷為32

份、有效問卷為29份、無效問卷為3份，剔除反向題及無效問卷， 

得到以下分析結果如表5.1所示。 

表5.1啟發式問卷統計表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名 

H1-1.我可以很容易找到想要的功能 4.10 0.67 2 

H1-2.我能夠清楚的知道正在維護管理的項目 4 0.85 6 

H2-1.我不需要花很多時間熟悉系統的操作方式 3.76 1.06 12 

H3-1.我覺得這個系統可以快速的找到登入與登出 4.52 0.57 1 

H4-1.我覺得這個系統和平常用的系統很相似 3.38 0.98 15 

H4-3.我覺得主選單的按鈕很有一致性 4.03 0.68 4 

H5-1.我覺得這個系統有很好的防錯機制 3.38 0.90 15 

H6-1.我覺得這個網站的功能分類很清楚 3.97 0.68 7 

H7-1.我會把這個系統推薦給其他人 3.90 0.99 9 

H8-1.我覺得系統頁面設計簡單明瞭 4.03 0.78 4 

H8-2.我可以很清楚的分辨按鈕的功能 3.97 0.87 7 

H8-3.我可以很明確找到我想要的按鈕 3.90 0.94 9 

H9-1.我覺得這個系統能適時地指出錯誤之處 3.55 0.91 14 

H9-3.我覺得這個系統的錯誤訊息提示很完善 3.66 0.90 13 

H10-1.我覺得系統能適時的給予操作解說的說明 3.90 0.82 9 

H10-2.我覺得操作解說的說明是有幫助的 4.10 0.67 2 

從表5.1的結果可看出，H1-1排名為題目中的第二名，這表示大部

分使用者覺得系統介面設計能有效且方便進行系統上的操作，反觀

H5-1排名為第十五，由此可知防錯機制有許多改善的空間，系統應盡

量減少必填項目與填寫格式的限制，減少使用者在操作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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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結論 

一個網站建置完成之後並不算真正的結束，若建置完成後就不再

進行任何維護，任憑內容在豐富的網站，時間一久用戶量將有可能逐

漸減少，所以後續的內容更新、管理才是最重要的部份，但管理的同

時也要兼顧到效率與方便性，本研究針對睿采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CMS系統，經由圖型化介面進行後台的新增、修改、刪除、查詢等

動作，並於研究後請使用者進行可用性評估分析，藉此分析系統可行

性與方便性，並改善系統需要修改的部分使此系統更為方便。 

如此一來就不必常常花時間和人力在改寫網頁上面，減輕管理上

的負擔，讓除了網頁工程師以外的人也可以輕鬆的管理網站，工程師

們就可將工作重心放到對公司較有利潤的產品上，以達到人力資源的

最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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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未來展望 

本研究利用CMS進行網站建置，以模組化的概念將網頁切分成多

個區塊，提升網站管理的便利性，目前能控制管理的部分有前台登入、

主選單、輪播、行銷A、行銷B、關於我們、專家怎麼說，希望未來能

加入更多的控制項目與模組，例如:LOGO、公司地址等等，讓使用者

或公司能按照喜好來管理、設計自家的網站，不但能增加網站的豐富

性、可擴充性、管理彈性，如此一來這套系統也不僅限於睿采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也能讓不同種類的公司進行使用，期望能成為各企

業管理網站的理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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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產學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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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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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網站使用手冊 

管理者登入 

步驟一：在空白處輸入管理者帳號、密碼。 

 

步驟二：輸入完成後，點選登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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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失敗時會回到登入頁面，須重新輸入管理者帳號、密碼直到正確

為止。 

成功登入後，進入管理者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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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台會員帳號管理 

步驟一：點選左方的功能列表前台(後台)帳號管理或上方的帳號管理。 

 

步驟二：在前台(後台)帳號管理管理資料表中，前台(後台)帳號管理字

樣下方及功能欄位中可以進行新增、編輯及刪除三項功能；若要修改

資料，須點選功能欄位中編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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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在進入編輯修改頁面並且完成修改後，點選下方之送出鈕即

完成資料修改；若無須修改直接點選下方之取消即可。 

 

步驟四：若要新增一筆會員帳號，在點選新增後，輸入姓名、帳號、

密碼、選擇類別、電話等等後點選送出鈕，及完成新增一筆會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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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若要刪除，點選功能欄位中的刪除鈕並會出現提示確定是否

刪除，點確定後即完成刪除資料。 

 

步驟六：若要找尋所需資料，新增右方有搜尋功能可輸入相關資料進

行查詢，若查無相關資料會顯示查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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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當要啟動或不啟動此筆資料時，可點選右方啟動(不啟動)直接

進行轉換不啟動(啟動)或功能列表中的編輯進行轉換。 

 

步驟八：要離開此畫面時只需要點選左上方之後台管理頁面即回到主

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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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欄管理 

步驟一：點選左方的功能列表新聞專欄或上方的頁面管理。 

 

步驟二：在新聞後台管理資料表中，新聞後台管理字樣下方及功能欄

位中可以進行新增、編輯及刪除三項功能；若要新增資料，須點選字

樣下方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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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欄位中輸入標題、內容、時間等等，內容可以利用編輯器進

行字樣的的改變。完成後點選送出鈕，無新增則點選取消即可。 

 

步驟四：若要更新須點選功能欄位中的編輯鈕進入編輯頁面，修改完

後點選送出鈕完成資料修改；若無須修改直接點選下方之取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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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若要刪除，點選功能欄位中的刪除鈕並會出現提示確定是否

刪除，點確定後即完成刪除資料。 

 

步驟六：若要找尋所需資料，新增右方有搜尋功能可輸入相關資料進

行查詢，若查無相關資料會顯示查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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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當要啟動或不啟動此筆資料時，可點選右方啟動(不啟動)直接

進行轉換不啟動(啟動)或功能列表中的編輯進行轉換。 

 

步驟八：要離開此畫面時只需要點選左上方之後台管理頁面即回到主

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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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可用性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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