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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訊科技的應用於各類展覽的行動導覽，以促進學習與培養

藝術人文的知識與涵養已成趨勢。近年來國人對於藝術人文逐漸

重視，促成藝術展覽的活動更加多元與頻繁，但使用者在參觀展

覽時不能充分瞭解作者創造的作品的理念與意涵。因此，如何導

覽讓遊客順利瞭解藝術作品的創作理念與欲表現之意涵，以及如

何管理這些藝術展覽的導覽資料，已成為一門重要課題。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學習型態已從傳統的課堂教學、網路

學習(E-learning)、行動學習(M-learning)發展到情境感知無所不

在學習(Context Awareness U-learning)，不再侷限於空間、時間

或地點，任何時候都能學習新事物。  

因此，本研究與全球華人藝術網合作，開發一套藝術展覽

QR Code行動導覽管理系統，主要功能包含作品介紹、作者介

紹、作品詢問、意見回饋……等等。其中作者與作品的資料由公

司提供讓我們使用。  

我們希望遊客能簡單的使用智慧型手機就可以進行行動導覽

以此更瞭解作品的理念與意涵，以最簡單的方式進而達到無所不

在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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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資訊科技不斷的進步，教學與學習也逐漸運用資訊科技來提

升成效，可以利用具有無線網路功能的手持式裝置連結週邊的電

子產品來學習進而獲取知識，任何時候都能學習新事物。李晏榕

和蔡宗翰(2010)指出在導覽時如果具有可操弄和可互動的特性，

會比單純的視覺展示更有吸引力，而透過行動導覽及擴增實境等

技術將可以彌補此一差距，讓參觀者有更深的參與感和興奮感

[1]。  

蔡玉娟和梁家銘 (2009)指出Davis(1989)科技接受模式中的

有用性與易用性能使使用者在進行導覽時，可以更容易理解藝術

景點的內涵，更加深他們對於藝術作品的創作理念與意涵之瞭解

[2][3]。蔡憲唐和林寶暉 (2010)也指出以往行動導覽系統多應用

於博物館、展覽場館等封閉空間為主，如今藉由網際網路的興

起，使得行動應用成為趨勢，讓導覽作品不再是枯燥乏味 [4]。

旅遊時無論是從何種傳播通道獲取資訊，對目的地都存有意象。  

近年來國人對於藝術人文逐漸重視，但在觀賞展覽的時候，

由於多數民眾對於藝術領域的知識不足，以及展覽未提供導覽資

訊或所提供的資訊有限，導致在花費時間觀賞之後，仍然無法瞭

解各項藝術創作的理念與內涵，即使有導覽人員在旁介紹與解

說，也常因無法即時發問或其他因素干擾，以致於不能仔細聆聽

造成走馬看花與不得其解的情形。  

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的問題積極尋求能夠改善藝術展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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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彰的解決方法，以便加強藝展的導覽效果與資訊管理，並提

升藝術創作者的辦展效益。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開發以行動條

碼 QR Code 作為行動導覽介面的藝術展覽管理系統，旨在加強

導覽效果以及方便管理與維護 QR Code 行動導覽的資訊，並提

供 Facebook 分享功能和留言功能方便使用者推薦給朋友與詢問

有興趣的作品也可做意見交流，以提升藝術作者辦展的回饋與效

益，讓藝術展覽的使用者放慢步伐、用心體會，享受藝術人文的

薰陶，藉由無所不在的學習加深國人美育的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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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無所不在學習  

隨著無線網路的蓬勃發展，以及手持裝置效能之提昇，其應

用層面廣泛讓無所不在學習 (U-Learning)得以實現。從最初被侷

限在教室中的傳統教學轉變為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網路學習，

然而學習環境的新潮流不再只是E化學習(網路學習)，進而成為U

化學習。U指的是Ubiquitous，係指無所不在、無處不在及普遍

存在之意思[5]。  

Quinn(2000)提出行動學習是需要透過行動載具進行的數位

學習[6]。Harris(2001)則認為無所不在學習是透過無線網路與通

訊裝置，學習者並以行動載具透過無線網路與感應技術及配合真

實環境的學習物件進行互動[7]。同時，學習系統可經由感應技

術(例如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獲得學生在真實

環境中的資訊，以提供學習引導與協助。  

Chabra Figueiredo(2002)認為無所不在學習是讓使用者可在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與任何行動裝置下進行學習之活動[8]。  

Chen、Kao、Sheu 與  Chiang(2002)提出行動學習的特徵與

行動裝置需求，應包含學習需求的迫切性、知識獲得的主動權、

學習環境的行動性、學習過程的互動性、教學活動的情境化及教

學內容的整合性 [9]。目的是要刪除數位學習中的網路線，使其

網路無線化，帶著可攜性的電腦 (如PDA、筆記型電腦或3G 手

機)，可於任何地方進行學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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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顯勝等人認為無所不在學習就是透過無線通訊服務，學習

者利用行動學習載具進行數位化學習，也因為行動輔具帶來的行

動性和隨身性，可以讓學習者走出教室到戶外[11]。  

 

2.1.1 情境感知與無所不在學習  

「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 (Context-Aware U-Learning)為

U-Learning 的其中一種學習模式，具有情境化學習 (Context 

Aware)的功能，黃幸美  (2003)的研究中指出，王志忠、黃天佑

(2009)提出真實情境與知識學習間具有互相影響的關係，因此在

設計學習活動內容時，需考慮如何結合真實情境的經歷或是模擬

身歷其境，以達到最佳學習效益[12] [13]。  

 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環境是透過無線網路及隱藏在各種

器具物件當中的無線傳輸元件或感應裝置 (如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藉由元件的感應功能

及能交替運作的功能，學生只要攜帶具有無線傳輸功能的行動載

具，就能經由無線傳輸元件或感應裝置隨時隨地感知學生所處的

情境，從而呈現學習內容在行動載具上，提供學生適當的且個人

化的教學服務。Liu & Chu, 2010; Shih, Kuo, & Liu (2011)提出

學習內容會一步一步引導協助學生學習，增進學生與學習環境的

互動，達到雙向溝通的效果[14]。  

2.1.2 無所不在學習之運用  

在設計無所不在學習活動時，因為需要借助行動載具當具，

因此載具希望能選擇體積小、重量輕、方便攜帶，並且容易閱讀

的，介面設計上盡量簡潔容易操作，減少學生操作時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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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蕭顯勝(2006)提出，考慮到U-Learning 的特點，設計學習

活動時，可分別就教材及教學層面去考量以下幾點[11]。  

一、 教材設計  

1.多元性：利用網路及多媒體資源來設計教材內容。  

2.反向思考：結合課程目標，設計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讓學生學習如何分析及解決問

題。  

3.生活化：與日常生活做結合，將真實情境帶入教學活動中。  

4.差異性：考慮每位學生的差異、不同的學習風格與步調。  

5.個別化：提高學生學習自主性，讓每位學生掌握自己的學習

步調。  

二、 教學設計  

1.互動性：適時的給予學生回饋，並與學生有良好的雙向互

動。  

2.腦力激盪：可融入合作學習的概念，讓學生透過分組討論，

進行合作學習。  

2.2 行動條碼  QR Code 

2.2.1QR Code 介紹  

近年來QR Code應用漸廣，在日常生活中也越來越常看到

QR Code，例如報紙、雜誌、廣告傳單、產品包裝、名片…等，

因此在台灣已有許多行動電話業者紛紛在手機內部加入QR Code

解碼軟體，而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用戶也能自行下載安裝QR Code

解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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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是二維條碼的一種，1994年由日本Denso-Wave公

司發明。QR來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縮寫，即快速反應

的意思。現在，行動條碼被廣泛應用於商業及以行動手機使用者

為主。行動條碼可以儲存位址與網址連結，讓使用者能夠得到更

多相關資訊。使用者拿取照相手機安裝有解碼器軟體就可以讀取

行動條碼影像[15]。  

QR Code外觀為正方形，由黑色與白色組成，在QR Code的

3個角落，各有一個像是中文字「回」字的正方圖案，這3個回字

圖案是用來是幫助解碼程式定位用的圖案，使用者不用刻意去對

準QR Code，無論以任何角度掃描，資料仍可正確被讀取[16]。  

QR Code是目前二維條碼中儲存容量較為最大如表2-1所示

。 可 發 現 QR Code 無 論 在 數 值 （ Numeric ） 、 字 元 （

Alphanumeric）、位元（Binary）以及文字（Kanji），相較其

它二維條碼之下較為優勢[13]。QR Code比普通一維條碼可儲存

更多資料，QR Code能夠編碼許多類型的資料，包括數字、字母

與數字、位元組、日文字、韓文字及中文字如表2-2所示。最大

資料量分別為7,089字元、4,296字元、2,953字元、1,817字元及

984字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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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二維條碼比較表 

 QR Code 
Data 
Matrix 

PDF417 MaxiCode 

圖形 

 
 

開發商 

(國家) 
DENSO 
(Japan) 

RVSI Acuity 
CiMatrix 
(USA) 

Symbol 
Technologies 
(USA) 

UPS 
(USA) 

條碼型態 Matrix Matrix 
Stacked Bar 
Code 

Matrix 

資量儲存容量 數值 7089 3116 2710 138 
 字母 4296 2355 1850 93 

 字元 2953 1556 1018  

 文字 1817 778 554  
 

(資料來源：http://www.qrdoor.com.tw/info.aspx, 

http://www.yestech.com.tw/c2.htm, 

http://blog.yam.com/terryaki/article/5641930) 

 

 

 

表 2-1 QR Code 資料容量 

類型 儲存字元容量 
數字 最大 7089 字元 
字母與數字 最大 4296 字元 
位元組(8 位元) 最大 2953 字元 
日、韓文字 最大 1817 字元 
中文字 最大 984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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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條碼無需像普通條碼般在掃描時需直線對準掃描器，可

以360度的讀取，並且二維條碼最大具有30%的錯誤修正容量，

以一般書籍常用的 ISBN或是商品的一維條碼為例，通常容易造

成部分條碼毀損、讀取不到條碼內容的危機。此外，QR Code還

具備有加密的功能，網址快速連結等特點，QR Code組成如圖

2.1所示[18]。  

 

 

 

 

 

 
(圖片來源

http://www.qrdoor.com.tw/info.aspx) 

圖 2.1 QR Code 組成 

 

使用者在辨識QR Code上非常便利，通常使用者只需要30萬

畫素以上照相功能的行動裝置，配合解碼的軟體就能進行解碼，

而且QR Code不僅具有高資料量負載能力、高安全性、高容錯

性、可360度讀取、還可傳真複印等特性[19]。  

 

2.2.2QR Code 應用  

目前行動條碼應用於行動商務，最常見的大致可分為下列五

種[20]。  

一、自動導航：使用者使用導航手機掃描行動條碼後，即可

直接連接網頁進行導航的功能[17] [21]。  

定位用圖案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s 

資料儲存區  
Data area 

組成單元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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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動化訊息交換：以行動條碼儲存個人資訊，使之快速

交換[20]。  

三、身分鑑別與商務交易：於手機上顯示行動條碼資料，作

為交易身分鑑別或行動付款憑證[21] [22]。  

四、數位內容下載：以行動條碼儲存數位內容之基本資料，

進行數位內容之下載。  

五、網址快速連結：將資料編碼於行動條碼，以提供使用者

進行網址快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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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公司介紹  

 

全球華人藝術網是建立在一個開放自由的藝術交流平台，讓

藝術家、經營者與市場通路做平行交流，整合藝術相關訊息讓所

有資訊可以完整且容易被取得，創造買賣資訊透明的窗口，讓藝

術不再是小眾市場，藉以締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交易網

絡。  

全球華人藝術網的經營項目包括「藝術家電子書」、「藝術

授權」、「藝術品展售」、「藝術品商店街」、「網路畫廊藝術

中心」等等，而服務項目則包括「藝術拍賣網」、「委託代理銷

售」、「藝術家部落格」、「藝術家行情表」、「藝術電子雜

誌」、「全國藝文團體訊息」、「藝評人網站」等等。  

 

3.2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1.蒐集資料：利用暑假時間前往全球華人藝術網實習，了解此公

司的作業流程並蒐集相關資料與需求。接著再搜集語專題相關的

論文或期刊資料。  

2.管理者介面及使用者介面架構之設計：資料蒐整完畢後，透過

全體組員及老師共同討論，設計出初步架構，再與業者討論後，

擬定管理者介面及使用者介面之基本架構進而劃分出各組員的責

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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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測試與評估：系統完成後，經由測試與不斷的修正，將最

後成果呈現於專題發表中。  

 

 

 

 

 

 

 

 

 

 

 

 

 

 

 

圖 3.1 研究流程圖 

二、系統建置：本系統主要是由Adobe Photoshop CS5、Adobe 

Dreamweaver CS5 為介面畫面設計之主要工具，並用 PHP 和

MySQL來進行資料庫的整合和編寫程式。  

1. Adobe Photoshop CS5：PhotoShop CS5是一套簡單易學

但功能強大的影像處理軟體，除了有多種工具可供使用及各式特

擬定專題題目 

蒐集文獻資料 

建置系統架構 

系統內容設計 

系統測試與改善 

建議與修改 

專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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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外，在影像的處理上，還有各種選取影像技巧、編修工具、濾

鏡特效 ...等，可調整亮度、色彩和圖案大小[23]。  

2. Adobe Dreamweaver CS5：Dreamweaver 一直是製作網

頁的主流工具軟體，進展到  CS5 版更強化了網站開發、系統相

容度等功能。尤其隨著技術的進步，現在除了個人電腦以外，使

用智慧型手機、 iPad、 iPod touch…等裝置上網的使用者也越來

越多，運用  Dreamweaver CS5 來模擬各種網路環境，才能確保

您做的網頁也能在各式裝置上正常顯示。還可利用  Adobe 

BrowserLab 線 上 測 試 各 家 瀏 覽 器 的 相 容 性 、 直 接 在  

Dreamweaver 中測試超連結、安裝  Html 5 Pack…，學習新知不

落人後[24][25]。  

3. PHP： php是能讓你生成動態網頁的工具之一。 Php是

「超文本預處理器」（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的意思。  

php是完全免費的，不用花錢，可自由下載。php遵守gnu公

共許可（gpl)，在這一許可下誕生了許多流行的軟件諸如 linux和

emacs。你可以不受限制的獲得源碼，甚至可以從中加進你自己

需要的特色。php在大多數unix平台，gun/linux和微軟windows

平台上均可以運行。php可以編譯成具有與許多數據庫相連接的

函數。php與mysql是現在絕佳的組合。你還可以自己編寫外圍的

函數取間接存取數據庫[26]。  

4.MySQL ：  MySQL 是一種與資料庫管理相關的系統。

MySQL資料庫內的資訊以相關的表格形式儲存。MySQL資料庫

通常用於網路應用開發(通常與PHP搭配系統開發)，這是一個快

速、多線性 (multithread)、多使用者和強壯的  SQL 資料庫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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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尤其在  select/insert/update 等基本  SQL 指令之執行效率非

常快速，比商業的  MSSQL 及  Oracle 資料庫等更快。同時支援

中文  Big5 碼[28]。  

 

3.3 可行性分析  

一、法律可行性：本系統所運用到的資料、作品內容、作者

資料，都經由全球華人藝術網同意提供。所使用的文字資料和論

文資料皆在參考文獻中列出資料來源和作者等資訊，沒有侵犯他

人著作權之問題。  

二、技術可行性：本系統所建之藝術展覽QR Code行動導覽

管理系統硬體設備需要一台可上網的電腦便可管理後台，行動導

覽部分需要一支可上網且有QR Code掃描器app的智慧型裝置就

可以使用。  

三、操作可用性：本系統根據產學合作的廠商要求設計前後

台版面與相關需要的功能，前台使用者介面淺顯易懂讓初次使用

本系統的使用者都能輕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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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架構 

4.1 硬體架構  

 管理者使用電腦連上 Internet來存取伺服器Server端藝術展

覽的相關資料，進行新增、修改、刪除和查詢的管理功能；使用

者可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QR Code圖示而轉換為網址，透過行動

通訊或無線網路wifi來連線瀏覽伺服器Server端的藝術展覽相關

資料網頁，以進行藝術展覽的導覽，架構圖如圖4.1所示。  

 

 

 

 

 

 

 

 

 

 

 

 

 

 

 

 

圖 4.1 硬體架構圖 

智慧型手機 

前台畫面 

拍攝 QR Code

使用者 

管理者 

電腦 

 
Server

 

Internet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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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架構  

使用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QR Code圖示後，會進入「行動

導覽模組」，行動導覽模組可以擷取「作者內容資料表」和「作

品內容資料表」的資料，再將使用者所做過的動作存入「歷程內

容資料表」裡。使用者可將意見回饋和作品詢問寫入「留言內容

資料表」。管理者登入後，會有「留言管理模組」、「作品導覽

管理模組」和「歷程管理模組」，分別來存取與模組相關的資料

表。其中「作者內容資料表」和「作品內容資料表」為廠商所提

供之資料。整個系統的運作如圖4.2所示。  

 

 

 

 

 

 

 

 

 

 

 

 

 

 

 

 

圖 4.2 系統架構圖 

作品內容

資料表 行動導覽模組 

歷程管理模組 

歷程內容

資料表 

留言內容

資料表 
留言管理模組 

留言模組 

作者內容

資料表 

作品導覽管理模組 

作品語音

資料表 

追蹤記錄

資料表 

動作 

資料表 

使用者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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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功能  

4.3.1 行動導覽模組  

藝術展覽行動導覽模組分成兩個部分，「作品介紹」和「作

者介紹」。作者介紹部分，放入了該展覽的作者相關資訊，讓使

用者更了解此展覽的作者。作品介紹部分，有作品的簡介，再加

入語音導覽，讓使用者更了解該作品的意境。如果對展覽的作品

有興趣想要詢問，可以透過作品詢問來做詢問。如對這作者的其

他作品有興趣可進入「作者其他作品」來進行觀看，整個模組架

構圖如圖 4.3 所示。  

 

 

 

 

 

 

 

 

 

 

 

 

 

 

 

 

 

 

 

 

 

圖 4.3 行動導覽模組架構圖 

行動導覽模組 

作者介紹 作品介紹 

作品詢問 作者其他作品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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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留言模組  

如果對展覽的作品有興趣想要詢問或是有意見回饋，使用者

可以透過留言模組來新增並送出留言，整個模組架構圖如圖 4.4

所示。  

 

 

 

 

 

 

 

 

 

 

 

 
圖 4.4 留言板模組架構圖 

 
 

4.3.3 留言管理模組  

留言管理模組可以讓管理者得知使用者的意見以及針對此留

言加上註解，或是刪除不當的言論，整個模組架構圖如圖 4.5 所

示。  

留言模組 

意見回饋 作品詢問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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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留言板管理模組架構圖 

 
4.3.4 作品內容管理模組  

對於每場藝術展覽所展出的內容，管理者可以查詢、新增語

音以及列印 QR Code，整個模組架構圖如圖 4.6 所示。  

 

 

 

 

 

 

 

 

 

 

 

 
圖 4.6 內容管理模組架構圖 

留言管理模組 

作品詢問 意見回饋 

追蹤 刪除

管理者 

作品導覽管理模組 

列印 QR Code 查詢 新增語音檔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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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歷程管理模組  

使用者登入此系統時，系統會給予一個流水號來紀錄使用者

的使用歷程，例如觀看網頁的日期時間、觀看瀏覽哪些網頁畫面

和使用條碼掃描器掃描哪些 QR Code，都會被一一記錄下來以便

進行後續的實驗分析，整個模組架構圖如圖 4.7 所示。  

 

 

 

 

 

 

 

 

 

 

 

 

 

 
圖 4.7 歷程管理模組架構圖 

歷程管理模組 

作品瀏覽統計 作者瀏覽統計 單日明細查詢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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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料庫設計  

一、作者內容資料表  

作者內容資料表，為廠商資料庫裡的資料，本系統使用到了

以下欄位，作者編號、作者名稱…等，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作者內容資料表 author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允許 Null 範例 

作者編號 V aid int(11) NO 50 

作者名稱  name varchar(20) NO 王詩漁 

作者簡介  logs text NO 詩中有畫… 

作者經歷  
introductio

n 
text 

NO 
生於西元… 

作者專長  profession text NO 水墨… 

作者行情  low_price int(20) NO 40000 

行情單位  pricetype varchar(10) NO 才 

 

二、作品內容資料表  

作品導覽資料表，為廠商資料庫裡的資料，本系統使用了圖

片編號、作品名稱、作品介紹、作者名稱等欄位，作品圖片顯示

的部分本系統使用圖片路徑和名稱來連結  
<img src="http://sales.artlib.net.tw/albums/['imagePath']['imageName']/>，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作品內容資料表 v_salesPictures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允許 Null 範例 

作品編號 V imageID int(11) NO 461 

作品名稱  imageTitle
varchar(255

) 
NO 

一山春色 

作品介紹  imageIntro text NO 名稱..規格..售價.. 

圖片路徑  imagePath 
varchar(255

) 
NO 

Wpw-20041230 

圖片名稱  imageName
varchar(255

) 
NO 

Smo-way-1-1.jpg 

作者編號 外來鍵 aid int(11) NO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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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語音資料表  

作品語音資料表裡，主鍵為語音編號，裡面包含語音編號、

作品編號和語音檔名等欄位，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作品語音資料表 voice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允許 Null 範例 

語音編號 V v_id int(11) NO 1 

作品編號 外來鍵 imageID int(11) NO 461 

語音檔名  voice 
varchar(100

) 
NO 

256.mp3 

 

 

四、留言內容資料表  

留言內容資料表裡，主鍵為留言編號，外來鍵為作品編號，

另外還規劃了使用者姓名、聯絡電話、留言內容、留言時間和問

題類型。如問題類型和作品編號為空值表示為意見回饋內容，，

如有資料為作品詢問內容。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留言內容資料表 Message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允許 Null 範例 

留言編號 V m_id int(11) NO 18 

使用者姓名  m_name varchar(20) NO 小花 

聯絡電話  m_tel varchar(20) YES 0955678913 

留言內容  m_content text NO 我想詢問這作品… 

留言時間  m_date  timestamp NO 2012-10-23 21:58:01

問題類型  m_type varchar(20) YES 購買作品 

作品編號 外來鍵 imageID int(11) YES 461 

 



22 

 

五、追踨紀錄資料表  

追踨紀錄資料表中，主鍵為追踨編號，還規劃了留言編號、

追踨內容、追踨時間，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追踨紀錄資料表 MessageReply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允許 Null 範例 

追踨編號 V r_id int(11) NO 5 

留言編號 外來鍵 m_id int(11) NO 18 

追踨內容  r_content text 
NO 已電話聯

絡… 

追踨時間  r_date timestamp 
NO 2012-10-23 

21:58:50 

 

六、歷程內容資料表  

歷程內容資料表裡，主鍵為歷程編號，而動作代號、作者編

號和作品編號為外來鍵，另外也記錄了使用者使用的日期時間來

加以統計瀏覽人數，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歷程內容資料表 Portfolio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允許 Null 範例 

歷程編號 V p_id int(11) NO 3 

日期時間  p_date timestamp NO 2012-10-23 21:58:01

動作代碼 外來鍵 a_code int(11) NO 2 

作品編號 外來鍵 imageID int(11) YES 461 

作者編號 外來鍵 authorID int(11)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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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a_code 顯示數字 1 時，表示使用者進入過首頁；而

a_code 顯示為 2 數字時，本系統將 C_id 設定為使用者觀看作品

的作品內容編號，若 a_code 顯示為 3 數字時，本系統將 C_id 設

定為使用者觀看作者的作者內容編號，若 a_code 顯示為 4 及 5

時，本系統將 C_id 設定為使用者正停留在留言頁面。  

 

七、動作資料表  

動作資料表裡，主鍵為動作代碼，另外還規劃了動作說明如

表 4-7 所示。  

表 4-7 動作資料表 Action 

欄位說明 主鍵 欄位名稱 資料型別 允許 Null 範例 

動作代碼 V a_code int(11) NO 2 

動作說明  a_name 
varchar(100

) 
NO 

作品 

 
動作資料表中的動作代碼，我們使用 5 個動作說明如表 4-8 所

示。  

 
 
表 4-8 動作代碼與說明對照表 

動作代碼 1 2 3 4 5 

動作說明 首頁 作品 作者 作品詢問 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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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中不可或缺的是資料庫，資料庫的規劃可方便儲存和整

合資料。本研究 ER-Model 圖如圖 4.8。  

 

 

 

 

 

 

 

 

 

 

 

 

 

 

 

 

 

 

 

圖 4.8 資料庫實體關聯圖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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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實作 

5.1 前台使用者介面介紹  

5.1.1 行動導覽模組  

使用者先使用手機上的條碼掃描器拍攝 QR Code 如圖 5.1 所

示，之後系統會開始解讀 QR Code 所包含的內容，然後透過行

動通訊或無線網路 wifi 連線搜尋相對應的網頁資料，搜尋完畢

後，資料會顯示在手機上，頁面上包含四個按鈕「作品介紹」

「作者介紹」「作品詢問」「意見回饋」，如主畫面 (圖 5.2)所

示。  

  

圖 5.1 掃描 QR Code 畫面 圖 5.2 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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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紹」會顯示此展覽作品的圖片和相關資料，包括作

品名稱、作者、創作年代、作品規格和作品序號，也可以尋找到

此作品作者的相關推薦作品，如圖5.3與圖5.4所示。   

 

  

圖 5.3 作品介紹畫面 圖 5.4 相關推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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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則是顯示此次展覽的作者的相關簡介和作者的

專長與經歷、還有行情表可供使用者參考，如圖5.5所示。   

 

圖5.5作者介紹畫面 

以上所有的頁面，無論使用者瀏覽哪一個頁面，只要是第一

次登入，本系統就會給予使用者一個編號，並且將其編號、登入

時間以及登入哪個頁面的動作代碼，寫入歷程資料庫中。之後，

第N次登入，系統都會使用第一次給予使用者的編號，並重複上

述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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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留言模組  

使用者如果對展覽的作品有興趣想要詢問或有意見回饋，甚

至是對此系統有意見，都可以按下「作品詢問」或「意見回饋」

按鈕來新增並送出留言來與管理者互動，如圖 5.6 與圖 5.7 所

示。  

  

圖 5.6 作品詢問畫面 圖 5.7 意見回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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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後台管理者介面介紹  

後台管理者系統介面提供給管理者使用，以便管理與維護相

關的資料庫。一開始的畫面為管理者登入畫面，管理者必須輸入

正確的帳號和密碼，才能登入系統的管理者介面進行相關資料管

理，登入畫面如圖 5.8 所示。  

 

圖 5.8 管理者登入畫面 

 

進入管理者介面 (圖 5.9)後，此畫面包含「作品介紹」、

「作品詢問」、「歷程管理」、「登出」四個管理項目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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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登入後畫面 

5.2.1 內容管理模組  

按下「作品介紹」按鈕即連結網頁畫面(如圖 5.10 所示)，使

用作者名稱來做查詢，就會一一列出此作者的作品可為此作品新

增語音檔，如圖 5.11。   

圖 5.10 作品介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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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作品新增語音畫面

若要列印作品的資訊和QR Code，則勾選欲列印作品之功能

欄位中的「確認勾選列印」超連結，即可連結至該作品的列印預

覽介面 (圖5.12)觀看其相關的內容資料，確定要列印則按下下方

的「列印此網頁」超連結，隨即會跳出一個列印視窗，管理者可

選擇要列印的相關頁數功能或是喜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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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列印畫面

 

5.2.2 留言管理模組  

按下「作品詢問」按鈕，就會進入作品詢問的管理介面 (圖

5.13)，因作品詢問的部分會牽涉到作品的買賣、授權、租賃等

問題，所以我們是以專人撥打使用者留下的聯絡電話來做為回

覆，可在此詢問下方增加註解，表示我們已做聯絡或已約詳談時

間。可在「意見回饋」中看到使用者對本系統或是展覽的任何意

見(如圖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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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作品詢問畫面 
 

 

 

圖 5.14 意見回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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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歷程管理模組  

只要點選「歷程管理」按鈕，頁面就會進入歷程管理的畫面

(圖 5.15)，可以查詢某日期範圍內、某作品的瀏覽次數或是作者

的瀏覽的所有歷程紀錄，畫面中的表格會列出所查詢範圍的歷程

資料，方便未來進行實驗分析之參考。  

圖 5.15 歷程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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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本研究已完成一套以 QR Code 為基礎之藝術展覽行動導覽

管理系統，使用二維條碼(QR Code)結合智慧型手機來進行行動

導覽。與傳統的導覽只有基本的文字導覽相比，除了基本的文字

與語音導覽，我們還新增了留言和 Facebook 分享功能，希望可

以增加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  

目前後台管理者為了配合廠商的需求已經可以利用作者的名

字來搜尋作品，然後列印作品的 QR Code，也可以幫作品加上語

音檔。作品詢問部分也可以觀看使用者對於此作品有相關需求的

留言。歷程管理中可以利用時間來搜尋作品、作者的瀏覽人數。  

希望未來在使用後可以讓資料的傳播更加快速方便。我們希

望使用本系統後可以讓使用者更了解各個作品背後的意義以及作

者的用心不再只是走馬看花的欣賞藝術作品。  

6.2 未來展望  

未來我們希望還能在加入 Google Map 的功能，使用者在觀

看作品時不但能分享此資訊，更可以將詳細的展覽資訊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藝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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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 附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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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表 

年
月
份

 

工作項目 

101 
年 
9 
月 

101
年 
10 
月 

101
年 
11 
月 

101
年 
12 
月 

102
年 
1 
月 

102
年 
2 
月 

102 
年 
3 
月 

102 
年 
4 
月 

102
年 
5 
月 

確定系統架構         

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資料庫設計         

程式撰寫          

第一次口試準備         

系統測試與修改         

問題檢討與修正         

撰寫最終成果報告         

  

預計進度 

實際進度 

 



38 

 

工作分配表 

 

邀請卡 翁鈴雅 

海報 翁鈴雅 

簡報製作 陳品瑄、翁鈴雅、桑 瑀 

書面製作整理 桑 瑀 

資料庫實體關聯圖 (E-R Model) 桑 瑀 

軟硬體架構圖 翁鈴雅 

資料庫管理 翁鈴雅 

模組架構圖 翁鈴雅 

系統前台製作 陳品瑄 

系統後台美工製作 桑 瑀 

系統後台製作 翁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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