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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古自今，所有人的財富都是有限的，由於人們的收入有限，慾

望無窮，為了滿足生活中無窮的慾望，抑或為了增加自身的安全感，

培養記帳的習慣並以適當的工具輔助，便可以在不仰賴財務專家的狀

況下，徹底了解自身的財務狀況，避免自己成為月光族的成員。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及各種行動上網裝置的普及，各式各樣

的網路應用大量增加，加上近年來雲端軟硬體技術的快速成長，因此

本組開發跨帄台記帳系統，可供使用者在不同的帄台上，都可以進行

記帳的動作，創造一個無所不在的記帳環境，進而培養人們隨時記帳

的良好習慣，還能避免電腦故障或重灌時，資料沒有備份完全的風險。 

 本組將以方便性為原則，開發簡單易懂的記帳系統可供老中青少輕

鬆了解自身財務狀況，並將網路與電腦、手機做結合，藉此幫助使用

者慢慢修正消費習慣，減少不必要的開銷，讓記帳成為控管財務的好

方法。 

關鍵字：記帳系統、行動網路、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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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今周刊在二○○八年與國泰金融集團合作，進行全台最大規模

的大學生理財 IQ 大調查，台灣大學生理財 IQ 不及格，帄均只有 49.7

分[1]。一般來說，要達到理財目標，「節流」對大多數人來說，會比

「開源」來得容易；然而，節流則必頇先了解自己目前的花費動向，

才可釐清「想要」與「必要」的消費慾望。但人們總是健忘的，可能

隔天就忘了花了哪些錢，故隨手記帳的小動作就顯得十分重要。 

坊間許多報章雜誌、理財專家或網路文章皆提倡記帳的好處，建

議人們要每天記帳才可以掌握自身的財務狀況，且根據調查，大多數

的民眾也認同記帳有助於改善自身財務，甚至高達九成三的民眾曾經

嘗試過記帳的行為，但其中大多數的民眾到最後都不了了之，顯示有

毅力培養記帳習慣的民眾，依然佔少數。此外針對未持續記帳的民眾

所做的調查指出，「沒時間」、「忘記收支項目」、「懶得記」為放

棄記帳原因的前三名[2]，顯示若要培養持續的記帳習慣，必頇於花錢

的當下就進行記錄，否則一旦時間久了加上生活忙碌，很容易忘記消

費的項目，導致記帳的精確度降低，久而久之則放棄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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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曾經記帳過，後來沒持續的原因統計圖[2] 

 

傳統的記帳方式，不外乎使用紙本及個人電腦，早期很多人會習

慣使用紙本來記錄收支，但紙本不便於計算、攜帶且保存不易，使得

使用者需要有相當的毅力才能持續的使用紙本記帳。個人電腦快速發

展後，許多人開始使用個人電腦的試算表或專用軟體進行記帳，可以

讓電腦自動的進行計算分析，增加了便利性。然而，儲存於個人電腦

的資料需要定期備份，且記帳地點侷限於單一裝置，易導致前段所述

放棄記帳的情形發生。為了改善上述二種方式的缺點，本組將開發一

套行動裝置和電腦端結合的軟體，加上在現今社會中，大多數人操作

電腦及手機的時間逐漸增加，在電腦和手機裡安裝記帳軟體，透過網

路整合帳務資訊已成為趨勢。 

 

  



 

3 

 

1.2 研究目的 

本組認為，將傳統的電腦記帳系統與網路做結合是目前的趨勢，

將這些資料數位化能夠避免資料儲存於個人端導致重灌或遺失造成的

風險。此外，可以隨時隨地記帳並查詢自己的收支狀況、花費流向及

投資績效等，能夠幫助使用者即時了解自身財務狀況。 

 

然而，以本組目前測試的幾套電腦端軟體來說，大部分都過於複

雜或不易操作，僅一套提供電腦端與行動裝置端結合，且頇手動將資

料同步，故本組的目標是以電腦及手機兩個帄台經由網路進行結合，

當使用者完成線上註冊後，即可透過個人電腦或手機進行線上記帳，

達到隨時隨地都可記帳且資料一致的效果。此外，本組也將改良一些

現有軟體的功能，讓記帳變得更加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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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期研究效益 

為了提供使用者一個良好的記帳環境，本組根據以下預期效益，作

為設計開發的主要目標： 

1. 簡易的操作方式，讓各年齡層的使用者皆可輕易上手，能夠在

短時間內完成記帳動作，藉以提高使用者記帳意願。 

2. 簡單的圖表，幫助使用者明確瞭解自身的財務狀況，進而瞭解

自身的財務配置及問題點。 

3. 透過伺服器遠端儲存，達到資料一致的功能，避免資料遺失、

損毀的風險。 

4. 無論是使用電腦或行動裝置，使用者可在任何有網路連線的情

況下，使用本軟體來更新或了解自身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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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專題內容討論

資料蒐集

資料整理與分析

整體架構討論

程式與書面內容
撰寫

伺服器與行動裝
置端結合

程式測試

功能無誤

專題完成

結果與討論

是

否

 

圖 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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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傳統記帳方式之探討 

管理自身財務，記帳是不二法門 

富比世（Forbes）二○○八年全球第二名富豪——墨西哥電信大亨

卡洛斯‧赫魯（Carlos Slim Helu）家族，財富估計六百億美元（約合

新台幣一兆八千億元）。他從小「家學淵源」，就懂得管理自己的「一

本帳」。從小父親就給赫魯四兄弟一人一本帳簿，要求他們記錄每筆

零用錢花費，每週檢查，跟孩子們分析每筆款項的支出和用意。這讓

赫魯從小就對於「一本帳」有了基礎概念。 [3] 

 

記帳從來沒成功的原因 

  有的人就是能夠每天寫日記、每天記帳，這樣的人通常也很能夠

持續的儲蓄和定期定額投資，時間一拉長之後，通常財富累積的效果

就相當驚人了，但或許也就是因為持之以恆不容易，所以有錢人並不

多。那麼，難道無法持之以恆記帳，就無法變成有錢人？其實不盡然。

這部份其實應該分開來討論：記帳的用途和持之以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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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最主要的用途是要用來分析你自己的收入與支出情況，因為人的

記憶力是很不可靠的。如果沒有記帳的話，你還記得上個禮拜三，從

早到晚你總共花了多少錢、買了什麼東西嗎？相信想能清楚記得的人

不多，既然會忘記，就無法精確的分析和瞭解自己的消費模式。[4] 

經營之神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曾經說過：「賺一塊錢不是真的賺，

存一塊錢才是真的賺。」[5] 根據上述文獻，存錢被視為累積財富的根

本，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賺錢不容易存錢更是難。現在一堆年

輕人會這麼窮不是沒有道理的，年輕人剛入社會，認為收入普遍都不

高的現在根本存不了錢。那是因為人們總是小看小錢的力量，別小看

這一小筆錢，如果每個月都能省下三千元，那二十年後就約省下七十

二萬元。所以每天記錄所花費的金額，再透過分析報表，便能確認花

費是否超支、所剩餘額以及收支比例，以及是否把錢花在刀口上，慢

慢修正消費習慣，便可達到控制開銷的目的。  



 

8 

 

2.2 其他記帳軟體功能之探討 

以下表格均為本組測試市面上其他記帳軟體的簡介，分為行動裝

置端和與電腦端記帳軟體。 

2.2.1 行動裝置端記帳軟體簡介 

IsAiZan 

 

布農族台灣高山原住民的一族是個重視族群與

感恩的一族，他們強調為自己、族群、祖先奉獻。 

is aizan 在他們的母語中就代表著"因努力而擁有"希

望山神能看到他的真心與努力，保佑自己的財富於

是採用此意涵。希望利用此 app 讓我們能幫你守護

你努力所賺來的每一分錢。 

  

CWMoney 

 

是一個橫跨 Andriod、Apple 兩大帄台的理財計

帳服務，推出一年以來已突破一百二十萬的使用

者，是幫助您記錄每天的消費，並作為每個月檢視

開銷的好用工具。App 商品皆無廣告、無筆數限制、

無使用期限，讓您輕鬆了解每筆收入支出的來龍去

脈，紀錄生活回憶，增加財富就從記帳理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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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小管家 

 

帳務小管家是一款用於記錄個人於日常生活

中的記帳管理軟體，軟體並採用會計式的管理模式

行帳務的記錄。透過本軟體您可輕輕鬆鬆的管理您

的財務，且本軟體更提供了多項財務報表的功能，

讓您能隨時掌握自己的財務狀況，並且可以隨時追

蹤收入與支出情形，充份掌握自己的資產異動狀

態。 

 

2.2.1 電腦端記帳軟體簡介 

EzWork_PC 

 

「EzWork-大財庫」，功能一口氣包括了個人

財務、工作行程、電子相簿、發票對獎等等，讓您

的工作更有效率、讓您的生活更加輕鬆，更重要的

是，您可以先免費下載來試用，試用滿意再付款購

買，您只要花兩分鐘不到的時間下載它，解壓縮後

免安裝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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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頭記帳 

 

「豬頭記帳」是國人所自行開發、針對台灣社

會實際生活狀況所設計的記帳軟體，功能不會太過

複雜剛剛好，介面簡單易懂而且是全中文，完全不

需要學習就能上手，想累積人生的財富還是從記帳

開始吧！ 

 

帳務小管家 

 

您帄常出門在外時可以透過手機版的帳務小

管家來記錄您的資料，而當回到家中時可再利用電

腦版的帳務記錄同步功能來將您的手機版所記錄

的資料同步到您的電腦中，讓手機與電腦能夠完整

的被整合，這樣的管理方式可說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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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行動裝置端記帳軟體比較 

如下表 2-1 為行動裝置端記帳軟體比較表，由此表可得知週期記帳

為本組開發較特殊的功能及其內容補充說明。 

表 2-1  行動裝置端與其他行動裝置端記帳軟體比較表 

  軟體名稱             

功能 

CWMoney IsAiZan 

帳務 

小管家 

Paymoney 

(本組) 

登入機制  V V V 

專案功能 V  V V 

設定週期記帳    V 

匯出備份 V V V V 

異地備份  V V V 

特殊功能補充說明 

●週期記帳：當使用者每個月皆有固定支出時（例如：房租），使用者 

        可選擇該筆記帳的持續時間，系統將在持續時間內為使用 

      者進行記帳動作，使用者不必每個月都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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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電腦端記帳軟體比較 

如下表 2-2 為電腦端記帳軟體比較表，由此表可得知專案功能、網

路記帳和匯出備份，為市面上電腦端記帳軟體少有的功能及其內容補

充說明。 

表 2-2 電腦端與其他電腦端記帳軟體比較表 

特殊功能補充說明 

●專案功能： 使用者可新增需要特別儲蓄花費的項目(旅遊基金)並檢視                                                            

目前達成率。 

●匯出備份：使用者可將所記錄的每筆資料下載並檢視記帳記錄。 

軟體名稱 

             

功能 

帳務 

小管家 

EzWork_PC 豬頭記帳 

Paymoney 

(本組) 

登入機制 V V V V 

專案功能 V   V 

設定週期記帳  V  V 

收支統計 V V V V 

網路記帳 V   V 

匯出備份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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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優缺點比較 

 下表 2-3 為行動裝置端的優缺點比較表，說明本組測試行動裝置端

IsAiZan、帳務小管家、CWMoney 記帳軟體所得知的優缺點。 

表 2-3 行動裝置端與其他行動裝置端記帳軟體優缺點比較表 

行動裝置端 

IsAiZan 帳務小管家 CWMoney 

優點: 

可自行修改主類別圖

片、名稱。 

優點: 

可與電腦端同步。 

優點: 

可以提早輸入預算，且

有超支提醒。  

缺點: 

頁面指示不明，讓使用

者不易操作。 

 

缺點: 

沒有統計圖表，純文字

報表。 

 

缺點: 

頇使用者新增類別項目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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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2-4 為電腦端的優缺點比較表，說明本組測試電腦端

EzWork-PC、豬頭記帳軟體所得知的優缺點。 

表 2-4 電腦端與其他電腦端記帳軟體優缺點比較表 

電腦端 

EzWork-PC 

優點: 有暫時離開介面，密碼保護功能。 

缺點: 帳戶名稱無法更改，若使用者更改會出現錯誤。 

 

豬頭記帳 

優點: 簡單介面容易操作。 

缺點: 無法修改記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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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2-5 為電腦端的優缺點比較表，說明本組測試電腦端帳務小管

家記帳軟體所得知的優缺點。 

表 2-5  電腦端與其他電腦端記帳軟體優缺點比較表 

電腦端 

帳務小管家 

優點: 可與行動裝置端同步。 

缺點: 會計項目過多，不易使用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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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3.1 可行性分析 

  直到目前為止，市面上少有結合電腦端與行動裝置兩個帄台的記

帳軟體，大多數的記帳軟體都是以單機來記帳的，至於要進行統計記

帳資料時就會遇到一定的困難，我們必頇打開兩個帄台的軟體做統整，

這樣做略顯麻煩，為了改善這種問題，於是我們便將電腦端與行動裝

置端兩個帄台做結合，讓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有網路的地方都可以記帳，

不用再因為帄台的不同而煩惱。 

本系統的實作可分為行動裝置端及伺服器二部份： 

  行動裝置端利用 Eclipse Java IDE、Java Development Kit 為開發與

測試工具，並輔以 Dreamweaver CS6 規劃版面設計。 

伺服器端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3 為作業系統，由於本系統整個

程式主要是以 JSP 開發，故選擇支援 JSP 且性能穩定、佔用系統資源

小的 Tomcat 作為網頁伺服器，並搭配 MySQL 資料庫儲存使用者的記

帳與設定資料，在這樣的組合下，使用者在各種瀏覽器或帄台下都不

容易產生不相容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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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硬體設備 

  本專題於伺服器及行動裝置端之硬體設備，如表 3-1 所示。其中伺

服器部份，由於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3 作業系統，故所需之記憶體

較小，僅需 2GB 即可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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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 

記 憶 體 ：2GB  

硬 碟 ：Seagate 160GB 

Android 智慧型手機 HTC Desire V  Android 版本：4.0.3 

3.3  使用軟體工具 

  本系統之開發所使用之工具可分為網頁編輯工具、伺服端工具及

行動裝置端工具三部分，如表 3-2 所示。實作上，本論文利用 JSP 開發

整個記帳系統，並以 Dreamwaver 美化排版，再透過 Tomcat 作為網頁

伺服器將記帳系統呈現給使用者。較為特殊的是，使用者想檢視圖表

時，系統會自動根據使用者所選擇的項目，將符合條件的資料轉換為

JSON 格式，傳遞給 Google Chart 繪製成多樣化的圓餅圖供使用者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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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使用工具表 

3.3.1 Android 

 目前智慧型手機的作業系統以 Android、iPhone OS、Windows 

Mobile 為主，研究機構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的報告指

出，2012 年第 3 季全球智慧手機出貨 1.81 億支，其中 1.36 億支採用

Android作業系統，相當每4支智慧手機就有3支採用Android ，Android

的市占率攀升至 75%，高於去年同期的 57.5%[6]，由此可見，Android

作業系統越來越不可小覷。 

網頁編輯工具 Dreamweaver CS6 

伺服器端使用工具 

Java Development Kit 1.6 

Apache Tomcat 7 

MySQL 5.5 

Google Chart 

JSON 

行動裝置端使用工具 
Eclipse Java IDE 3.6.1 

Android SDK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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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Android 市占率[6] 

 Android 是以 Linux 為核心，使用 Java 作為程式語言。2009 年 2 月，

Google 推出 Android Market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現今改名為 Google 

Play），使用者可在該帄台網頁尋找、購買、下載及評級使用智慧型手

機應用程式及其他內容。第三方軟體開發商和自由開發者則可以通過

Google Play 發布其開發的應用程式。在 2011 年 12 月，Google Play 上

的應用程式下載總量超過 100 億次。[7] 

3.3.2 Eclipse 

Eclipse 是著名的跨帄台的整合開發環境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ttp://zh.wikipedia.org/wiki/Java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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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IDE），最初主要用來 Java 語言開發，但是目前亦有人

透過外掛方式作為其他計算機語言比如C++、PHP、Perl、Ruby，Python、

telnet 和資料庫等開發工具。Eclipse 的本身只是一個框架帄台，但是眾

多插件的支持使得Eclipse擁有其他功能相對固定的 IDE軟體很難具有

的靈活性。許多軟體開發商以 Eclipse 為框架開發自己的 IDE。[8] 

3.3.3 Java Development Kit 

Java Development Kit （JDK）它是迄今為止最廣泛使用的 Java 軟

體開發工具。JDK 包含了 Java 運行環境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一些 Java 工具以及用於產品環境的各種函式庫，如基礎類

別函式庫 rt.jar，以及給開發人員使用的補充函式庫，如國際化與在地

化的類別函式庫、Interactive Data Language（IDL）函式庫等等。[9] 

3.3.4 JavaServer Pages 

JavaServer Pages（JSP）1999 年由 Sun Microsystems 發佈，它可以幫助

軟體開發人員建構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或其它類型的檔案動態生成網頁。JSP

與 Hypertext Preprocessor（PHP）類似，最大的差異點是 JSP 使用 Java

語言為基礎。 

http://zh.wikipedia.org/wiki/PH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C%96%E4%B8%8E%E6%9C%AC%E5%9C%B0%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8C%96%E4%B8%8E%E6%9C%AC%E5%9C%B0%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B%E5%BA%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I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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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置和運行 JSP 頁面，需要一個運行於 Java Virtual Machine

（JVM）之上的 Web 容器（Servlet 容器），如 Apache Tomcat 或 Jetty。

Servlet 是一種基於 Java 的伺服器端的 Web 技術。從技術上講，Web

容器負責 Servlet 的生命週期的管理，以及確保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具有正確的存取權限。[10] 

3.3.5 Apache Tomcat 

Apache Tomcat 是由 Apache 軟體基金會開發的一個開源 Web 伺服

器和Servlet容器。Oracle公司替Tomcat實現了 Java Servlet和 JavaServer

頁面（JSP）規格，並提供純 Java 語言下的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HTTP）Web 伺服器運行環境。[11] 

3.3.6  Dreamweaver 

Dreamweaver 是用於設計網頁與網路應用程式的專業編輯軟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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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w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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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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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MySQL 

MySQL是全球最常用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RDBMS），目前是Oracle旗下產品，

提供開放原始碼的社群版以及額外增加一些功能的商用收費版。

MySQL的特色為易於安裝使用、跨帄台、穩定性佳、能夠節約成本，

因此許多知名網站皆是使用MySQL，例如：維基百科、Google、

Facebook、Youtube、 Twitter、Flickr。 

MySQL支援數個儲存引擎可以使用在不同類型的資料表，包括

的MyISAM、InnoDB、Memory等。本組使用MySQL預設之InnoDB

作為儲存引擎。它是一個transaction-safe的儲存引擎，支援commit, 

rollback，crash-recovery等功能，以保護用戶資料。為了保持資料的

完整性，InnoDB也支持外鍵參照功能。[13] 

3.3.9  JSON 

JSON格式最初是由Douglas Crockford指定，並在RFC4627中描述

[14]。 JSON正式的網際網路媒體類型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 (MIME)是 application/json。簡單來說，JSON即是透過特

定的格式去儲存任何資料，通常用於透過網路連接的序列化和結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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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傳輸，它主要用於伺服器和Web應用程序之間的數據傳輸。由於

JSON相容性高且格式容易了解、易讀，這幾年已逐漸取代掉XML。

[15] 

 

圖 3-2 JSON 格式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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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Google Chart 

Google Chart 是由 Google 提供的線上製作圖表工具，擁有跨帄台

可移植性，能夠繪製圓餅圖、折線圖、長條圖等各種報表所需的圖樣，

甚至還可以製作 QR Code、地圖、互動儀表板。[16] 

 

圖 3-3 Google Chart 提供各式圖功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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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利用 JSON 格式將記帳資料傳給 GoogleChart 繪製圖表 

 

圖 3-4 Google Chart 使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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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架構 

4.1 系統架構 

  使用者在具有網際網路連線的環境，可利用各式 Android 帄台及個

人電腦進行記帳、設定、報表分析等動作，系統會依照使用者的設定

即時進行同步，不需要在不同帄台重複記錄。帄常出門在外時可以使

用手機記錄，透過網路即時連線的功能，等到回家時可再利用電腦來

做統整，讓手機與電腦能夠完整的被整合。 

 

伺服器
(資料儲存＆同步）

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智慧型手機
ＰＤＡ  

圖 4-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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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功能架構圖 

  下圖為功能架構圖，登入之後會出現記帳、查詢、設定、刪除、

備份、圖表、登出七個功能選項，點選記帳可以記錄收入或支出，點

選查詢可以查詢報表，點選設定可以設定主類別、子類別、帳戶、專

案，點選刪除可以刪除記帳資料，點選備份可以下載記帳資料，點選

圖表可以產生圓餅圖，點選登出即可登出本系統。 

登入

記帳

查詢

設定

刪除

備份

圖表

登出

收入

支出

主類別

子類別

帳戶

專案

CSV格式

圓餅圖

主類別

子類別

帳目

帳戶

專案

 

圖 4-2 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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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流程圖 

4.3.1  登入、申請流程圖 

  進入系統需要登入帳號或者申請帳號，登入會員成功的話，就可點

選系統主畫面其他功能，申請帳號成功後輸入已申請的帳號密碼確認

無誤即可進入此系統。 

 

登入畫面

是否已
為會員

申請帳號

輸入使用
者資料

E-mail
認證成功

輸入帳號、
密碼

認證成功

系統主畫面

新增會
員資料

要求重
新輸入

要求重
新輸入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圖 4-3 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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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登入系統後，即可在主畫面上點選使用者需要的功能，點選記帳圖

示進入記帳頁面，點選查詢圖示進入查詢頁面，點選圖表進入圖表頁

面，點選刪除圖示進入刪除頁面，點選備份圖示進入備份頁面，點選

設定圖示進入設定頁面。 

系統主畫面

點選記帳圖示

點選查詢圖示

點選圖表圖示

點選刪除圖示

點選備份圖示

記帳頁面

點選設定圖示

否

圖表頁面

刪除頁面

備份頁面

設定頁面

登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查詢頁面

否

否

否

否

否

離開系統

 

圖 4-4  系統主畫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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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記帳流程圖 

  進入記帳頁面後，依序選擇新增收入或支出、主分類、子分類、日

期、銀行帳戶、專案、週期記帳、輸入金額、確認新增即可進行記帳

動作。 

否

儲存至
資料庫

是

新增
收入/支出

選擇
主分類

選擇
子分類

選擇日期

選擇
銀行帳戶

選擇專案

輸入金額

確認
新增

返回
系統主畫面

選擇週期
記帳

記帳頁面

 

圖 4-5 記帳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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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查詢流程圖 

  進入查詢頁面後，依序選擇顯示項目，包含了主分類、子分類、

帳目、時間，判斷時間是否正確，錯誤則要求重新選擇，直到正確且

讀取資料庫資料後，才可顯示報表。 

否

資料庫
讀取資料

選擇
顯示項目
(EX:帳目)

要求
重新選擇

顯示報表

判斷時間
是否正確

是

返回
系統主畫面

查詢頁面

選擇時間

 

圖 4-6 查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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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圖表流程圖 

  進入圖表頁面，依序選擇顯示項目，包含了主分類、子分類、月

份、時間，判斷時間是否正確，錯誤則要求重新選擇，直到正確才可

顯示圖表。 

圖表頁面

否

資料庫
讀取資料

選擇
顯示依據
(EX:月份)

要求
重新選擇

繪製
圓餅圖

判斷時間
是否正確

是

返回
系統主畫面

選擇日期

格式轉換
至google 
Chart

 

圖 4-7 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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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設定流程圖 

  進入設定頁面後，可以選擇新增主分類、子分類、帳戶、專案，

再依需求設定其內容，確認新增後即可將新增項目內容新增至資料

庫。 

設定
內容

確認
新增

寫入
資料庫

否

是

新增
子分類

新增
帳戶

新增
專案

新增
主分類

返回
系統主畫面

選取隸屬
主分類

設定頁面

 

圖 4-8 設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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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備份流程圖 

  進入備份頁面後，確認備份後，資料庫撈取記帳資料並進行格式

轉換，轉換成 CSV 格式後會將轉換完成的記帳資料下載至電腦或行動

裝置的指定位置。 

備份頁面

資料庫
撈取資料

備份至指
定位置

格式轉換

結束

確認備份

是

否
返回

系統主畫面

 

圖 4-9 備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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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刪除流程圖 

  進入刪除頁面後，可以輸入查詢頁面查詢到的資料編號，再輸入預

刪除的資料編號後，就可確認刪除即可刪除資料庫該筆記帳資料，不

刪除及回到系統主畫面。 

確認
刪除

刪除資料
庫內容

輸入欲刪除
資料編號

是

否
返回

系統主畫面

回到
刪除畫面

刪除頁面

 

圖 4-10  刪除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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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使用情境設計 

  以下劇場為簡單示範本組專題運用的小劇場，藉此劇場讓我們了

解到記帳資料要有效儲存，免得有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例如：電腦

故障），造成記帳資料遺失的風險，透過網路儲存記帳資料，不必擔

心資料不見，也可以繼續記帳。 

4.4.1 小劇場-電腦陣亡篇 

 

圖 4-11 小劇場-電腦陣亡篇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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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偉成年後，父母認為要培養他成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首先應

該讓他更加獨立，於是開始減少他每個月的生活費。因此，志偉決定

揮別過往揮霍的生活，每當進行消費時，志偉便會打開電腦，使用記

帳程式記錄下每筆花費，希望藉此能夠有效的控管自己的支出，找出

花費過高的項目並設法改善。 

某天志偉的電腦突然故障了，幸好他所使用的記帳軟體有提供線上

儲存與同步的服務，志偉可以使用他的智慧型手機找回舊有資料繼續

完成記帳，還能帶著他的「記帳本」走到哪裡，記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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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R-Model 

  下圖為系統資料庫 ER-Model 圖，分別是使用者資料表、主分類資

料表、子分類資料表、收支資料表、帳戶資料表、專案資料表相對應

的資料庫內容。 

 

圖 4-12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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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資料庫建置 

4.6.1 MySQL 端資料表 

表 4-1 MySQL - Login 帳號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ID VARCHAR 否 帳號(e-mail) 

 Password VARCHAR 否 密碼 

 Created DATETIME 否 創建時間 

此 Login 帳號資料表用來記錄使用者的帳號資訊，包含了使用者

的 e-mail、密碼及創建的時間，而 ID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Primary 

key（主鍵），記錄使用者的帳號且為字元型態及不允許空值，Password

欄位的部分，記錄使用者的密碼且為字元形態及不允許空值，Created

欄位的部分，記錄使用者的創建時間且為 DATETIME 型態及不允許空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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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MySQL - Assets 收支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ser_ID VARCHAR 否 帳號(e-mail) 

PK Assets_No INT 否 流水編號 

 
Assets_Date DATETIME 否 日期 

 
Assets_Money INT 否 金額 

FK Bank_Account VARCHAR 否 帳戶 

FK Kid_No INT 否 子分類 

FK Project_No INT 是 專案編號 

 
Assets_Note VARCHAR 是 備註 

此 Assets 收支表用來記錄使用者記帳資料，包含了使用者帳號、

記帳的流水編號、日期、金額、帳戶、子分類、專案編號及備註，而

User_ID、Assets_No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Primary key（主鍵），

記錄使用者的帳號、記帳的流水編號且不允許空值，Assets_Date 欄位

的部分，記錄記帳的時間且為 DATETIME 型態及不允許空值，

Assets_Money欄位部分，記錄記帳的金額且為整數型態及不允許空值，

Bank_Account 欄位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Foreign key（外來鍵），記錄

記帳的帳戶且為字元型態及不允許空值，Kid_No 欄位部分，為此資料

表 Foreign key（外來鍵），記錄記帳的子分類且為整數型態及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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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值，Projecr_No 欄位部分，為此資料表 Foreign key（外來鍵），記

錄記帳的專案編號且為整數型態及允許空值，Assest_Note 欄位部分，

記錄記帳的備註且為字元型態及允許空值。 

表 4-3 MySQL - MainCategory 主分類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ser_ID VARCHAR 否 帳號(e-mail) 

PK Classify_No INT 否 流水編號 

 Classify_Name VARCHAR 否 名稱 

 Classify_Note VARCHAR 是 備註 

此 MainCategory 主分類表用來記錄使用者記帳主分類資料，包含

了使用者帳號、主分類流水編號、名稱及備註，而 User_ID、Classify_No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Primary key（主鍵），記錄使用者的帳號、

主分類的流水編號且不允許空值，Classify_Name 欄位的部分，記錄主

分類的名稱且為字元型態及不允許空值，Classify_Note 欄位的部分，

記錄主分類的備註且為字元型態及允許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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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MySQL - SubCategory 子分類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ser_ID VARCHAR 否 帳號(e-mail) 

PK Kid_No INT 否 流水編號 

 Kid_Name VARCHAR 否 名稱 

 Kid_Note VARCHAR 是 備註 

FK Classify_No INT 否 主分類編號 

此 SubCategory 子分類表用來記錄使用者記帳子分類資料，包含了

使用者帳號、子分類的流水編號、名稱、備註及主分類編號，User_ID、

Classify_No 欄位的部分為此資料表的 Primary key（主鍵），記錄使用

者的帳號、子分類的流水編號且不允許空值，Kid_Name 欄位的部分，

記錄子分類的名稱且為字元型態及不允許空值，Kid_Note欄位的部分，

記錄子分類的備註且為字元型態及允許空值，Classify_No 欄位的部分，

為此資料表的 Foreign key（外來鍵），記錄主分類編號且為整數型態

及不允許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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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MySQL - Bank 帳戶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ser_ID VARCHAR 否 帳號(e-mail) 

PK Bank_Account VARCHAR 否 銀行帳號 

 Bank_Money INT 否，預設值為 0 餘額 

 Bank_Remarks VARCHAR 是 備註 

此 Bank 帳戶表用來記錄使用者帳戶資料，包含了使用者帳號、銀

行帳號、帳戶餘額及備註，而 User_ID、Bank_Account 欄位的部分為

此資料表的 Primary key（主鍵），記錄使用者的帳號、帳戶的銀行帳

號且不允許空值，Bank_Money 欄位的部分，記錄帳戶的餘額且為整數

型態，預設值為 0 及不允許空值，Bank_Remarks 欄位的部分，記錄帳

戶的備註且為字元型態及允許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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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MySQL - Project 專案表 

 欄位 型態 NULL 備註 

PK User_ID VARCHAR 否 帳號(e-mail) 

PK Project_No INT 否 專案編號 

 Project_Name VARCHAR 否 專案名稱 

 Project_Target_Money INT 否 目標金額 

 Project_Remarks VARCHAR 是 備註 

此 Project 專案資料表為記錄記帳之專案內容，包含了專案編號、

專案名稱、目標金額及備註，而 User_ID、Project_No 欄位的部分為此

資料表的 Primary key（主鍵），記錄使用者的帳號、專案編號且不允

許空值，Project_Name 欄位的部分，記錄專案的名稱且為字元型態，

及不允許空值，Project_Target_Money 欄位的部分，記錄專案的目標金

額且為整數型態及不允許空值，Project_Remarks 欄位的部分，記錄專

案的備註且為字元型態及允許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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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功能介紹 

5.1 行動裝置端使用者操作畫面 

  以下為行動裝置端使用者操作畫面，包含了會員登入及會員申請、

系統主頁面、記帳頁面、查詢頁面、圖表頁面、刪除頁面、備份頁面

相對應的內容說明。 

5.1.1 會員登入及會員申請 

  下圖為行動裝置端會員登入、申請畫面，由圖 5-1 可得知上方區塊

為使用者登入部分下方區塊為初次使用者申請帳號部分。 

 

圖 5-1 會員登入、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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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當使用者點選首頁新增帳號或登入按鈕時，可供使用者選擇要新

增帳號還是登入帳號，登入帳號會要求輸入已申請過的 E-mail 帳號、

密碼，經過驗證後即可登入主畫面。初次使用者，輸入 E-mail 帳號及

密碼，點選新增帳號申請新帳號，即可完成帳號申請。 

5.1.2 系統主頁面 

  下圖為行動裝置端系統主頁面，由圖 5-2 可得知使用者有六項功能

可供選擇。 

 

圖 5-2 系統主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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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當使用者登入成功時，會進入系統主頁面，可以依個人需求按下

記帳、查詢、圖表、設定、刪除、備份功能，按下登出即可登出回會

員登入申請畫面，可再次登入其他使用者帳號。 

5.1.3 記帳頁面 

  下圖為行動裝置端記帳頁面，由圖 5-3 可得知使用者可點選各選項

及進行記帳的動作。 

 

圖 5-3 記帳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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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當使用者按下記帳按鈕時，可以在此畫面點選支出、收入，選取

記帳分類、項目及記帳日期、也可選取記錄帳戶、專案即可開始記帳。

按下加號圖示時，會跳至設定頁面進行設定動作，按下返回回到主頁

面。 

5.1.4 查詢頁面 

  下圖為行動裝置端查詢頁面，由圖 5-4 可得知使用者可選擇顯示項

目及日期，進行查帳的動作。 

 

圖 5-4 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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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按下查詢按鈕後，選擇顯示主分類、子分類、帳戶，再設

定起始日期、終止日期後，按下顯示即可產生相對應報表，按下返回

回到主頁面。 

5.1.5  圖表頁面 

  下圖為行動裝置端圖表頁面，由圖 5-5 可得知使用者可點選檢視項

目、依據及時間，繪製該項目之圓餅圖。 

 

圖 5-5  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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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按下圖表按鈕時，選擇支出、收入及依據主分類、子分類、

月份，按下繪圖即可產生該項目圖表，點選圖表各區塊也可以看見花

費多少金額及所佔百分比，按下返回回到主頁面。 

5.1.6 設定頁面 

  下圖為行動裝置端設定頁面，由圖 5-6 可得知使用者可依個人需求

新增需要的項目資料。 

 

圖 5-6 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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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按下設定按鈕時，可依個人需求點選需要新增的項目，進

入各項頁面後，輸入完資料，按下建立即可建立各項所對應內容，建

立子類別部分也可點選依附的主類別。 

5.1.7  刪除頁面 

  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刪除頁面，由圖 5-7 可得知使用者可輸入預刪除

的帳目編號進行刪除的動作。 

 

圖 5-7  刪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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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按下刪除按鈕時，可依個人需求輸入需要刪除記錄的帳目

編號，帳目編號可至查詢頁面查詢，按下刪除按鈕即可刪除成功，五

秒後自動導回此頁面，可供使用者繼續刪除記錄或按下返回回到主頁

面。 

5.1.8  備份頁面 

  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備份頁面，由圖 5-8 可得知使用者可以下載

Excel 檔案的記帳資料。 

 

圖 5-8  備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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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按下備份按鈕時，點選 Excel 圖示，即可下載備份檔，按下

返回回到主頁面。 

5.2 電腦端操作畫面 

  以下為電腦端端使用者操作畫面，包含了登入、申請頁面、記帳

頁面、查詢頁面、圖表頁面、設定頁面等內容說明。 

5.2.1 登入、申請頁面 

 下圖為電腦端登入、申請頁面，由圖 5-9 可得知使用者可以由此頁

面進行登入及申請帳號的動作。 

 

圖 5-9 登入、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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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輸入已新增過的 E-mail 帳號及密碼，錯誤的話會再要求重

新輸入，初次使用者，輸入 E-mail 帳號及密碼，點選新增帳號，即可

完成帳號申請，使用者登入正確後會自動導入圖 5-10 記帳頁面。 

5.2.2 記帳頁面 

 下圖為電腦端記帳頁面，由圖 5-10 可得知使用者可點選各選項進

行記帳的動作。 

 

圖 5-10 記帳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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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可選擇欲新增一筆收入或支出，主分類、子分類可在設定

頁面自行新增，使用者若有數個銀行帳戶時，也可以自行新增與命名

帳戶，以利檢閱及核對帳目，當使用者有計劃想要存一筆錢時（例如：

結婚、買房基金），也可以透過新增專案的方式，給自己一個目標，

並且可以隨時檢閱目前達成狀況。 

  使用者若有固定開銷、收入時（例如：房租、學費、管理費），

可以選擇單次、三個月、半年、一年時間（例如：半年繳一次房租）

扣款或收入的方式，供使用者扣除、收入選取的固定時間，不怕忘記

記錄此金額，並且可以隨時檢閱目前扣款、收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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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圖表頁面 

  下圖為電腦端圖表頁面，透過 Google 提供的 GoogleChart 功能，

使用者得以將記帳資料依據主分類、子分類以及月份等取得收支分配

圓餅圖。 

 

圖 5-11 圖頁面 

功能說明： 

  使用者選取需求的項目，產生圖表不但可看到當年度各月份的支

出、收入比例也可清楚了解自身於各方面的花費狀況，點選圖表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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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也可看到所選區域的項目花費金額及所佔百分比。 

5.2.4 查詢頁面 

  下圖為電腦端查詢頁面，由圖 5-12 可得知使用者可選擇顯示項目

及日期，進行查帳的動作。 

 

圖 5-12 查詢頁面 

功能說明： 

  使用者可透過本功能搜尋帳號中現有的主分類、子分類等項目，

以及此帳號過往的帳目資料。帳目資料中包含記帳時間、金額、項目、



 

58 

 

備註等，以利使用者檢視過往收支紀錄。 

5.2.5 設定頁面 

  下圖為電腦端設定頁面，由圖 5-13 可得知使用者可依個人需求新

增需要的項目資料。 

 

圖 5-13 設定頁面 

功能說明： 

  使用者可根據個人需求，新增帳戶、主分類、子分類、專案等。

建立子分類時會要求使用者選擇隸屬之主分類，以利報表統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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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刪除頁面 

  以下為電腦端刪除頁面，由圖 5-14 可得知使用者可輸入預刪除的

帳目編號進行刪除記帳資料的動作。 

 

圖 5-14  刪除頁面 

功能說明： 

  使用者可根據個人需求，輸入預刪除的帳目編號，帳目編號可至

查詢頁面查詢，一旦按下刪除按鈕即可刪除該項記錄，使用者務必再

三確認是否刪除該記錄，刪除後資料就不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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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備份頁面 

  以下為電腦端備份頁面，由圖 5-15 可得知使用者可以下載 Excel

檔案的記帳資料。 

 

圖 5-15  備份頁面 

功能說明： 

  使用者可根據個人需求，備份該使用者所記錄的每筆資料，可讓

使用者下載 Excel 報表，檢視所有花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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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使用傳統紙本方式進行記帳，具有保存不易以及容易遺失等缺點。

為了創造一個無所不在的記帳環境，進而培養人們隨時記帳的好習慣，

本專題以 JSP 為基礎，進行記帳程式之規劃與設計，希望能藉由網路

整合行動裝置與電腦端的記帳軟體，避免資料儲存於單一帄台導致重

灌或遺失。此外本系統亦整合多個記帳軟體的優點，可以利用多項功

能來輔助自己記帳並依照不同的使用者需求去做設定，在功能的使用

上較其他軟體更為簡單明瞭。 

在本專題的未來發展方面，本組認為，未來的記帳軟體除了與雲

端技術整合以外，亦需要加上多樣化的財務功能，以滿足現代人多樣

化的理財需求與規劃。未來，本組希望能夠加上投資功能以及提醒功

能，讓使用者可以方便的知道股價波動、外幣匯率、定期存款利率，

透過提醒功能，可設定示警功能，提醒餘額及太久沒記帳。往後讓手

機和電腦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也能進行記帳的動作，也可在有網路時

就能進行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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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工作分配表 

表 A-1 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人員 

資料蒐集 康志偉、賴永勝、周奕瑩、曾婉菱 

伺服器建置與管理  康志偉、賴永勝、周奕瑩、曾婉菱 

資料庫建置與管理  周奕瑩 

網頁端記帳程式開發 周奕瑩 

行動裝置端版面配置  康志偉、曾婉菱 

系統整合  周奕瑩  

系統功能測試  康志偉、周奕瑩、曾婉菱 

PPT 製作與統整  康志偉、賴永勝、周奕瑩、曾婉菱 

書面資料 康志偉、賴永勝、周奕瑩、曾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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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時程甘特圖 

執行計畫
2013年2012年

06月04月03月 05月11月05月 01月12月08月 02月09月 03月07月

1

2

3

6

7

蒐集資料、歸納整理

專題題目訂定

架構討論

撰寫書面報告

開發環境建置

程式系統開發、測試

PPT製作與統整

10月 04月

實際完成時間 預計完成時間

8

4 伺服器建置與管理

5

 

圖 B-1 時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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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導覽手冊 

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登入、申請頁面，由圖 C-1 可得知上

方區塊為使用者登入部分下方區塊為初次使用者申請帳號部分。  

 
圖 C-1  導覽手冊登入、申請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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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系統主頁面，由圖 C-2 可得知使用者

有六項功能可供選擇。 

 

圖 C-2  導覽手冊主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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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記帳頁面，由圖 C-3 可得知使用者可

點選各選項進行記帳的動作。 

 

圖 C-3  導覽手冊記帳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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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查詢頁面，由圖 C-4 可得知使用者可

選擇顯示項目及日期，進行查帳的動作。 

 

圖 C-4  導覽手冊查詢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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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查詢頁面，由圖 C-5 可得知使用者可

選擇顯示項目及日期，進行查帳的動作。 

 

圖 C-5   導覽手冊查詢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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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圖表頁面，由圖 C-6 可得知使用者可

點選檢視項目、依據及時間，繪製該項目之圓餅圖。 

 

圖 C-6  導覽手冊圖表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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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設定主頁面，由圖 C-7 可得知使用者

可依個人需求新增需要的項目資料。 

 

圖 C-7  導覽手冊設定主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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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帳戶設定頁面，由圖 C-8 可得知使用

者可依個人需求新增需要的帳戶資料。 

 

圖 C-8  導覽手冊帳戶設定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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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主類別設定頁面，由圖 C-9 可得知使

用者可依個人需求新增需要的主類別資料。 

 

圖 C-9  導覽手冊主類別設定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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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子類別設定頁面，由圖 C-10 可得知使

用者可依個人需求新增需要的子類別資料。 

 

圖 C-10  導覽手冊子類別設定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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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專案設定頁面，由圖 C-11 可得知使用

者可依個人需求新增需要的專案資料。 

 

圖 C-11  導覽手冊專案設定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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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刪除頁面，由圖 C-12 可得知使用者可

輸入預刪除的帳目編號進行刪除的動作。 

 

圖 C-12  導覽手冊刪除頁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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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行動裝置端導覽手冊備份頁面，由圖 C-13 可得知使用者可

以下載 Excel 檔案的記帳資料。 

 

圖 C-13  導覽手冊備份頁面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