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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時代的演進，大部份達到適婚年齡的人，不是不婚、當頂客

族，就是生的少，而在少子化人口結構中，家長對於托兒機構的品質

益發注重，再加上政府對評鑑制度越來越嚴謹，使得一般托兒所勢必

做出一些改變來迎合時代的變化，以免被時代潮流所淘汰。跟本研究

合作的「愛婗托兒所」業者認知到了這點，覺得除了本身所擁有的管

理方式，需要一個能更趨完善、更加便利而且完全客製化的一套資訊

管理系統。 

合作業者本身有購買一套資訊管理系統，但因為功能不符使用，

所以大部份的資料管理都是以紙上作業為主，運用電腦的部份，也只

是做簡單的輸出。本組全體組員為了暑假期間到此托兒所實習，事先

與其做了訪談，在訪談中，得知各個老師都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資料管

理方式，使得需要製作評鑑資料時，蒐集資料相對地費時又費力，基

於這樣的狀況，本研究將藉由此實務專題，建構一個完全針對合作業

者需求的資訊管理系統，使得資料可做妥善管理並便於評鑑時做有效

率的整合。 

 

關鍵字：客製化、資訊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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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經由與合作之托兒所業者「愛婗托兒所」討論後，發現大

部分的托兒機構沒有善用資訊系統來協助其營運與管理，包括教師日

誌的留存與記錄方式、員工資料、幼童資料、家長資料、圖書、資產

及財務等大量資訊之管理。故合作業者希望透過專題之成果，協助該

托兒所建立資訊管理系統，以期讓托兒所之營運更具效益。 

在少子化人口結構（圖 1-1）的影響下，家長對於托兒所的品質與

環境益發注重，加上政府機構對於托兒所的評鑑制度也越來越嚴謹，

評鑑的項目更是繁瑣，所以托兒機構在面臨這樣的評鑑制度下，需要

呈現大量的書面資料及記錄讓稽查人員審核，對於電腦跟資訊系統的

依賴也益發強烈，基於這樣的背景考量，引發合作業者的強烈需求，

希望透過專題製作方式，協助其開發一個資訊管理系統，將資料做妥

善管理、記錄、留存，並方便於評鑑時做有效率的整合、查詢以及報

表的列印，透過簡單的介面及功能，來減少托兒所人員的應用系統學

習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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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歷年出生人口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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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經過與專題合作業者討論之後，得知了其業者諸多管理上的不

便，使我們愈發覺得其管理應從傳統簿記提升為電子化。而本研究建

置資訊管理系統以期改善之目的如下。 

 

1.取代傳統紙筆作業，使其資料數位化。 

2.妥善留存托兒所的各項資料。 

3.資料正規化，以減少資料重複性，提高資料一致性。 

4.快速地提供合作業者查詢所需之資料。 

5.整合各項資料並有效率地輸出相關報表。 

6.方便圖書的借閱及管理。 

 

近年來教育部對於托兒機構的評鑑制度愈趨嚴謹，托兒機構的資

料數位化也愈發普及，本系統的建置不只能使托兒機構更有效率於資

料上的管理，更可因應托兒機構之所需，例如：資料之列印、及幼兒

生長曲線等更多延伸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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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效益 

表 1-1 SWOT 分析 

優 勢（Strengths） 劣 勢（Weaknesses） 

1.透過系統可以減少行政處理時間。

2.更妥善留存各項資料。 

3.減少資料查詢時間。 

4.增加資料管理之方便。 

5.更有效率地輸出相關報表。 

6.更快找到評鑑所需資料。 

7.免費。 

1.可能系統還是會有不符合業者

需求的地方。 

2.業者一直以來都是紙上作業，所

以擔心有些員工對於系統的使

用上還是會有困難。 

機 會（Opportunities） 威 脅（Threats） 

1. 透過跟業者的溝通，達到客製化。

2. 結合網路。 

市面上已有專業公司開發類似的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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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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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第二章節裡，本研究將介紹傳統托兒所與 E 化托兒所的差異、

資料庫介面與演進的探討，以及內含於資料庫裡的關聯式資料庫模型

和正規化。 

 

2.1 傳統與 E 化托兒所之探討 

一、傳統托兒所 

現今社會多半是雙薪家庭，家長往往忙於工作，無法在平日的時

間陪伴小孩，這樣的趨勢，造就了今日幼稚園與托兒所林立街頭的景

象。托兒所的成立為雙薪家庭一大福音，家長可以不用再為了上班時

無人看照小孩，而感到心神不寧、無法專心工作了。傳統托兒所的行

政管理都是以簿記為主，不論是行政與人員資料或是幼童的個人資料

都是會逐年增加，日積月累下，會使紙本的資料量過於龐大，造成管

理者資料存放的困難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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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歸納傳統幼稚園之缺點。 

1.資料的保存不易 

管理者必須照年度存放及書寫各種資料，時間愈久資料累積量就會

愈多，而擺放的位置跟空間也會跟著影響，且找尋資料也會花費許

多的時間及力氣，這些都會造成管理者的不便或資料的遺失。 

2.資料彙整不易 

管理者在彙整各項資料時，要找尋各細項資料及清算各個項目，這

樣的流程下來，得花費相當的精力與時間。 

3.資料的辨識度不一 

管理者在繕寫資料時，書寫筆跡不同或者有所塗改時易造成資料不

易辨讀。 

4.圖書的管理不易 

管理者在圖書的管理上，因為是透過簿記，有時記錄的方式因人而

異，造成圖書的資料不能完整記錄，筆跡也有所不同，日後在追查

各式歷史記錄時亦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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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 化托兒所 

E 化（Electronic）其實就是電子化或稱為數位化（Digital），指的

是對於資訊的取得，儲存與傳送改以電子化或數位化的方式（Digital）。

將傳統存放在紙本上的資料，加以數位化（Digital），讓管理者可以透

過電腦有系統的找尋及處理各種資料。 

網際網路提供眾人更便利的資訊傳遞管道，降低從前的各種限

制，各項網路服務也不斷向前進展，伴隨而來的網際網路資料庫連結

技術，提供了更多的彈性。管理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還有網路伺服器 

來存取資料，這兩者之間並不會受到地理區域的限制，任何有存取資 

料權限的人員都可以使用到需要的資料。 

 

為了符合時代走向，以下是本研究特別針對現代托兒所，所應具

備的特質，用 E 化的方式分析。 

1.資料統一管理 

利用資料庫系統將資料數位化並依資料之關連性儲存於適當位置，

使使用者能更方便且正確地找尋及儲存資料。 

2.資料處理自動化 

本研究提供了表單輸出自動化，依使用者需求提供相關報表，系統

將自動輸出並計算報表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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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件格式明確 

資料格式依資料類別統一整理，增加資料明確性。 

4.成長曲線圖 

提供幼童在學期間之成長曲線圖，讓家長清楚了解幼童健康狀況等

成長資料。 

5.圖書系統 

提供使用者可以透過系統來做到新增、查詢、修改、刪除等功能，

也可以利用系統中的功能做到書籍借閱與歸還的動作。 

 

以下將列舉傳統托兒所與 E 化托兒所之差異點。 

表 2-1 傳統與 E 化之托兒所比較表 

傳統托兒所 E 化托兒所 

資料再利用性低 資料再利用性高 

資料的保存不易 資料統一管理 

資料彙整不易 資料處理自動化 

資料的辨識度不一 文件格式明確 

圖書的管理不易 圖書系統 

 
成長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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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料庫系統使用介面之探討 

資料庫系統主要功能就是提供資料的整合，藉由資料庫系統設計

一個方便使用者使用的介面，讓使用者能快速取得所需資料。而如果

使用者能夠花費很少的學習時間，或者幾乎不用學習就能迅速而熟練

地掌握其使用方法，則這將極大地減少使用者使用和學習中的挫折

感，增加使用者對產品的接受度，從而使得系統能更容易地被更多的

使用者所使用。 

 

一、介面設計 

介面設計是一個幫助人與機器產品互動的設計領域，它提供使用

者更多的便利，並以使用者的需求為考量。早期的介面設計著重在硬

體方面，如今硬體設計趨於成熱，設計師開始注意將介面設計套用於

軟體開發，以設計出更人性化且友善的使用者介面。 

二、提高軟體的易學性及易用性 

現今時代的進步，相對於初期，電腦儼然成為一個普遍的工具。

同時，現代人的生活節奏愈來愈快，人們愈來愈沒有耐心和時間來有

系統地學習如何使用軟體，所以提高軟體的易學易用性將會變得越來

越重要。（張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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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料庫系統發展的歷史演進 

資料庫系統的發展史（表 2-2）就是一部資料管理的演進史，最早

的資料管理是使用紙張記錄，以人工方式建檔，使用下片紙張來記錄

資料。主要是使用人工方式來進行資料管理。 

當電腦在 1940 到 1950 年代發明後，隨著儲存媒體的演進，資料

是儲存在紙張、打孔卡片和 1945 年發明的磁帶（Magnetic Tapes），IBM

是第一家在電腦使用「打孔卡片」（Punched Cards）記錄資料，使用小

孔記錄編碼的二進位資料，一個字元為一欄，一張卡片有 80 欄。 

磁帶是第一種可以進行資料搜尋的儲存媒體，以循序方式儲存檔

案。約在 1955 年隨著軟體技術的進步，COBOL 或其他程式語言使用

「檔案導向記錄處理模型」（File-oriented Record Processing Model）開

發檔案處理系統，即在檔案中以記錄的方式儲存資料，程式可以使用

磁帶以循序方式讀取多個輸入檔案，然後產生新的檔案。各個年代的

資料庫模型又有各自不同的主流，各別分為 1960 年代網路與階層式資

料庫模型、1970 年代關聯式資料庫模型與實體關聯模型、1980 年代關

聯式資料庫與 SQL 結構化查詢語言以及 1990 年代物件導向式資料庫

模型與主從架構。（陳會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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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資料庫模型的主流仍然是關聯式資料庫模型，不過隨著

電腦科技的進步，更加強大的資料庫模型也就會取代之。（陳會安，

2006） 

表 2-2 資料庫發展趨勢演進表 

 1960-1970 1970-1980 1980 年之後 未來趨勢 

資料模型 
網路式 

階層式 
關聯式 物件導向式 

合併資料模型-

物件關聯式 

資料庫硬體 大型主機 

大型主機 

迷你主機 

個人電腦 

工作站 

快速個人電腦 

平行處理 

光學儲存媒體

系統架構 集中式 集中式 
主從架構 

分散式 

異質分散 

行動運算 

使用介面 
沒有 

表單 
查詢語言 圖形使用介面 

自然語言 

語音輸入 

程式介面 程序式 內嵌查詢語言 第四代程式語言 
整合資料庫 

和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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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聯式資料庫模型 

 

關聯式資料庫模型（Relational Database Model）是 1969 年

E.F.COLD 博士在 IBM 公司的研究成果。不同於其他資料模型的資料

庫，關聯式資料庫模型是以數學整合論為理論基礎建立的資料模型。 

 

一、關聯式資料庫模型的組成元素 

1.資料結構（Data Structures）：關聯式資料庫是一組關聯表（Relations）

的集合，關聯表是關聯式資料庫模型的資料結構（Data Structures）。 

2.資料操作或運算（Data Manipulation 或 Operations）：資料的相關操

作，是關聯式代數（Relational Algebra）和關聯式計算（Relational 

Calculus） 

3.完整性限制條件（Integrity Constraints）：維護資料完整性的條件，其

目的是確保儲存的資料是合法的資料。（陳會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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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庫之相關名詞介紹 

在關聯式資料模型內的相關名詞與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不同，

諸如關聯（Relation）在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稱為「資料表」（Table），

値組（Tuple）在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稱為「列」（Row），屬性（Attribute）

在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稱為「行」（Column），本研究將諸如此類的

名詞差異整理如下表。（陳祥輝，2008） 

 

表 2-3 相關名詞比較表 

檔案系統 

（File System）

關聯式資料模型 

（Relational Data Model）

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 

（RDBMS） 

物件導向之類別圖 

（UML-Class 

Diagram） 

檔案（File） 關聯（Relation） 資料表（Table） 類別（Class） 

欄位（Fields） 屬性（Attribute） 行（Column） 屬性（Attribute） 

紀錄（Record） 値組（Tuple） 列（Row） 
物件（Object） 

實例（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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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聯式資料模型之正規化 

不當的設計會發生許多不同的異常，包括新增異常、刪除異常及

修改異常，針對此三種不同的異常做個解決方案上的說明，即所謂的

「正規化」（Normal Form），也由於正規化的過程中，會逐一的將不當

的單一關聯做適當的切割成兩個或更多個不同的關聯，所以也稱為「切

割理論」。 

 

1972 年由 Codd 最早提出正規化的過程，而初期所提出的正規化

稱之為「三正規化」（Three Normal Form），包括「第一正規化」（First 

Normal Form，簡稱 1NF）、「第二正規化」（Second Normal Form，簡稱

2NF）與「第三正規化」（Third Normal Form，簡稱 3NF）三種。之後，

由 Boyce 和 Codd 又針對 3NF 提出一個加強型的正規化，稱之為

Boyce-Codd Normal Form，簡稱為「BCNF」。這些正規化皆基於「功

能性相依」原理所發展出來，也就是從一個關聯中的所有屬性中，將

其分類為不同的屬性集合，再區分出不同的相依關係，做為正規化的

依據。後續又被提出了兩種新的正規化方式，分別是依據「多重值相

依性」（Multi-Valued Dependency）理論的「第四正規化」（Forth Normal 

Form，簡稱 4NF），以及依據「合併相依性」（Join Dependency）理論

的「第五正規化」（Fifth Normal Form，簡稱 5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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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以上六種不同的正規化理論，不過在實務的設計和應用

上，使用到「第三正規化」即可，通常不會使用到 BCNF、4NF、5NF，

但在正規化的處理中，順序一定會依偱由小到大的規則來處理，順序

列圖如下。 

 

1NF→2NF→3NF→BCNF→4NF→5NF 

圖 2-1 正規化順序列圖 

 

依據以上說明，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越後面的正規化，一定會

包括前面正規化的結果，正規化的包含關係如下圖。（陳祥輝，2008） 

 

 

圖 2-2 正規化關係圖 

5NF 4NF 3NF 2NF 1NF BC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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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實體關係模型 

複雜的設計活動需要概念的簡易性，才能產生成功的結果。雖然

關聯式模型比階層式與網路式模型進步許多，但關聯式模型還是欠缺

讓它成為有效的資料庫設計工具的相關功能。在檢查結構時以圖形方

式會比用文字描述更簡單，因此資料庫設計人員比較喜歡使用圖形化

工具，以便在其中繪出實體與它們的關係，所以，實體關係模型（Entity 

Relationship Model，簡稱 ER Model）就成為資料塑模中，廣為大家所

接受的標準。（Peter ROD、Carlos Coronel，2008） 

 

2.6 物件導向式資料庫模型 

「物件導向式資料庫模型」（Object-Oriented Database Model）是在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新增資料庫功能，換句話說，就是使用物件導向觀

念來模擬關聯式資料庫的功能。 

 

物件導向式資料庫模型的主要目的是統一應用程式和資料庫設計

的模型和語言環境，如此，熟悉物件導向應用程式的開發者，就不用

學習關聯式資料庫觀念和其專屬的資料庫語言，分別使用物件導向思

考程式設計。（陳會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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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前兩章的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進而了解所方的需求，以發

展一套更完整更適合業者的資訊管理系統，利用建置資料庫及透過介

面性設計來提升軟體的易學易用性，讓管理者能夠更容易的管理。 

 

3.1 系統設計流程 

 

 
 
 
 
 
 
 
 
 
 
 
 
 
 
 
 
 
 
 
 
 
 

圖 3-1 系統設計流程圖 

所方訪談初稿 

設計準則初稿 

使用性探討 系統功能探討 資料設計準則 

系統設計 資料庫設計 

系統整合與測試

實際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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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對象 

「愛婗托兒所」於民國 95 年創辦，他們從一對一的幼兒工作室、

嘉洛嬰幼教室，到目前的愛婗托兒所附設托嬰中心。行政負責人也跟

我們分享他們外購系統的經驗，從中我們得知大部份的管理系統都是

針對幼稚園來設計的，因為業者是屬於托兒附設托嬰，跟一般的幼稚

園的體制是不一樣的，所以就算系統功能再怎麼完整，也不符合所方

的需求。 

 

他們的需求包括以下兩點。 

1.簡單易用的系統操作介面。 

2.能整合系統資料進行報表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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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之組織架構 

 

圖 3-2 愛婗托兒所組織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之經營理念與方向 

1.期以優質的收托環境及教保品質為員林鎮嬰幼兒提供良好的服務並

奠定私立托嬰中心之典範。 

2.設立為落實政府兒童福利政策並以社會福利為經營方向。 

3.保育與教育並重。  

4.注重嬰幼兒身心發展及人格教育。  

5.培養嬰幼兒社會行為發展。  

教保活動組 

教保品質提昇 

教學內容策劃 

人員研習進修 

親職教育安排 

行政管理組

人事制度管理

安排進修管道

文庶務管理

設備管理 

衛生保健組 

健康保育管理

安全防護管理

餐點營養規劃

衛生保健宣導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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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之教學理念 

1.親切、溫馨、熱誠的教保態度 

2.活潑、開放、彈性的教保方法 

3.分齡、分階的教保活動 

4.注重幼兒個別能力之發展，並培養社會化健全人格 

5.學習區開放，使幼兒學習主動、生活化 

6.以幼兒經驗為主的教學取代傳統填鴨式教學法 

7.豐富學習題材及快樂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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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工具 

以下我們將介紹本研究所運用的工具（表 3-1），Visual Basic 2008、

SQL Server 2008 Express、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3。 

表 3-1 研究工具 

系統開發 
Visual Basic 2008 

資料庫 
SQL Server 2008 Express 

文書處理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投影片製作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3 

 

一、Visual Basic 程式語言的演進 

自從美國微軟公司推出 Windows 後，易學易用的圖形化介面、高

親和力的操作方式，目前已形成電腦的主流。同時微軟公司為了讓學

習程式設計的初學者，能輕鬆地在 Windows 環境下編寫程式，於 1991

年推出 Visual Basic（簡稱 VB）。使初學者在整合開發環境（IDE）下

透過提供的工具，在短期的時間內，不用寫程式便能建構出需求的輸

出入介面，而設計者只要著重在程式主體上的流程，無形中提供了初

學者好用又好學的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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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推出新版的 Visual Basic.NET（簡稱 VB.NET）更在資料庫

以及網際路方面提供更多的進階功能，讓 VB 程式設計能力如虎添翼。

而微軟公司陸續在 2003、2005 和 2008 年修訂 VB.NET，使 VB 功能更

為強大，在物件導向新增泛型機制，且專業的程式設計師可以藉由

ActiveX、XML Web Services、ASP.NET…等技術，進行 Internet 的設式

設計。 

微軟公司推出 Visual Basic 2008（簡稱 VB 2008），有 Express 版本

與 Visual Studio 版本。其中 Visual Studio 版本分為：Professional 版（專

業版）、Standard 版（標準版）和 TeamSystem（團隊版）三種。（吳明

哲，2009） 

 

二、物件和事件的基本觀念 

Visual Basic 是一種物件導向的程式開發軟體，在學習它之前，有

必要先了解一些與物件相關的名詞及觀念。所謂「物件導向」（Object 

oriented）就是把現實生活中的現象，以更接近自然的形式在電腦世界

中反映出來，以下將介紹相關的名詞及觀念。 

1.物件（Object）  

宇宙間任何有具體或抽象的事物，基本上都可以視為「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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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屬性（Property）  

在 VB 中的每個物件都有其特性，我們利用這些特性來描述這個物件

的外觀。 

3.事件（Event） 

在 VB 中只有在某個有作用的物件上按下鍵盤、移動、拖曳或按滑鼠

一下、都會產生反應，VB 將此反應稱為「事件」。 

4.方法（Method）  

所謂「方法」，是指為了在物件完成某件事或某項目標，所採取的處

理方式。 

5.事件驅動（Event driven）   

VB 所提供的「事件驅動」就像消防隊的工作一樣。平時若沒有狀況

發生時，便在駐地做救火的準備或訓練工作，隨時待命。（吳明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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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QL Server 2008  

SQL Server 2008 分為數種不同版本。各版本間除了資料庫系統本

身的能力不同外，在搭配不同作業系統時，功能上也有些差異，以下

就先從版本的差異開始介紹。 

1.Enterprise 版與 Standard 版 

為提供不同的需要，微軟將 SQL Server 2008 分為數種不同版本。其

中兩種主要的版本分別是 Enterprise（企業版）和 Standard（標準版）。

兩種版本支援的記憶體皆無上限，不過標準版最多只支援 4 顆 CPU，

而 Enterprise 支援的 CPU 則視作業系統上限。此外，兩者的差異主

要在於企業版提供了解較多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高可

用性（High Availability）、線上交易處理（OLTP）與高複雜度資料分

析等功能的支援。 

 

除了前述兩種版本外， SQL Server 2008 還有 Developer、

Workgroup、Web、Express 和 Compact 等版本。我們所使用的版本是

SQL Server 2008 Express 版本，資料庫最大容量為 4GB、只能支援 1

顆 CPU 與最多 1GB 記憶體，缺少許多的圖型管理工具，只有基本的資

料庫功能。（施威銘研究室，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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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QL Server 的主從架構 

隨著 1980 年代個人電腦的興起，以及個人電腦的運算能力快速地成

長，使得主從式（Client-Server）軟體架構也漸為大眾接受並採行之，

而逐漸取代過去的「主機-終端機式」或 PC 網路上檔案伺服器（單

純分享檔案資源）的運作方式。以 SQL Server 的主從架構（圖 3-3）

而言，就是由 SQL Server 扮演存放資料和提供資料給用戶端的角

色，至於使用者要取用資料時，則可由各種不同的用戶端應用程式，

透過 SQL Server 所支援的介面，向 SQL Server 提出要求，然後取得

資料庫中的資料並顯示給使用者。（施威銘研究室，2008） 

 

 
 

圖 3-3 SQL Server 主從架構圖 

送回查詢結果

 

用戶端程式 

 

用戶端程式 

查詢資料

新增/刪除/ 

更新資料 

（資料寫入 

伺服器中）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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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料分析 

正規化是為避免資料重複或相互矛盾的情形，確保資料的一致性

及使資料庫空間在使用時能更有效率、更容易維護。以下將介紹我們

所使用的正規化步驟。 

1.第一正規化（First Normal Form,1NF） 

指在一個關聯綱要中，不允許有多重值屬性（Multi-Valued Attribute）

和組合式屬性（Composite Attribute）的存在，亦即每個屬性必須皆

為「單值屬性」（Single-Valued Attribute）及「單元屬性」（Atomic 

Attribute）。 

 

2.第二正規化 （Second Normal Form，簡稱 2NF） 

指在一個關聯綱要中，所有屬性皆完全功能相依於主鍵。換言之，

就是必須去除部份相依性的存在。 

 

3.第三正規化 （Third Normal Form，簡稱 3NF） 

指在一個關聯綱要中，如果滿足第二正規化，以及所有的屬性，沒有

一個是具有遞移相依關係，即為「第三正規化」。換言之，也就是去除

遞移相依性的存在。（陳祥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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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4.1 系統需求 

表 4-1 設備需求表 

軟體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以上，建議用 Windows 7 

 

 

表 4-2 硬體設備需求表 

硬體 

中央處理器 Pentium 4 3.06GHz 以上 

記憶體 512 MB 以上 

硬體空間 20G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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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功能架構 

 
 

圖 4-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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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流程圖 

一、系統登入 

 

圖 4-2 系統登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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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 

 

圖 4-3 檔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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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資料管理_員工管理 

 

圖 4-4 員工資料管理_員工管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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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員工資料管理_員工管理_員工資料 

 

圖 4-5 員工資料管理_員工管理_員工資料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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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員工資料管理_員工管理_請假 

 

圖 4-6 員工資料管理_員工管理_請假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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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員工資料管理_研習記錄表 

 

圖 4-7 員工資料管理_研習記錄表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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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幼童資料管理_基本資料 

 

圖 4-8 幼童資料管理_基本資料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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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幼童資料管理_基本資料_修改 

 

圖 4-9 幼童資料管理_基本資料_修改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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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財務管理 

圖 4-10 財務管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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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財務管理_員工薪資 

 

圖 4-11 財務管理_員工薪資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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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財務管理_學費收入 

圖 4-12 財務管理_學費收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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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財務管理_收入登錄 

 

圖 4-13 財務管理_收入登錄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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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財務管理_支出登錄 

 

4-14 財務管理_支出登錄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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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財務管理_零用金申請 

圖 4-15 財務管理_零用金申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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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行政管理 

 

圖 4-16 行政管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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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行政管理_每日菜單 

 

圖 4-17 行政管理_每日菜單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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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行政管理_會議記錄 

 

圖 4-18 行政管理_會議記錄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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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行政管理_資產管理 

 

圖 4-19 行政管理_資產管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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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圖書管理 

 

圖 4-20 圖書管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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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說明 

一、系統登入 

 

圖 4-21 系統登入 

憑著使用者的「帳號」與「密碼」即可登入系統，預設密碼為使

用者的身份證字號後四碼。 

 

二、忘記密碼 

 

圖 4-22 忘記密碼 

選擇使用者的「帳號」與「身份證字號」全碼，即可取得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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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頁 

 

圖 4-23 首頁 

使用者可依權限進入「檔案」、「員工資料管理」、「幼童資料管理」、

「財務管理」、「行政管理」、「圖書系統」、「表單列印」與「說明」等

功能。而其中的「說明」功能可連結「系統使用手冊」Word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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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_修改密碼 

 

圖 4-24 密碼修改 

輸入「舊密碼」及「新密碼」兩次，即可更改成功。 

 

五、檔案_權限設定 

 

圖 4-25 權限設定 

依照「職位」來設定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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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員工資料管理_員工管理 

 

圖 4-26 員工管理 

包含「員工資料」、「加班」與「請假」的管理，還可做查詢及新

增員工的動作。 

七、員工資料管理_研習記錄表 

 

圖 4-27 研習記錄表 

記錄著使用者繕打之「研習記錄」，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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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幼童資料管理_基本資料 

 

圖 4-28 基本資料 

管理著幼童們的「基本資料」、「健康資料」及「家庭概況」，還有

「成長曲線圖」可檢視與操作，還有查詢及新增幼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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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幼童資料管理_點名系統 

 

圖 4-29 點名系統 

記錄著幼童入園的「時間」與「體溫」，又可視為出缺勤之記錄。 

 

十、財務管理_員工薪資 

 

圖 4-30 員工薪資 

「基本薪資」結合著員工「加班」與「請假」之記錄，計算出員

工各月所得，並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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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財務管理_學費收入 

 

圖 4-31 學費收入 

記錄著幼童所繳交的學費，可依班級做查詢，也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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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財務管理_收入登錄 

 

4-32 收入登錄 

記錄著所方的「其他收入」，可依選擇日期範圍做查詢，也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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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財務管理_支出登錄 

 

圖 4-33 支出登錄 

記錄著所方的各項支出，可依選擇日期範圍做查詢，也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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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財務管理_零用金申請 

 

圖 4-34 零用金申請 

輸入申請零用金的相關細項，點選「申請」即可完成，可依類別

做查詢，也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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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財務管理_損益表 

 

圖 4-35 損益表 

可查看年度損益及損益折線圖，而選取欲生產損益表之日期範

圍，即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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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行政管理_課程管理 

 

圖 4-36 課程管理 

輸入「課程內容」後，可由 Excel 輸出，也可做查詢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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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行政管理_每日菜單 

 

圖 4-37 每日菜單 

專為所方「廚工」一職設計，管理並記錄著幼童的每日午餐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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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行政管理_會議記錄 

 

圖 4-38 會議記錄 

記錄開會時的各個議題與相關事項，並可由 Excel 輸出。 

 

十九、行政管理_資產管理 

 

圖 4-39 資產管理 

記錄所方各項資產資料，可由 Excel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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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圖書系統_圖書資料管理 

 

圖 4-40 圖書資料管理 

具有詳細的「查詢」功能，可以「新增」圖書，也可「修改」圖書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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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圖書系統_圖書借閱 

 

圖 4-41 圖書借閱 

輸入書號或直接點選書籍，按下「借閱」，即可借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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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圖書系統_圖書歸還 

 

圖 4-42 圖書歸還 

選取欲歸還之書籍，按下「歸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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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圖書系統_歷史記錄 

 

圖 4-43 歷史記錄 

記載著書籍借閱及歸還記錄。 

 



67 

二十四、表單列印 

 

圖 4-44 表單列印 

分為零用金請款單、領用表單、安全檢查、評分表與衛生保健等

五大項單據列印。 

1.領用表單：清潔消毒用品領用明細表、藥膏領用記錄表。 

2.安全檢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表、兒童遊樂設施安全檢查表。 

3.評分表：訪視輔導評分表。 

4.衛生保健：各區域環境清潔記錄表、兒童發展篩檢施行記錄表、餵藥

委託單、用藥回條、冰箱清潔檢核記錄表、玩具清潔檢核記錄表、急

救箱檢核表、換衣原因表、飲水機清潔查核表、儲水塔清潔記錄表、

環境大掃除空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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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統資料庫的建立 

一、員工 

1.員工帳號表 

表 4-2 員工帳號表 

 

2.員工資料表 

表 4-3 員工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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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證照編號資料表 

表 4-4 證照編號資料表 

 

 

4.員工證照資料表 

表 4-5 員工證照資料表 

 
 

5.升遷資料表 

表 4-6 升遷資料表 

 



70 

6.員工加班表 

表 4-7 員工加班表 

 

7.假別資料表 

表 4-8 假別資料表 

 

 

8.員工請假表 

表 4-9 員工請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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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員工薪資表 

表 4-10 員工薪資表 

 

10.職稱資料表 

表 4-11 職稱資料表 

 

11.就職資料表 

表 4-12 就職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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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離職資料表 

表 4-13 離職資料表 

 

二、幼童 

1.幼童班級資料表 

表 4-14 幼童班級資料表 

 

2.聯絡資料表 

表 4-15 聯絡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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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童基本資料表 

表 4-16 幼童基本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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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幼童成長記錄資料表 

表 4-17 幼童成長記錄資料表 

 

5.幼童出缺勤 

表 4-18 幼童出缺勤 

 

三、幼童健康 

1.診所資料表 

表 4-19 診所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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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童健康狀況資料表 

表 4-20 幼童健康狀況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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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限 

權限資料表 

表 4-21 權限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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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入 

1.幼童學費表 

表 4-22 幼童學費表 

 

2.收入項目表 

表 4-23 收入項目表 

 

3.收入資料表 

表 4-24 收入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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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支出 

1.支出項目表 

表 4-25 支出項目表 

 

2.支出資料表 

表 4-26 支出資料表 

 

3.付款資料表 

表 4-27 付款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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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款項目表 

表 4-28 請款項目表 

 

5.憑證資料表 

表 4-29 憑證資料表 

 

6.零用金申請表 

表 4-30 零用金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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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產 

資產資料表 

表 4-31 資產資料表 

 

八、研習與會議 

1.員工研習表 

表 4-32 員工研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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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議記錄表 

表 4-33 會議記錄表 

 

3.會議出缺勤 

表 4-34 會議出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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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菜單 

1.菜名類別資料表 

表 4-35 菜名類別資料表 

 

2.菜名資料表 

表 4-36 菜名資料表 

 

3.菜單資料表 

表 4-37 菜單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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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圖書 

1.類別資料表 

表 4-38 類別資料表 

 

2.出版社編號表 

表 4-39 出版社編號表 

 

3.主題編號表 

表 4-40 主題編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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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借閱資料表 

表 4-41 借閱資料表 

 

5.圖書資料表 

表 4-42 圖書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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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實體關聯圖（ER Model） 

一、員工 

 

圖 4-45 員工資料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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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童 

 

圖 4-46 幼童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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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童健康 

 

圖 4-47 幼童健康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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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限 

 

圖 4-48 權限關聯圖 

五、收入 

 

圖 4-49 收入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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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學費 

 

圖 4-50 學費關聯圖 

七、支出 

 

圖 4-51 支出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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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產 

 

圖 4-52 資產關聯圖 

 

九、研習與會議 

 
 

圖 4-53 研習與會議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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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菜單 

 

圖 4-54 菜單關聯圖 

十一、圖書 

 

圖 4-55 圖書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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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未來展望 

5.1 研究結論 

本研究為合作業者開發一個資訊管理系統，在建構當中我們也以

他們的需求為主要開發方向，操作容易且功能又符合他們的需求。這

樣就不用再煩惱花了一大筆錢，卻買到一個根本不適合所方的資訊管

理系統。 

專題製作至今，本研究遇到了不少難題，從一開始的命題、找尋合作

業者、搜集資料、學習新軟體和資料庫設計等，即使花了很多時間與

精力，但我們最終還是一一克服了。雖然我們是在摸索中尋求解答，

但也很努力讓專題做到盡善盡美，沒有遺憾的發揮我們四年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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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來展望 

本研究為合作業者做的資訊管理系統，已經算到一個段落了，但

我們依然希望日後可以再精益求精，本研究將針對兩個部份來做未來

展望。 

一、對於系統方面 

未來可以透過與網站的結合，讓家長也能透過網站的功能來跟合

作業者達到一定的互動，利用網站可以更即時及快速的知道所方及幼

童的資料。如果進行網站的結合後勢必就得加強資訊安全的誰護，以

防止家長與幼童之個資外洩。 

二、對於組員方面 

    透過這次專題的製作，讓我們在資料庫及程式學習上得到了一個

很實際的應用，想必對於我們未來在進行其他相關系統的開發時，有

很大的幫助。可以藉著此次專題經驗所奠定的基礎，充實能力與知識，

進行更深入的研究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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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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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R Model 展開圖 



97 

附件三 愛婗校務行政系統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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