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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經由指導老師的推薦與晉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

開發案，製作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的網站架設，以供晉暘科技公司所

需之網站功能及應用，網路服務已深深影響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包括

公司用於維護放置在各處的設備。只需透過網站及資料庫的整合技術，

企業廠商便能提供線上申請報修的服務，對企業及顧客雙方都有著相當

方便的優勢。 

以 ASP.NET 為開發系統工具搭配 SQL 資料庫來建構並使用 Web 進

行線上申請報修、管考維修記錄、列印報表…等操作。此專題因應晉暘

科技的要求提供 SMTP mail(簡單郵件傳輸協定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的功能，另提供依照廠商設定的時間做定時寄信的服務，和使用

已開放原始碼的 NPOI 來將 Sever 端上的資料輸出 Excel，並能利用

Itextsharp 資料轉換成 PDF 檔案格式，用來彙整各類明細資料。並將網站

伺服主機(Web Server)與資料庫(Database)建立在嶺東科技大學 IDC 機房，

提供初期系統測試及上線維運。 

 

關鍵字：線上報修系統、即時查詢維修、定時寄信、資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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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藉由本次的產學合作案，依照晉暘科技公司所提出的需求去製作出

專屬於它們的客製化網站，讓晉暘科技在使用此網站後可以快速的規劃

各項資料與報表，而申請報修者在申請時可以透過資料庫建檔來代替過

去的紙筆填寫表單的方式，以提升晉暘公司追蹤報修案件的速度，並能

為每件線上申報表單提供明確的資訊內容，其中包含接單的工程師、接

案的持續時間、跟案子的報修內容等，讓公司老闆可以翻閱跟詢問各個

表單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以防止工程師在接單之時有回報不實的情況，

也提供工程師能透過線上表單輸入維修內容，並透過關鍵字搜尋功能加

快工程師處理資料的時間。 

本專題建置的「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能夠透過查詢過去的記錄

縮短尋找維修的方式，也能將每位工程師的工作狀況呈現在記錄中，讓

主管可以預排案件或調整給工程師的先後程度，讓每位工程師手上的案

子可以合理化以提高工作質量，並又能幫助晉暘科技進行資料整合及申

請報修的能力，由此來讓廠商可以列印報表並附上有效的接單件數與工

作情況，以比對與其他科技公司雙方的服務績效差距，提升公司爭取網

路設備維護標案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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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為了保障晉暘科技在使用建置完成的各項功能後，能確保公司方能

得透過這個系統網站來提高競爭度，為此在產學合作所登記的有效時間

內，進行多次的開會並理解公司的需求跟我們所能提供的功能整合是本

專題的一個重要課題，並且在開會的同時將進度與整體概況一一說明，

並由公司代表方的操作將細節部分去依照網站的架構一次的點評，以求

做出公司所需。 

為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透過指導老師跟網路的幫忙以增加每項功能

完整度並透過向校方申請環境跟租借場地與廠商溝通找出任何的可用功

能與設定來完成本次專題。 

所以預想製作出「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透過 ASP.NET 的功能試

圖找出一個可行的架構，以維修服務和資料整合為基礎，來建構各網頁

相對應關係，並為了讓公司未來在競爭網路維護標案時，為了能比其他

競爭者提供更多完整的資訊服務內容以確保每個申請的表單完整性，所

以在此產學合作案下，建置一個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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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系統的整合技術，並依照廠商需要來製作

專屬於廠商需求的報修網站，並經由此系統的建置來達到以下目的: 

(一) 提供一個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 

(二) 查詢維修狀況。 

(三) 經由網路平台建置，達成顧客最低的需求。 

(四) 方便客戶隨時隨地可以使用線上申報修系統。 

(五) 公司可以設定寄信時間與通知。 

(六)公司能透過已解案資料補助完成接單 

(七)公司方可以列印報表來呈現整體資料 

(八)透過關鍵字快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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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專題的研究流程分為幾個階段: 

1.確定研究動機目的 

先確立研究的動機與相關的研究範圍，構想系統所需要的架構與流程，

將研究目的明確的整理並標示出來，本專題以顧客服務導向的基礎上，

分析各項因素和是否可以為公司帶來競爭力，在讓使用者在使用線上申

報系統服務的時候，系統是否可以提供使用者所需要的相關資訊。藉此

來強化使用者對使用本系統的線上服務。 

2.收集資料與文獻探討 

盡量收集目前與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應用相符合相關的實例，了解

目前使用 ASP.NET 相關技術應用的方法，並以自身的操作去熟悉使用者

所需的維修資訊，來討論如何滿足使用者，並進一步規劃所需的虛擬環

境。 

3.規劃線上申報系統資料庫的架構 

針對線上報修系統所需要的相關資訊，設計一個專屬的資料庫，在建

置完後規劃每個資料表的合理性與正確度，並整理使用者所需的資訊，

來規劃應用於瀏覽器共通性的資料格式。 

4.建構線上設備報修系統 

使用Microsoft ASP.NET為開發工具並搭配Microsoft SQL資料庫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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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技術，依照規劃出的應用流程和廠商的交談討論，建置一個「設備線

上報修管理系統」。整個系統設備的維修服務與資料整合平台之系統應用

將建構在 Web 上，以利於使用者方便使用。 

5.研究結果與後續方向 

將製作結果整理並與廠商探討未來研究的可行方向，並依照廠商的要

求增添新的需求，亦或者將系統優化等，皆是後續可探討的方向。 

 

       圖 1. 研究流程 

確認研究動機擬定
主題及研究方向 

收集資料與 

文獻探討 

規劃系統資料庫 

所需格式 

建構 

線上設備報修系統 

系統測試與修改 

報修系統上線 

研究結果與 

後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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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2.1 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的定義為消費者對服務滿意程度，並去判定實際的服務跟原

來的期望是否有過多的差異。是一種依消費者的主觀度去認定品質但並

不是一種客觀的衡量方式。所以服務品質的認定比起主觀與產品的品質

認定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這會讓服務品質比起產品品質來說更難判

定。 

由英國劍橋大學的三位教授 Parasuraman&Zeithaml&Berry 所提出的

PZB 服務品質概念模式應用在服務品質的研究[1]，在 PZB 模式中將服務

品質與顧客滿意皆視為對預期服務與績效的比較，並以相同的方法去衡

量。1988 年，這三位學者進一步的去證實研究將原本用來衡量服務品質

的十個構面精簡成五種構面做為服務品質的衡量稱為 SERVQUAL，在與

廠商的討論後提供此項服務品質概念模式當做參考來是否可以套用到我

們所建置的網站上面以提升服務品質，而其五個構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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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定義 對應 

有形性(Tangibles) 指提供服務的場所、設備跟人員 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 

可靠性(Reliability) 指可以正確、可靠的提供所承諾的服務能力 提供完整的表單資料來讓客戶填寫。 

回應性(Responsiveness) 指服務人員對其提供的服務意願和反應能

力、快速服務與幫助顧客的意願 

每個案件皆會在指定時間內透過主管去分

發。 

確實性(Assurance) 指服務人員具有專業素養，並可以得到顧客

信任 

每個案件都會可以透過列印報表跟工程師

的進度紀錄觀看內容。 

關懷性(Empathy) 指除了提供服務項目外，對於顧客也會去關

心各需求 

除了建置網站外，還會因應使用者的習慣增

加輸入關鍵字的功能提高使用者的方便性。 

 

表 2.1 服務品質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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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POI 的應用 

Microsoft Office 中的 Excel 靠著它強大的計算能力跟資料整理的整合

表格功能，成功的成為使用者們用來整理與包裝資料上最優先的選擇，

而晉暘科技公司也將此想法增加至線上報修系統的其中一個功能，利用

這個功能可以導出相關的案件資料內容，以便進行保存跟列印並可以讓

不同的工程師去觀看記錄來補助維修。 

而要將 Server 端內的各項資料輸出成 Excel 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使

用 Excel 物件來存取，直接將 Excel 物件的模型加到系統並使用 COM(元

件物件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來呼叫 Excel 物件庫中的資料，像

是 Workbook、Row 等，來用於精確的控制 Excel 中的各種格式但缺點卻

有物件模型不易學習跟基本上不支援多人操作與共享的應用程式，例：

Web，因為本來就不是針對網路環境所設計的設計，另一種由 Microsoft 

Jet OLE DB Provider 資料庫引擎來存取，因為Microsoft Jet是由Microsoft

針對檔案型資料庫所研發而成的資料庫引擎（Database Engine），所以他

擁有的資料來源種類很多，其中 Microsoft Excel 就可以利用 Microsoft Jet

資料庫引擎來使用 SQL 進行指令存取，因此工程師可以不用特別熟悉

Excel 物件模型，就可以控制 Excel 檔案的內容。 

由於 Microsoft 官方所提供的 Excel 資料控制基本上不支援伺服器端

的處理，所以出現了很多第三方程式，依靠不需要 Excel 就可以處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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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其中有部分的開發人員靠著開放的原始碼發展出免費的第三方程

式：NPOI 就此誕生，也成為我們的選擇。 

 

2.3 資料庫技術 

 本專題使用的資料庫技術為 MicrosoftSQL Server。 

2.3.1 使用 MS-SQL 

 SQL Server 2012 是一個功能完備的資料庫平台，在工具整合性上不

管是在報表上、或者資料轉換(Extract-Transform-Load , ETL)、跟商業智

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 BI)……等，都提供完整資料管理與分析的功能。

SQL Server 2012 資料庫引擎有著較完善跟比其他同類型資料庫更高的可

靠性，而在安全的儲存環境上分以下兩種:關聯式與結構式資料。 

SQL Server 2012 有著歷代 SQL 的優點，提供整合式資料管理和分析解決

方案，可幫助任何規模資料庫組織去執行下列工作： 

1. 建置、部署和管理更為安全、可延展又可靠的企業應用程式 

2. 簡化開發及支援資料庫應用程式的工作，以達到最高的 IT 生產力。 

3. 跨平台、應用程式和裝置共用資料，以便連接內部和外部系統。 

4. 控制成本，同時兼顧效能、可用性、延展性和安全性。 

SQL Server 資料平台包括下列工具： 

1. 關聯式資料庫：一個更安全、可靠、可延伸、可用性極高的關聯式資 



20 
 

料庫引擎，改進的效能，並支援結構化和無結構(XML)資料。 

2.SQL Server 複寫：將資料和資料庫物件從一個資料庫複製和散發到另

一個資料庫、然後在進行同步處理，可透過網路將資料散發到遠端或

者行動式的資料處理應用程式，可提高系統的可用性，在企業的高輸

送量的伺服器方案與次要資料存放區提供可用性、延展性、資料倉儲

和報表以及與其它異質資料整合。 

3. Analysis Services：線上分析處理功能，可針對以多維度儲存的大型複

雜資料集，進行快速分析。 

4. Integration Services：用於建立企業級資料整合和資料轉換的平台，提

供更新資料倉儲、清理和採礦資料，以及管理 SQL Server 物件和資料。 

5. Reporting Services：一個全面性的解決方案，用於建立、管理與提供傳

統書面報表、及互動式網路行報表。 

6.管理工具：SQL Server 包含用於進階資料庫管理和微調的整合資料庫工

具，並與Microsoft Operations Manager跟Microsoft Systems Management 

Server 等工具結合。標準資料存取通訊協定可以大幅的去減少 SQL 

Server 資料與現有的系統整合所花費的時間。另外，Web 服務也已支

援內建於 SQL Server 中，以確保與其他應用程式和平台的互通性。 

7.開發工具：SQL  Server 提供用於資料庫引擎、資料的載入攝取、報表

的整合是開發的工具，與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整合，提供端對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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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開發功能。 

2.4 小結 

本次設計的線上報修系統，在了解「PZB 服務品質概念」之意涵後，

我們將此概念帶入到我們的系統網站上，並依照這五大項概念整理出相

對應與合適的觀點 1.有形性:製作出線上報修的網站 2.可靠性:有著完整表

單填寫 3.回應性:超過時間會透過寄信通知主管 4.確實性:每位工程師皆能

觀看內容記錄 5.關懷性:美化版面。 

在Excel的部分我們利用了NPOI這個元件來做資料的整合在以Excel

特性以檔案的方式會出給使用者使用與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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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系統架構 

本專題與晉暘科技開會討論「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的議題，找

出可行的研究架構，並透過 ASP.NET 的相關技術與語法，建置「設備線

上報修管理系統」之系統架構。 

3.1 使用系統 

本系統以微軟的ASP.NET環境與 SQL Server資料庫為開發工具來建

置設備線上報修管理系統網站，客戶端以 GoolgeChome 瀏覽器為使用者

介面，Windows Server2008 為伺服端工作平台。 

以下為各項額外所使用的系統語法或工具介紹： 

1.Mail 設定 

在現在社會中，使用 mail 也可以算是人與人之見的溝通管道，透過

mail 可以快速的幫你把需要的文件或訊息傳遞給各地有網路的地方，藉

由電子郵件可以取得最即時的一手資料，也因為這個原因與晉暘科技討

論過後，本網站也擁有自動寄信的功能。 

2. Mail Server 的架設 

Mail Server 是網路電子郵件的傳遞與接收的伺服器，就像現實世界

中的郵局，伺服器專門接收信件，所以收發電子郵件都要透過 Mai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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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MTP 伺服器 

SMTP (Simple Mail Transport Protocol) 又稱 "簡單郵件傳輸協議" 

是電子郵件傳輸的標準協定。SMTP 伺服器是傳送電子郵件的伺服器，

所以亦叫作外寄郵件伺服器，標準外寄伺服器的連接埠是 25 (port 25)。

SMTP 伺服器會接收 Mail 上的郵件，並透過 Internet 將郵件傳送到目的

地。 

發送電子郵件時, 電子郵件必須經過發件者的 SMTP 伺服器, 有待

SMTP 電郵伺服器檢驗, 然後再轉發到收件者的電子郵件伺服器。 

4.iTextSharp 語法 

 iTextSharp 是一種開放的原始碼函式庫，提供開發人員產生 PDF 的檔

案，是由於 Microsoft 的.Net framework 沒有可以內建產生 PDF 的功能，

相當等於 Java 版的 itext。有著能產生 DPF 格式的檔案、填寫表單、XML

的功能和浮水印跟分割文件等 PDF 檔案的操作，在網站上使用此語法以

提供公司列印報表的需求。[5][6] 

5. NPOI 

 可以將 Excel 文件導出的開放式函式庫，有著使用端沒有安裝

Microsoft Office 的情況下讓使用者去可以去讀寫 Office 文件的特性，讓

公司可以使用此功能來將記錄檔轉成 Excel 來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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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Net 版的 POI：NPOI  

因為上述的分析，我們使用 NPOI 來實現 Excel 文件的導出。NPOI

其實就是 POI 的.NET 版本。POI 是一個套用 Java 去處理 Office 檔案的一

個函式庫，包含著像是 Word、Excel、PowerPoint 等檔案，但由於 POI

內並沒有使用到 Excel 的任何東西，而是直接深入 OLE Compound 

Document 格式去存取資料，所以能夠幫助開發者在沒有安裝 Microsoft 

Office 的情況下去讀寫 Office 版本的文件。[2] 

 

NPOI 函式庫檔案有七個，分別是： 

NPOI.DLL：NPOI 核心函式庫。 

NPOI.DDF.DLL：NPOI 繪圖區讀寫函式庫。 

NPOI.HPSF.DLL：NPOI 文件摘要資訊讀寫函式庫。 

NPOI.HSSF.DLL：NPOI Excel BIFF 檔案讀寫函式庫。 

NPOI.Util.DLL：NPOI 工具函式庫。 

NPOI.POIFS.DLL：NPOI OLE 格式存取函式庫。 

ICSharpCode.SharpZipLib.DLL：檔案壓縮函式庫。 

 

而一般要存取 Excel 的檔案時，只需要 NPOI、NPOI.HSSF、NPOI.POIFS

跟 NPOI.Util 函式庫，所以我們的網站皆有建置這些透過網路所共享的檔

案來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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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立 WorkBook 及試算表 

以下為程式碼： 

要在網站創建 Excel 文件要先添加 using 指示[3][4] 

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 

#region 建立 WorkBook 及試算表 

HSSFWorkbookwb = new HSSFWorkbook();   

MemoryStreamms = new MemoryStream(); 

HSSFSheetws = (HSSFSheet)wb.CreateSheet(cc.SheetName); 

// 建立試算表 ws 

#endregion 

//建立表頭列 bd 

HSSFRowbd = (HSSFRow)ws.CreateRow(0); 

 

//自動調整欄位寬度 

ws.AutoSizeColumn(0); 

ws.AutoSizeColumn(1); 

// 建立試算表 wst 

HSSFSheetwst= 

(HSSFSheet)wb.CreateSheet(DropDownList2.SelectedValue +"公司詳細資

料"); 

//建立表頭列 bdt 

HSSFRowbdt = (HSSFRow)wst.CreateRo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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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 匯出 

Response.AddHeader("Content-Disposition",string.Format("attachment; 

filename=" + cc.SheetName + ".xls")); 

Response.BinaryWrite(ms.ToArray()); 

#endregion 

 

#region 善後 

wb = null; 

ms.Close(); 

ms.Dispose(); 

#endregion 

 

 

6.關鍵字設計[7] 

 給與工程師在搜尋定單紀錄可以更為方便跟快速，為此設計關鍵字的

輸入。依照廠商的要求設計紀錄頁面以供工程師跟主管方可以追查個項

目進度與完成內容。 

7.登入 IP 紀錄 

 IP 記錄可以防止有心人士透過從公司那索取的帳號，不當的操作所以

晉暘科技將 IP 位置與登入帳號記錄下來以用來查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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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主要功能 

本表格為整合五種職位所擁有的全部功能。 

表 3.2 系統主要功能表 

功能名稱 子項目 說明 

報修申請單  申請與填寫報修表。 

維修紀錄查詢/取

消 
 

使用者只能查看維修記錄與修改，並且

已經由主管指派工程師的報修單無法進

行取消操作。 

查看/修改客戶資

料  

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帳號所填寫的各項

資料，例:電話。 

工單維護 

當日修改報修單 
工程師可以在此查看使用者所填寫的申

請單 

歷史紀錄查詢 
在此查看每個工程師已結案的的申請

單。 

報修系統變更/用

戶註冊 

用戶管理/註冊 由主管發放的權限來申請帳號。 

查看/修改客戶(個人)資

料 

已申請好的客戶帳號可以在此進行修

改，例:維護類型 

主管查看工單 

派單 
主管可以查看客戶所填寫的申請單並分

派給底下的工程師 

歷史紀錄查詢 
在此查看每個工程師已結案的的申請

單。 

主管方系統變更/

用戶註冊 

用戶管理 由主管發放的權限來申請帳號。 

主要維護項目新增 
經營方可以在報修單上新增各類別的名

稱和編號，已供使用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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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維護項目新增 

經營方可以從舊有或新增的主要維護項

目報修單上新增各細類別的名稱和編

號，已供使用者選擇。 

查看/修改客戶資料 
已申請好合約的客戶帳號可以在此進行

修改，例:合約到期日。 

查詢系統報表 

 

經營方可以，可列印 PDF 及 EXCEL 檔

案。 

Email 發送 

 

如有未分派的申請單，會發送 Email 通知

主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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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能架構 

此圖以 表 3.2 的表格將他細分給各個職位，不同職位可能會擁有相同功

能，例:報修除了客戶外，助理、工程師都擁有這樣功能。 

 

圖 3.3 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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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結構 

ER Model 

 

 

 

圖 3.4 ER M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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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公司帳戶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em_pw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em_acc nvarchar(20) 否 主鍵 

使用者帳號 

password nvarchar(20) 否 使用者密碼 

Name nvarchar(10) 否 姓名 

address nvarchar(50) 是 公司地址 

phone nchar(10) 是 使用者電話 

mail nvarchar(50) 是 使用者信箱 

nickname nvarchar(10) 是 使用者綽號 

UID int 否 使用者權限 

 

表 3.4.2登入帳號紀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log_file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logid int 否 主鍵 

account nvarchar(20) 否 使用者帳號 

password nvarchar(20) 否 使用者密碼 

ip nvarchar(16) 否 使用者 IP 

in_time datetime 否 進入時間 

out_time datetime 是 離開時間 

lingin bit 否 登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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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使用者帳號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User_PW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account nvarchar(20) 否 主鍵 

使用者帳號 

password nvarchar(20) 否 使用者密碼 

Name nvarchar(10) 否 使用者姓名 

company int 否 使用者公司 

address nvarchar(50) 是 公司地址 

phone nchar(10) 是 使用者電話 

mail nvarchar(50) 是 使用者信箱 

timeout nvarchar(5) 否 到期日 

mtype nvarchar(10) 是 合約的類型 

nickname nvarchar(10) 是 使用者綽號 

 

 

表 3.4.4單位分類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unit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unit_nno int 否 主鍵 

公司或者單位的代

碼 

unit nvarchar(10) 否 單位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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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報修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RE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OID nvarchar(14) 否 主鍵 

公司的單位代碼 

client nvarchar(10) 否 客戶的名稱 

company int 是 公司的類別 

conperson nvarchar(10) 否 聯絡人 

time nvarchar(10) 否 申請表的時間 

enginee nvarchar(10) 是 指派的工程師 

pro_content nvarchar(250) 是 客戶使用申請表的

理由 

timeout nvarchar(10) 否 到期日 

proposal nvarchar(2000) 是 工程師初步的查看

記錄 

openRepair bit 否 是否指派工程師 

pairout nvarchar(10) 是 派單時間 

mtype nvarchar(5) 是 合約的類型 

num int 是 公司或者單位的代

碼 

endtime nvarchar(10) 是 結束時間 

repman nvarchar(10) 否 實際報修的人 

acc nvarchar(20) 否 使用者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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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報修單維修項目資料表 

OID_RE 

資料表名稱 OID_RE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OID nvarchar(14) 否 主鍵 

申請表的編號 

mt_no int 否 主項目的編號 

item_no nvarchar(20) 否 細項目的編號 

 

 

表 3.4.7維護類別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OID_num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mt_no int 否 主鍵 

主項目的代碼 

mt_num nvarchar(10) 否 主項目的內容 

close_mt bit 否 經營方設定是否可

以關掉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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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8維護類別細項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OID_item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item_no int 否 主鍵 

細項目的代碼 

item_num nvarchar(20) 否 細項目的內容 

mt_no int 否 主項目的代碼 

clise_item bit 否 經營方設定是否可

以關掉細項目 

 

 

表 3.4.9角色分類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function_user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說明 

UID int 否 主鍵 

用戶 ID 

name nvarchar(10) 否 用戶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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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 

本章依照第三章的設計與規劃，去實現系統的運作。 

4.1 開始設備報修網站 

4.1.1 開啟線上設備報修網站 

輸入正確網址後，使用者所看到的第一個位置，第一次登入時必須

先輸入由主管模式所分配給的各別帳號登入，帳號、密碼不得大於 10 個

字元，有分大小寫，成功登入後會依照您所使用的帳號所擁有的權限登

入相對應的介面，以下會為你一一介紹。 

 

 

  在此欄位輸入帳號 

  在此然為輸入密碼 

 

 

 

圖 4-1 帳號登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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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客戶模式介面 

帳號輸入成功登入後，權限如果為客戶則進入客戶模式，此權限可

以使用填寫申請報修表單、修改記綠查詢/取消、修改客戶資料等功能。 

 

圖 4-2 客戶介面 

 

4.2.1 維修申請單 

 

圖 4-2-1 維修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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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申請報修單步驟 

點選客戶報修區的報修按鈕(圖 4-2-2)，填寫報修單。 

 

圖 4-2-2 報修項目 

紅色畫線處為使用者可以更改的地方， 

客戶名稱：欄位會依照登入帳號鎖代表的客戶公司來獲取想對應的

表單。 

聯絡人：此欄位可以使工程師更快連絡上報修單的填寫者或者代替

者。 

故障說明：使用者可以在此填寫初步的情況問題，此欄位可填寫2000個字 

 

圖 4-2-3 報修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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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寫完表單後， 按下如果成功就會出現下圖。 

 

圖 4-2-4 成功畫面 

反之在填寫完表單後， 按下如果失敗就會出現下圖。 

 

圖 4-2-5 失敗畫面 

而失敗的理由包含：並為填寫報修內容、報修內容文字大於 2000 字元、

連絡人文字大於 10 字元等問題皆會導致申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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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維修紀錄查詢/取消畫面 

 

圖 4-2-6 查詢畫面 

4.2.4 觀看維修紀錄查詢 

點選客戶報修區的維修紀錄查詢/取消按鈕(圖 2)，可以觀看登入的使

用者之前所填寫的報修單。 

 

圖 4-2-7 維修紀錄查詢/取消項目 

維修紀錄查詢上方的關鍵字搜尋，可以在此欄位輸入關鍵字來找尋

使用者所需要資料，使用格式為：輸入需要的關鍵字，如有多數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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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使用空白鍵來達到多重查詢的功能。 

 

 

 

圖 4-2-8 關鍵字查詢 

 

在輸入完關鍵字或者觀看完整報修單後，可以點擊紅色範圍的按鍵

查看報修的詳細，藍色框的取消報修可以將你填寫錯誤或者不需要額外

申請的報修單取消掉。 

 

圖 4-2-9 查詢設置 

 

點選報修詳細會出現以下畫面，可以更改報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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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 查詢畫面 

如果你所申請的報修單已經由主管配置工程師的話則會出現(圖 3)，

此時你無法在取消此申請表，也無法在更改申請表的內容。 

 

圖 4-2-11 已分派彈跳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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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修改客戶資料 

點選客戶報修區的修改客戶資料，可以修改由主管分發配給的帳戶

密碼。 

 

圖 4-2-12 客戶資料項目 

修改客戶資料內容，可以由下圖(圖 4-2-12)觀看到第一個表格為此使

用者的帳號，經申請成功後就不可修改。 

舊密碼：預設是由主管分配給的密碼，如果已經修改則會是你所輸

入的密碼 

新密碼：你所希望最新的密碼。 

在輸入一次：將剛輸入的新密碼做一次確認。 

    為此帳密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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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修改客戶資料 

密碼修改成功就會出現下圖，如果修改失敗請確認是否是舊密碼打

錯、或者是新密碼的輸入確認表與新密碼填寫不同。 

 

圖 4-2-14 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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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助理模式介面 

 帳號輸入成功登入後，權限如果為助理則進入助理模式，與客戶模式

幾乎相同只在於助理模式可以代表全單位申請報修。 

 

圖 4-3 助理介面 

4.3.1 全單位申請報修單步驟 

 點選客戶報修區的報修(圖 4-3-1)，會進入申請報修單畫面。 

 

圖 4-3-1 報修項目 

 點選客戶名稱的下拉式選單，則可選擇目前有合約的公司 

 

圖 4-3-2 報修單的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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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下拉式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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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工程師模式介面 

帳號輸入成功登入後，權限如果為工程師則進入工程師模式，此權

限可以使用填寫申請報修表單、查詢維護報修單、歷史紀錄查詢、用戶

管理、修改資料等功能。 

 

圖 4-4 工程師介面 

 

4.4.1 查詢客戶報修單 

 

圖 4-4-1 工程師案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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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工程師接單步驟 

 使用工程師帳號登入後在工單維護列表點選查詢維護報修單，就會看

到經由主管分發下來的工單列表。 

 

圖 4-4-2 報修單項目 

查看報修單：可觀看此份申請報修單的內容。 

 

圖 4-4-3 工單列表 

點選完會出現此表單的彈跳視窗，如下圖，紅色框為工程師可以修

改的部分。 

報修類別：會依照申請人的契約合同，改成單筆交易或者是合約交

易。 

  細項目維護列表：依照公司的維護列表變更內容，幫忙工程師往大

方向去尋找錯誤。 

工程師建議：每一筆報修單可以在此寫下工程師的記錄已供之後可

以翻閱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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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工單 

工程師如果對這次的維修進度還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可

以先按下儲存目前進度，但未打上工程師建議則會增加下圖視窗，以防

止按錯。 

 

圖 4-4-5 修改原因 

 結 案 按 鈕則會在工程師完成此訂單後，將訂單結案歸檔

已供未來工程師或主管可以觀看並取檔。 

因為按下結案按鈕就無法在日後做更改，為了防止工程師

不小心按到按鈕所以在按下按鈕後會顯示下圖，以保證工程師每筆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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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結案後的正確性。 

 

圖 4-4-6 按下結案按鈕後，出現的確認視窗 

4.4.3 查看歷史紀錄 

 點選工單維護區的歷史紀錄查詢，此頁面可以查看過去的結案工單。 

 

圖 4-4-7 歷史紀錄項目 

歷史紀錄查詢可查詢項目的各按鈕。 

客戶查詢：只找尋指定客戶訂單。 

報修時間查詢：搜尋全部報修單依照時間遞減。 

派單時間查詢：搜尋報修單派單時間依照時間遞減。 

工程師查詢：只找尋指定工程師所完成的訂單 

結案時間查詢：搜尋報修單依照結案時間遞減。 

關鍵字查詢：可以在此欄位輸入關鍵字來找尋使用者所需要資料。 

 

圖 4-4-8 可查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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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用戶管理/註冊 

 點選報修系統變更區的用戶管理，可新增用戶帳號與更改帳號密碼。 

 

圖 4-4-9 註冊項目 

按下用戶註冊會出現註冊畫面，其中帳號、密碼、合約類型、時效等欄

位為必須填寫。 

 

圖 4-4-10 註冊時所需要的資料內容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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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修改客戶資料 

 除個人資料可修改外額外可更改其下的顧客資料。 

 

圖 4-4-11 客戶資料項目 

 

圖 4-4-12 可選擇修改客戶資料 

 選好指定帳號後按下查詢可以看見下圖(圖 10)，其中公司名、單位為

不可變更 

 

圖 4-4-13 可選擇修改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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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主管模式介面 

帳號輸入成功登入後，權限如果為主管則進入主管模式，此模式是將

所客戶所申請的報修單分派給工程師，並擁有新增與修改維護項目與細

部項目的能力。 

 

圖 4-5 主管介面 

 

圖 4-5-1 主管模式中的修改維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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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派單流程 

 點選工單維護區的派單項目，可分派工程師接單。 

 

圖 4-5-2 派單項目 

 點選完派單會出現下圖，接著點擊編輯進入選擇工程師畫面，當選擇

好工程師儲存後是無法變更的。 

 

 

 

 

圖 4-5-3 分派工程師畫面 

4.5.2 查看歷史紀錄 

與工程師相同點選的歷史紀錄查詢，此頁面可以查看過去的結案工單。

 

圖 4-5-4 歷史紀錄項目 

歷史紀錄查詢可查詢項目的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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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查詢項目按鈕 

4.5.3 報修維護系統變更 

 點選主要維護項目新增，增加與編輯維護項目。 

 

圖 4-5-6 項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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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 新增主要項目 

 

4.5.4 編輯、修改主要項目 

 除了可以增加項目外，亦可變更既有的項目名稱與是否開啟選項給工

程師點選。 

 

 

 

 

圖 4-5-8 編輯主要項目 

 

4.5.5 細部維護項目變更 

 與編輯主要項目相同，可新增主要項目下的細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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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 維護新增項目 

 

 

 

 

圖 4-5-10 報修單的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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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新增系項目 

 選擇好要增加的主類別項目後在細項目名稱表格中輸入新增項目，並

新增編號。 

 

  

 

 

圖 4-5-11 新增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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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老闆模式介面 

帳號輸入成功登入後，權限如果為老闆則進入老闆模式，此權限與主

管不同的點在於老闆可以查詢系統報表並轉成 Excel 跟列印。 

 

圖 4-6 老闆介面 

4.6.1 查詢系統報表、轉 Excel 

 點選查詢系統報表選項，此畫面可以輸出報表與轉換成 excel 檔。 

 

圖 4-6-1 點選系統報表項目 

 

與查看歷史記錄一樣，選擇指定查看方式查看報表，並有按鈕轉成



60 
 

Excel 去列印報表。 

 

 

 

 

圖 4-6-2 詳細資料匯出 

 

 

 

 

圖 4-6-3 匯出詳細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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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執行具體成果與貢獻 

本系統設計動機在於協助晉暘科技公司，任何的資訊系統所存在的

價值在於它是否能夠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在報修與電腦網路的線上服務

做結合更能提供使用的效益，本系統依照報修服務的資訊需求，利用人

性化的 Web 操作介面，透過本系統提供使用者快速的申請報修，處理有

關報修的設定，為使用者提供更為便捷多元的服務，以提高使用者的滿

意度。而在本製作團隊方面所提供的線上申報系統服務將內容分為三項，

第一項為工程師端，其中包含接單、報修客戶表、案件記錄，第二項是

客戶端除了使用者客戶外還包含助理可以為設定好的多數客戶申請報修，

其中內容包含基本的申報、修改報修內容、更變個人資料，第三項為管

理者頁面，包含進修紀錄、工程師名單、新增與修改主要項目和檢視維

護報表、列印報表跟新增所有權限的帳戶。 

客戶端介面上，除了讓客戶申報維修外亦可經過手續取消維修服務，

並可以提出自己的經歷來告知維護人員。 

維護人員端，則是透過主管等有最高權限的帳號所分發的表單去接

洽訂單，加入自己的行程，維修期間可自行觀看自己所寫的重要事項並

且未完成的訂單必須向上申報缺少的零件或者各種無法使用手邊工具在

當下完成問題的記錄、以增加並有效的掌握維修的狀況與進度，持續性

的去改善維修品質，而對於各單位的歷史已定案報表也可互相觀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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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自己去解決目前報修單的問題。 

管理者則是可以去確認工作進度外，會接受到超過三天未被接洽的

訂單的提醒郵件，能設置對訂單的重要程度，還能新增各個項目的內容，

也可新增主要可維護的項目，來提供更多元的維護內容，並可紀錄客戶

端的維修內容供以後參考使用，可以檢視維護報表之後可輸出報表以供

查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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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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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蔡承訓(組長)   主要程式碼更新編寫、測試流程、硬體系統維護、廠商需求紀錄 

  黃俊維   分派工作、介面發想、簡報撰寫 

  林奕廷  收集相關資訊、文書項目編輯、測試流程、資料庫規畫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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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甘特圖 

年月份 

 

工作項目 

103
年 

11 

月 

103
年 

12 

月 

104
年 

1 

月 

104
年 

2 

月 

104
年 

3 

月 

104
年 

4 

月 

104
年 

5 

月 

104
年 

6 

月 

104
年 

7 

月 

104
年 

8 

月 

104
年 

9 

月 

104
年 

10 

月 

104
年 

11 

月 

104
年 

12 

月 

105
年 

1 

月 

題目搜尋問題

發想相關軟體

參考、資料收

集 

               

  

  

寫周邊環境裝

置建置 

               

  

  

書面以及介面

構想 

               

     

       

編寫                

          

             

內部測試                

      

        

小規模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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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以及極限

測試 

               

    

    

使用者說明書

編寫 

               

   

   

書面資料編寫                

  

  

 

 

預計完成時間 

 

 

實際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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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會議記錄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7/12 指導老師 謝景順 

列  席 

蔡承訓 黃俊維 林奕廷 

   

   

討  論  記  錄 

1：老闆帳號內，查詢系統報表，月報或年報新增一按鈕”詳細

資料”，為下拉式選單，可選公司名，時間區間。 

2：登入後，要顯示別名(公司創 user 時可輸入)，別名要顯示在”

登出”字樣下方獨立區塊 

3：告知”超過七日未結案”。要可俢改日期。 

4：工程師-查詢-查看報修單-結案-須判斷是否有儲存歷史(怕誤

按)，按”結案”須有彈跳視窗做再次確認。 

5：user 只能更改密碼，地址等由公司工程師以上帳號修改； 

公司工程師以上帳號可改 user 資料(含全部)更改密碼不須輸入前

密碼，直接輸入新密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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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7/17 指導老師 謝景順 

列  席 

蔡承訓 黃俊維 林奕廷 

   

   

討  論  記  錄 

  1.新增”主管”權限之帳號時發生錯誤。 

2.修改客戶資料-查詢，未顯示出其權限欄位，不知可否將其顯

示並可更改??(總有人會升職…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並

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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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7/19 指導老師 謝景順 

列  席 

蔡承訓 黃俊維 林奕廷 

   

   

討  論  記  錄 

  1.修改客戶資料-查詢部分已經新增可以修改權限欄位 

但是如果工程師 升級主管之後將無法再做查詢維護報修單的

功能 

2.請將”助理”的欄位改成”業務”。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並

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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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7/25 指導老師 謝景順 

列  席 

蔡承訓 黃俊維 林奕廷 

   

   

討  論  記  錄 

1：修改客戶資料後客戶在”客戶選擇”欄位裡會消失。 

2：用戶管理 à 修改客戶資料 à 公司名不可更改 

3：報修單 à 工程師建議 à 自動產生的日期要排在內容前方並跳

行。 

4： 查詢系統報表 à 公司報修次數(月報)à 指定公司詳細報表 à

轉 excel 的部分也做了修正詳細內容的部分也會出現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並

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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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學生實務專題討論記錄表 

討論日期 7/28 指導老師 謝景順 

列  席 

蔡承訓 黃俊維 林奕廷 

   

   

討  論  記  錄 

1：查詢系統報表要有個批次列印的功能。 

2:歷史紀錄-查看報修單中按轉 excel，會出現 error，轉成 web 後

再按也一樣 

                               

                               

                               

                               

註：各組組員應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每二週至少一次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並

填寫記錄表，於專題研究書面完成後放置於報告附錄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