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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 3C 產品普及化迅速，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

電 腦 、 智 慧 型 手 機 、 第 四 代 網 路 通 訊 （ Fourth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s System，4G）等，使得人們上網瀏覽更為方便。 

傳統紙本導覽通常過於厚重，或者內容文字過多提供資訊過於龐

大，且也有攜帶不便以及地圖上資訊標示可能不清楚或不易辨識的問

題，所以在使用上或判讀上對使用者來說不太方便。 

所以本專題提出的學校教室位置查詢網站，讓不熟悉學校各教室

或行政處室等位置的新生或訪客可以透過網站進行查詢導覽，解決在

校園迷路的問題。 

 

關鍵字：校園導覽、教室查詢、網站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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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不斷的進步的時代，造就人類在

生活品質上得到了進步與改善，而這些動力來自於人類不斷

的追求生活上的便利才能夠在平常生活上開發許多工具來

提供人們日常生活擁有更方便的生活方式，並減少生活上的

繁瑣事。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也開發出許多導覽系統，從傳統的

紙本導覽，一直到數位化的電腦查詢方式導覽，不管是什麼

方式的導覽都在持續改變導覽的方法。 

地圖繪製技術的演進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12)： 

1. 繪製地圖的技法在進步：山水地圖→暈滃法→暈渲

→等高線→分層設色→  3D 立體模型。 

2. 繪製地圖的工具在進步：毛筆→小筆尖→針筆、噴

槍筆→雕繪工具→電腦繪圖。  

3. 繪製地圖的材料在進步：棉紙、宣紙、絹帛→透明

薄紙→描圖紙→描圖膠片→揭膜片→雕刻軟片→電

腦製圖。 

4. 地圖的印刷在進步：傳統的石版、木版雕版印刷→

西方傳來的凸版印刷術、平版印刷術、凹版印刷術

→電腦輸出。 

5. 測量技術在進步：平面測量→航空測量→衛星遙測。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9C%8B%E7%AB%8B%E4%B8%AD%E5%A4%AE%E5%9C%96%E6%9B%B8%E9%A4%A8%E8%87%BA%E7%81%A3%E5%88%86%E9%A4%A8&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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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圖的載體在進步：紙圖→電子地圖。  

 

以傳統地圖與網頁地圖來互相作比較，傳統地圖的導覽方式較直

接且死板有很多的缺點，大多都是事先印好的內容無法及時作修改也

造紙張的浪費，更無法自然的吸引使用者使用，在找尋地圖的位子時

也因需要花費一些多餘的時間來尋找而變的沒有效率，而多半使用者

使用紙本導覽大多無法取的想要取得的資訊，因內容過於繁雜多數人

都大致看過就不再繼續使用，而使用網頁地圖就可以改善傳統地圖許

多的缺點，以 Google Map 為例就有提供搜尋引擎讓使用者可以快速

找到地圖的位子，還有街景圖功能可以實際的把街景房屋呈現出來讓

使用者可以更準確的確定目標的位子，可以讓使用者使用的更有效

率。 

現在許多校園導覽地圖都已數位化，但還是有些學校使

用平面地圖，而本校嶺東科技大學雖已有網站地圖，但大多

還是已平面的方式呈現，缺乏互動性、實用性以及標示不夠

清楚，然而校園裡的地圖立牌以往都是設置在校園的入口或

是校園內的某個位置還有在學校的網站上，但是呈現的放式

大都是以一般的校園平面配置圖，這些平面圖大多都過於簡

陋、標示的也不清楚、地圖上的距離跟實際上也有一些誤

差，對於一些不熟悉校園剛來到校園的新生或第一次來的校

外人士，因為地圖的不方便使用以及不易辨識地圖上的位

子，而造成在校園中迷路。   



 

3 

 

1.2 研究目的 

本專題製作這個學校教室位置查詢網站，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新

生入學的一年級新生，或訪客方便對於新環境的認識，各行政處室，

各個教室位置的搜尋，讓使用者不會在開學第一天就在學校裡迷路，

而目前系統只製作了春安校區的位置，未來會再加入寶文校區的位

置。 

系統大致上分為兩類： 

1. 前臺搜尋介面提供輸入以方便搜尋想要的教室目的地，也提

供圖片瀏覽讓有用者可以大概瀏覽教室位置。 

2. 後臺管理者登入，方便管理者自進行資料庫管理或者是圖片

資料庫管理做選項。 

目前學校的網站導覽系統過於簡單，無法查詢到完整的教室位

置，以及圖片瀏覽，所以本專題製作了一個可以方便學生進行搜尋教

室確切位置的網站，提供學生方便查詢上課教室的所在位置也提供圖

片讓學生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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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圖 

先確定題目，蒐集相關資料及文獻探討，決定建置方法，開始網

站的建置，經過功能測試後，將完成網站進行系統評估，完成專題，

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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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資訊導覽系統 

資訊導覽系統，從最早的紙本文字敘述，到後來的人工語音介紹

導覽，CD 語音導覽，到現在的電腦數位導覽。 

文字敘述的紙本導覽雖然可以很詳盡的介紹並且搭配圖片觀

看，但是常常字數過多造成使用者無心完整看完，而人工介紹雖然沒

有過多的文字敘述，也可以親臨現場聆聽，但是都要特別訓練一批人

在做專門的介紹，往往都會增加人力資源的成本，而 CD 語音導覽，

雖然解決了人力成本，但卻只是讓使用者單純聆聽 CD 內容缺乏了互

動性，而電腦數位導覽就比較全面性，能提供圖片或影片進行導覽，

也能提供線上語音服務等……讓使用者更方便地進行瀏覽。而生動有

趣的資訊導覽系統，不僅可以增加使用者的對周遭環境有更深的認知

外，還能增加使用者可用的資源，讓使用者更能增加對周遭環境的認

識。 

而校園導覽可以歸納出幾個特性(陳理律，2008)： 

1. 自動式、探索式的導覽：使用者可以依照所想的導覽方式

進行瀏覽，不受任何的規範限制，可以自由點選。 

2. 可親近的：校園導覽是開放性的導覽系統，使用者可以隨

時隨地的使用。 

3. 公眾的：任何想要了解學校的使用者即可以隨意的參觀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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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潑的：不單單只是文字的敘述方式，有著圖文並茂的生

動方式，來讓使用者方便瀏覽。 

由上述 4 點來看，一個完整的導覽系統必須能夠讓使用者照所想

且自由的進行導覽，內容要完整活潑不能太死板，並且要能隨時隨地

使用。 

 

2.2 使用者介面 

在設計和電子產品介面時，必須站在使用者的立場去考慮，必須

評估使用性以及互動性的原則強調以使用者為中心，亦稱之為使用者

介面(User Interface)。在「智慧型手機操作介面之使用性評估」中，

便提到人機介面是使用者跟電腦間資訊往來溝通的介面環境(陳芝

菁、陳建雄，2011)。其中還提到了現今網站操作介面的評估中，多

以使用性為導向，並且發展的相當健全，其中建立了相當多的介面使

用性準則，例如：快速、簡單、容易使用、方便、少錯誤...等。而人

機介面的要素可以分為組成要素、人性因素、設計知識此三者是介面

設計的三元素(易建成，2013)。介面設計必須以這三要素為基礎，再

視情況針對個別差異去做調整，而設計個案所影響到的成效皆視情況

而定，而差異部分在介面設計時皆必須納入考量，用來設計出真正符

合使用者需求的人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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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hman，W.H. & Rosenberg，D.J.(1996)針對產品介面定義其產

品使用者介面是提供使用者與產品之間互動的軟體與硬體所組成

的，一般產品的硬用者介面，提出大致可分為實體操作介面，觸控操

作介面，軟體操作介面三類： 

1. 實體操作介面 

實體的操作介面包含傳統的控制器、滑鼠鍵盤……等，顯

示器的控制面板，及產品實體被使用者操作的部位。 

2. 觸控操作介面 

觸控式的控制面板，在最近幾年大量推出，像 ATM 提款

機、PDA(個人數位助理，一般稱掌上型電腦，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等，都是屬於觸控操作介面的應用。 

3. 軟體操作介面 

現今電腦科技發展迅速，電腦軟體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必備品，這裡所指的軟體操作介面就是指使

用者與電腦軟體互動的介面。近年來的趨勢開始追求操作

介面的人性化，電腦軟體操作介面也逐漸走向圖像顯示與

使用者互動，又稱為圖像使用者介面 (Grapgical user 

interface，GUI)。 

所以軟體操作介面是使用者與電腦進行互動非常大的媒介，一個

介面系統的好壞關係到產品是否好用，否則硬體在強大，使用者不喜

歡或者易用性低都會成為產品是否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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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料庫比較 

市面上有許多種類的資料庫，大多比較常聽到的如 SQL Server、

Oracle、MySQL 等這三種資料庫，就以 SQL Server、Oracle、MySQL

來做比較分成幾個不同的方面行討論，如價錢效能、整合度、全面性、

高可用性等進行比較，資料庫的比較表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資料庫比較表 

資料庫 MySQL Oracle SQL Server 

價格 基本免費 成本最高 Oracle一半的價錢 

效能 普通 效能最快 最有效益 

平台整合度 

不能跨平台

Windows 效

能最快 

可跨平台 

Unix 與 Linux 都

有非常高的穩定

度與效能 

可跨平台 

Unix 與 Linux 都

有非常高的穩定度

與效能 

程式整合度 PHP Java ASP.Net 

介面操作性 一般 一般 最容易 

資料來源：CaryHsu - 學無止盡: 不同資料庫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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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可用性 

2.4.1 可用性定義 

可用性常用在設計使用者介面的指標，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制 定 的 ISO 

9241-11(1998)Guidance on Usability 文件對可用性的定義指，可用性

是指一項產品在特定情況下讓特定的使用者使用，能有效的

(Effectiveness)、有效率的(Efficiency)而且滿意的(Satisfaction)達成特

定的目的(ISO-9241 Part 11，1998)。根據以上定義可以知道可用性所

討論的重點在於使用者在跟系統互動的品質，所以評估系統的設計就

是以有效的、效率的、而且要滿意的方法來測量。 

Nielsen 在《Usability Engineering》中著重於使用者的操作系統的

效能和舒適度，加以定義「可用性是有關於人們如何使用系統，以及

使用系統功能的效率。」在書中提到，可用性並非單一面向的使用者

介面特性，而是由許多介面特性構成，彼此互相關聯，而提出以下 5

項(林妙華，2006)： 

(1) 可學習性（learnability） 

系統應容易於學習才可以讓使用者迅速上手完成工作。 

(2) 效率性（efficiency） 

系統應要有效率性讓使用者熟悉操作後有好的效能表現。 

(3) 可記憶性（memory ability） 

系統應該易於記憶讓使用者使用系統過後休息一段時間

在操作還能記得系統的功能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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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錯誤率（errors） 

系統應要降低發生錯誤，就算發生錯誤也能讓使用者輕易

克服。 

(5) 滿意度（satisfaction） 

系統應提供使用者愉悅的操作經驗，滿足其主觀的喜好。 

 

2.4.2 可用性評估 

Nielsen(1993)提出九種評估方法： 

1. 啟發式評估法(heuristicevaluation) 

2. 績效量測法(performance measures) 

3. 邊做邊說(thinking aloud) 

4. 觀察法(observation) 

5. 問卷法(questionnaires) 

6. 訪談法(interviews) 

7. 焦點族群法(focus groups) 

8. 登錄法(logging actual use) 

9. 使用者回饋法(user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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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九種評估方法的優缺點做了比較表，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各評估方法之優劣比較 

方法 適用階段 受測者 主要優點 主要缺點 

啟發式評

估 

(heuristic 

evaluatio

n) 

設計初期

反覆設計 

6~10

位專家 

可發現個別使用

性問題，並記錄專

家使用者發現的

問題。 

沒有包含真正

使用者，所以無

法發現令人驚

奇的問題。 

績效量測

法 

(performa

nce 

measures) 

競爭力分

析最終測

式 

至少 10

人 

數量化的資料，結

果 

容易比較。 

無法發現個別

的使用性問題。 

隨做隨講

法 

(thinking 

aloud) 

反覆設計

原型架構

評估 

3~5 人 

可精確指出使用

者的誤解。 較便

宜的測試。 

對使用者而言

不自然，且對熟

手而言，很難用

言語表現。 

觀察法 

(observati

on) 

工作分析

系統完成

後研究 

3 位以

上 

生態學上的有效

性，顯現使用者真

實的工作，可建立

功能和特徵，並可

獲得大量質性資

料。 

很難約定時

間，缺乏有經驗

者控制。 

問卷法 

(question

naires) 

工作分析

系統完成

後研究 

至少 30

人 

可以發現使用者

較喜歡的主題，且

易重複 

調查。 

需要引導(防止

誤解)。 

訪談法 

(interview

s) 

工作分析 5 人 
靈活的，可深入的

探討看法和經驗。 

比較花費時

間，且很難去分

析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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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族群

法 

(focus 

groups) 

工作分析

使用者參

與階段 

每組

6~9 人 

自發性的反應以

及主動的小組討

論。 

很難去分析，有

效性比較低。 

登錄法 

(logging 

actual 

use) 

最終測試

系統完成

後研究 

至少 20

人 

可發現較高層次

的使用特徵，可連

續進 

行。 

分析需要大量

的資料，會侵犯

使用者的隱私。 

使用者回

饋法(user 

feedback) 

系統完成 

後研究 
數百人 

可以追蹤使用者

需求 

和觀點上的改變。 

需要特別的組

織來掌握使用

者的回應。 

資料來源：賴生佑(2013) 

由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使用性工程是具有多種樣式而非固定一

種形式的評估模式，必須根據研究內容及所希望評估的目的產品進行

分析，以取得適當的方法與步驟，因此本專題將發問卷並使用啟發式

評估法以進行使用性評估。 

 

2.4.3 啟發式評估原則 (Heuristic evaluation) 

Nielsen and Molich(1994)曾提出十項啟發式評估的準則： 

1. 系統狀態可見性 (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系統應在合理

的時間給使用者適當回應，讓使用者了解發生什麼事。 

2. 系統與真實世界的關聯性( 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系統呈現的語言、文字與概念應該要是使用者熟悉

的，而不是系統內部的專業術語。 

3. 使用者的操作自由( User control and freedom)：當使用者選擇

到不需要的系統功能，使用者需要一個明顯的「離開」功能

來離開不需要的狀態，並且回到上一個步驟。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jqY4C/search?q=auc=%22%E8%B3%B4%E7%94%9F%E4%BD%9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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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介面的一致性(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使用者不應該猜測

同一種動作是否使用不同的字彙、狀態或動作，還要考慮到

瀏覽器的相容性。 

5. 預防操作錯誤發生(Error prevention)：預防使用者發生錯誤是

比錯誤訊息還重要的，預防錯誤的發生是首先考慮事情。 

6. 減少使用者記憶負擔(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系統操

作應該要盡量簡單明瞭，不要讓使用者記憶太多步驟，減少

使用者記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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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應以彈性、使用效率為設計原 則，提供對於生手或熟手

都有益處的簡潔性操作。 

8. 美觀與簡化設計 (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網站的視

覺設計與內容必須簡潔，與使不相關的內容或視覺效果都可

能會造成使用上的困難。 

9. 偵錯並從錯誤中恢復 (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錯誤訊息應該以文字敘述呈現來幫助使

用者了解錯誤發生的原因並解決問題。 

10. 幫助與說明文件 (Help and documentation)：任何系統都必須

提供讓使用者清楚且容易理解的說明文件，以協助使用者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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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導覽系統相關應用 

現在國內許多大專院校都有針對網站服務以及行動裝置進行相

關系統開發，像 APP 行動導覽或者網站的校務系統，如圖 2-1 國立

台灣大學校園地圖。將在此章節介紹國內幾間知名大學的導覽系統，

並且進行分析功能。 

 

圖 2-1 國立台灣大學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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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國立台灣大學校園地圖 

國立台灣大學校園地圖是台灣大學所開發，除了提供校園地圖

外，也提供了校園周邊以及交通路線規劃，還有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

設備位置，例如購物、洗衣、提款機、郵務……等，當然也提供校園

安全，像保健室、駐警隊、體外心臟除顫器……等，而地圖位置是由

Google Map 所提供，而除了網頁版也提供手機版網頁供使用者依需

求進行切換，下圖 2-2 與圖 2-3 為國立台灣大學校園地圖網頁板與手

機板畫面。 

 

圖 2-2 國立台灣大學校園地圖網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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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國立台灣大學校園地圖手機版 

 

2.5.2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地圖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地圖是由清華大學開發，提供了校內各大樓位

置並提供了文字敘述的路線，並提供一張建築物照片供參考使用，並

且也提供周邊的住宿、餐飲、公車站、停車場……等位置，當然提供

了體外心臟除顫器，也提供了自定義的路程規劃，不提供行動裝置網

頁版供使用者切換，但有提供手機 app 供使用者下載使用，下圖 2-4

與圖 2-5 為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地圖網頁板與校園 APP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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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地圖網頁版 

 

 

圖 2-5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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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地圖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地圖是由交通大學所開發，提供 2 個校區的建

築物以及各處室的位置圖，但內容非常簡述，提供簡短的文字敘述校

園交通路徑，以及各處室的大概位置，並且也沒有提供行動版供使用

者切換，且無其他周邊設施、交通……等介紹，相比台灣大學網站地

圖以及清華大學網站地圖相比內容是最少的，而交通大學也有提供

app 讓使用者進行下載使用，但本專題只針對網站部分所以 app 相關

就不多加介紹，下圖 2-6 為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地圖網頁板畫面。 

 

圖 2-6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地圖網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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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大學導覽系統，所製作的功能比較表，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各大學導覽網站功能比較 

經由表能得知最多都有的功能是平面圖跟建築物或教室位置，而

路線敘述規劃以及周邊便民服務或者交通路線只有台灣大學以及清

華大學有提供，而最少使用的功能是行動版切換只有台灣大學有提供

使用者這項功能做使用，但在路線敘述或規劃方便，台灣大學僅提供

Google Map 的路線規劃，並無詳細敘述路線，而清華大學也只提供

文字敘述。 

  

校名 

功能 
台灣大學 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 

學校平面圖 有 有 有 

建築或教室位置 有 有 有 

路線敘述或規劃 有 有 無 

周邊交通 有 有 無 

周邊便民服務 有 有 無 

行動版切換 有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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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開發 

3.1 硬體規格 

本專題之目的是架設網站使新生或是不了解教室位置的人，可以

更快速的知道教室位置並找到教室，下表 3-1 為伺服器的硬體規格。 

表 3-1 硬體規格 

伺服器 

處理器：Intel(R) Core(TM) i7-4790 

系統：Windows Server 2008 R2 

4G RAM 記憶體 

硬碟：1TB 

 

3.2 開發工具 

本研究網站是以 Visual Studio Express for Web 製作學校教室查詢

位置的網頁，並使用 Microsoft Visual C#和 SQL Server 2008 R2 來進

行系統的開發與管理，下表 3-2 為使用到的軟體工具。 

表 3-2 軟體工具 

需求項目 軟體工具 

資料庫 SQL Server 2008 R2 

網站程式開發 Visual Studio(ASP.NET) 

相關圖片製作 Adobe Photoshop、Floorplanner 

流程圖製作 Dia 0.97 

地圖資源 Google Maps API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javascript/?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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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Visual Studio(ASP.NET) 

Visual Studio 是用來建置 ASP.NET Web 應用程式、XML Web 

Services、桌面應用程式及行動應用程式的一套完整開發工具。Visual 

Basic、Visual C# 和 Visual C++ 都使用相同的整合式開發環境 

(IDE)，如此一來便可以共用工具，並且可以簡化混合語言方案的建

立程序。此外，這些語言可使用 .NET Framework 強大的功能，簡化 

ASP Web 應用程式與 XML Web Services 開發的工作，本專題使用

這個軟體來進行網頁系統程式的撰寫(Visual Studio .NET 簡介)。 

 

3.2.2 SQL Server 2008 R2 

SQL Server 2008 能隨時隨地管理資料，直接在資料庫中儲存結

構化、半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的文件，提供了一組多樣化的整合式服

務，能對資料進行查詢、搜尋、同步化、報告與分析等多種操作。資

料可以儲存在資料中心中的最大型伺服器上，也能儲存在桌上型電腦

與行動裝置，無論儲存位置為何，都能讓您充分控制您的資料，本專

題使用這個軟體來進行資料庫的管理(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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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Microsoft Visual C# 

C# (唸成 C sharp) 是一種程式語言，為可在.NET Framework 上

執行的多種應用程式之一。C#是簡單、強大、類型安全且以物件為

導向的語言。C#中使用了許多創新的做法，能夠提供快速的應用程

式開發，同時保留了 C 樣式語言的表達能力與雅緻。 

Visual C#是 Microsoft 的 C#語言實作。Visual Studio 支援 Visual 

C#，包含功能完整的程式碼編輯器、編譯器、專案範本、設計工具、

程式碼精靈、功能強大且易於使用的偵錯工具，以及其他各種工

具。.NET Framework 類別庫對於廣泛的作業系統服務，以及其他有

用、設計良好、可顯著加速開發週期的類別，提供存取的支援，本專

題使用這個語言來進行網頁程式碼的撰寫(Visual C#)。 

 

3.2.4 Adobe Photoshop 

Photoshop 廣泛應用在影像編輯、美工圖像及網頁設計上，除一

般影像處理功能以外，它提供了許多設計好的樣式模組、文字特效及

千變萬化的濾鏡特效，同時它也是一套影像合成軟體，擁有各種特殊

效果及修飾工具，本專題使用這個軟體來進行圖片的製作。

《Photoshop CS4 實力養成暨評量》，臺北市：碁峯資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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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Floorplanner 

Floorplanner 線上服務，用於空間設計規劃，而且免費，重點是

好上手，畫面檢視還分為 2D/3D 圖。 

Floorplanner 直接在瀏覽器內工作即可，不需要安裝軟件、插件

或者升級，使用簡單的拖曳工具就可以在幾分鐘之內繪製出精準的平

面與立體圖，提供的素材也相當的多，且很精美，可以讓使用者輕鬆

規劃出自己想要的內容，用來和設計師或是工頭們溝通會更加方便，

本專題使用這個工具來進行平面圖的繪製(Floorplanner-線上免費空

間設計軟體，輕鬆畫出精美的 2D/3D 設計圖)。 

 

3.2.6 Dia 0.97 

Dia 是一套實用的免費流程圖設計軟體，與 Microsoft Visio 相似，

它可以用來繪製多種類型的圖表。可以幫助使用者來繪製實體關係

圖、UML圖、流程圖、網絡圖，以及許多其他的圖表。另外，也可以

通過編寫簡單的 XML 文件來增加新的圖形，本專題使用這個軟體來

進行流程圖的繪製(Apps/Dia-GNOME)。 

  

http://steachs.com/archives/12727
http://steachs.com/archives/1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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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Google Maps API 

Google Maps API 是設計給網頁開發者所使用的開發工具，可以

使用這個 API 將 Google 地圖安插在自己的網頁中，並且將自己的

資料放在地圖上面呈現。也可以將多個 Google Maps API 搭配使

用，可以發揮 Google 地圖的最大優勢，讓自己本身獲得的服務更加

完美，本專題使用這個工具來進行網頁上校園地圖的製作(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 入門使用教學與範例)。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javascript/?hl=zh-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javascript/?hl=zh-tw
http://blog.gtwang.org/programming/getting-started-google-maps-javascript-api/
http://blog.gtwang.org/programming/getting-started-google-maps-javascript-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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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庫設計 

重複的資料容易產生維護及浪費磁碟空間的問題，因此需要使用

正規化來確保資料的一致性，使資料庫的使用更有效率且容易維護。 

1. 第一正規化(First Normal Form，1NF)步驟如下： 

A. 將資料表中重複的群組刪除。 

B. 每個關聯的資料建立不同的資料表。 

C. 關聯的資料使用主索引鍵來識別。 

D. 第一正規化做的是不在單一資料表儲存重複或是類似

的資料。 

2. 第二正規化(Second Normal Form，2NF)步驟如下： 

A. 可用於多筆記錄的多組值建立不同的資料表。 

B. 使用外部索引鍵，讓資料表之間產生關聯。 

C. 在關聯之中，屬性功能皆相依於主鍵，去除部分相依性

的存在。 

3. 第三正規化(Third Normal Form，3NF)步驟如下： 

A. 將不依賴索引鍵的欄位進行刪除。 

B. 第三正規化就是去除遞移相依性，也就是滿足第二正規

化及其所有的屬性，而沒有一個是具有遞移相依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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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庫結構 

一、管理者資料表 

以下為管理者資料表，記錄管理者登入時所需要的帳號及密碼，

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管理者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user_data 使用者資料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user_id char(3) N PK 管理者編號 001 

user_name varchar(7) N  帳號 A18J026 

user_passwd varchar(7) N  密碼 ******* 

 

二、教室資料表 

以下是教室資料表，包含了教室流水號、校區、大樓名稱、樓層、

教室名稱、平面圖路徑，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教室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classroom 使用者資料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clr_id char(3) N PK 教室編號 001 

clr_school nvarchar(5) N  校區 春安校區 

building nvarchar(10) N FK 大樓名稱 仙庭教學大樓 

clr_floor char(2) N  樓層 01 

clr_name nvarchar(30) N  教室名稱 教務處 

clr_url varchar(50) Y  
平面圖 

路徑 

../classroom/

pic/1f/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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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片資料表 

以下是圖片資料表，包含了圖片流水號、大樓名稱、圖片路徑，

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圖片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picture 使用者資料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pic_id char(4) N PK 圖片編號 0001 

pic_building nvarchar(10) N  大樓名稱 仙庭教學大樓 

pic_url varchar(50) N  圖片路徑 ../picture/1.jpg 

 

四、大樓經緯度資料表 

以下是大樓位子資料表，包含了大樓名稱、X 軸作標、Y 軸作標，

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大樓經緯度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coordinate 使用者資料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building nvarchar(10) N PK 大樓名稱 仙庭教學大樓 

cl_x varchar(15) N  X軸座標 24.137284 

cl_y varchar(15) N  Y軸座標 120.60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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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R-model 

下圖 3-1 為本專題資料庫資料表的 ER-model 圖 

 

 

圖 3-1 資料庫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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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功能介紹 

4.1 系統架構 

如圖 4-1，分為前臺及後臺，前臺可以觀看網站的使用說明，以

及利用關鍵字查詢教室，後臺則分為管理者帳號、教室資料、圖片、

大樓經緯度資料管理，管理者登入後可以選擇想要編輯的資料來進行

編輯。 

 

圖 4-1 網站架構圖 

  

首頁 

使用說明 

前臺（地圖導覽） 

分類搜尋 

關鍵字搜尋 

後臺（管理） 

管理者帳號管理 

教室資料管理 

圖片管理 

大樓經緯資料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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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首頁 

首頁直接呈現,擁有關鍵字查詢功能、下拉式選單查詢功能、地

圖大樓位置顯示，使用說明、以及後臺管理，這些功能可以讓使用者

快速查詢到想要找的教室資料以及大樓位置，如下圖4-2所示。 

 

 

圖 4-2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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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下拉式選單 

下拉式選單可以在未輸入關鍵字時直接選擇想要知道的資料，而

教室名稱在未選擇大樓時是沒有任何資料的，選擇大樓後會依照大樓

的不同顯示該大樓的所有教室資料，如下圖 4-3 所示。 

 

 

圖 4-3 下拉式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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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關鍵字查詢 

可以直接輸入大樓名稱，或教室名稱進行搜尋，如：508，或仙

庭教學大樓，而搜尋後將會在地圖右邊顯示文字資料以及地圖顯示大

樓方位，而點擊顯示的教室名稱可以顯示平面圖，如下圖 4-4 所示。 

 

 

圖 4-4 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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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地圖標點 

地圖上的標點可以直接顯示該棟建築名稱以及實際照片，方便使

用者識別，如下圖 4-5 所示。 

 

 

圖 4-5 地圖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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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後臺管理 

輸入管理者的帳號及密碼可以進入後臺管理系統，如下圖 4-6 所

示。後臺管理有管理者資料編輯、教室資料編輯、圖片資料編輯、大

樓經緯度編輯，如下圖 4-7 所示。 

 

 

圖 4-6 管理者登入 

 

 

圖 4-7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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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管理者資料編輯 

管理者資料編輯的功能可以新增、編輯及刪除使用者的帳號、密

碼，每頁可顯示 10 筆資料，新增使用者只要在紅色星號欄位輸入資

料按下插入就能夠新增一筆使用者資料，如有要刪除的資料只要按下

刪除資料就完成刪除動作，若需修改使用者帳號、密碼，按下編輯更

改資料後再按下更新即完成資料的變更，如下圖 4-8。 

 

 

圖 4-8 管理者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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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教室資料編輯 

教室資料編輯的功能可以新增、編輯、刪除以及搜尋教室的資

料，每頁可顯示 10 筆資料，新增只要在紅色星號欄位輸入教室資料

按下插入就能夠新增一筆資料，如有要刪除的資料只要按下刪除資料

就完成刪除動作，若需修改教室資料按下編輯更改資料後按下更新即

完成資料的變更、若要尋找教室資料就在上方空白欄位輸入教室資料

的關鍵字按下搜尋就能找到相關資料作新增、編輯、刪除等動作，如

下圖 4-9。 

 

 

圖 4-9 教室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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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圖片資料編輯 

圖片資料編輯的功能可以新增、編輯及刪除圖片資料，每頁可顯

示 10 筆資料，新增圖片只要在紅色星號欄位輸入資料按下插入就能

夠新增一筆圖片資料，如有要刪除的資料只要按下刪除資料就完成刪

除動作，若需修改圖片資料密按下編輯更改正確資料後按下更新即完

成資料的變更，如下圖 4-10。 

 

 

圖 4-10 圖片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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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大樓經緯度資料編輯 

大樓經緯度資料編輯的功能可以新增、編輯及刪除大樓的經緯

度，每頁可顯示 10 筆資料，新增大樓經緯度只要在紅色星號欄位輸

入資料按下插入就能夠新增一筆資料，如有要刪除的資料只要按下刪

除資料就完成刪除動作，若需修改大樓經緯度按下編輯更改資料後按

下更新即完成資料的變更，如下圖 4-11。 

 

 

圖 4-11 大樓經緯度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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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可用性評估 

5.1 實驗設計 

本專題讓受測者在 3 天內任意使用系統，並使用 Google 問卷表

單提供問卷，總共回收 20 份問卷，經問卷內所設計的反向題篩選，

共去除 4 份無效問卷,共有 16 份可供參考。 

 

5.2 實驗結果 

對 16 份問卷分析之後可以得出表 5-1 結果 

 

表 5-1 各評估方法之優劣比較 

題目 平均值 份數 排名 

H1 系統狀態可見性 4.218 16 4 

H2 系統與真實世界的關聯性 4.187 16 5 

H3 使用者的操作自由 4.375 16 1 

H4 介面的一致性 4.125 16 8 

H5 預防操作錯誤發生 3.937 16 9 

H6 減少使用者記憶負擔 4.25 16 2 

H7 靈活性與使用效率 4.25 16 2 

H8 美觀與簡化設計 4.187 16 5 

H9 偵錯並從錯誤中恢復 3.875 16 10 

H10 幫助與說明文件 4.187 16 5 

 

本專題之可用性評估問卷採用李克特 5 點量表(Likert，1932)來評

估可用性滿意程度。受測者有 5 個選項分別為 5 分：非常同意、4 分：

同意、3 分：普通、2 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所以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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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代表越同意，而由表 5-1 分析經過排名後可以得知，此教室查詢

網站最讓人滿意的是 H3(使用者的操作自由)，而前三名分別是 H3(使

用者的操作自由)、H6(減少使用者記憶負擔)、H7(靈活性與使用效

率)，而倒數三名的則是 H9(偵錯並從錯誤中恢復)、H10(幫助與說明

文件)、H4(介面的一致性)，本專題將會再以倒數 3 項在對系統做改

進。 

  



 

41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本研究透過學校教室位置查詢網站，讓不熟悉學校各教室或行政

處事等位置的新生或訪客可以透過網站進行查詢，了解教室大概位

置，解決在校園找不到教室的問題。 

有了後臺管理功能後，就可以透過後臺管理做即時的新增、修

改、刪除等動作來維護資料庫，讓管理者更方便使用資料庫。 

透過問卷分析後大部分的測試人員對此系統的 H3(使用者的操

作自由)、H6(減少使用者記憶負擔)、H7(靈活性與使用效率)都很滿

意，但 H9(偵錯並從錯誤中恢復)、H10(幫助與說明文件)、H4(介面的

一致性)則是普通，所以必須再針對較差的地方進行改進。 

 

6.2 未來展望 

現在許多校園導覽地圖都已數位化，但還是有些學校使用平面地

圖，數位化的校園導覽地圖提供使用者可以更準確的確定位置。而手

機 APP 也非常讓使用者願意嘗新，目前此系統還未另外開發 APP，

只有利用網站來查詢完整的教室位置，以及圖片瀏覽，所以未來的研

究方向會朝向開發相關 APP 來提供使用者使用，讓使用者能夠透過

APP 快速查詢想要到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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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甘特圖 

年月份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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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2 

月 

105 

年 

3 

月 

105 

年 

4 

月 

105 

年 

5 

月 

訂定專題題目             

網頁架構規劃             

搜集相關資料             

撰寫書面報告             

前臺系統設計與撰寫             

後臺系統設計與撰寫             

功能測試             

 

 

 

 

 

  

預定進度： 

完成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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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李冠陵 資料蒐集、平面圖繪製、海報製作。 

許國暐 
網頁架構規劃、資料蒐集、資料庫設計建置、後臺網

頁製作、書面報告製作、平面圖繪製、簡報製作。 

王允辰 
網頁架構規劃、資料蒐集、前臺網頁製作、書面報告

製作、簡報製作、問卷分析。 

陳彥融 

工作分配、網頁架構規劃、資料蒐集、資料庫設計建

置、後臺網頁製作、書面報告製作、書面報告統整、

簡報製作。 

  



 

47 

 

附錄三 專題討論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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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可用性評估問卷 

分類 問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H1 1.使用時可以很清楚知道如何使用此教

室位置查詢系統 
     

2.使用時可以很清楚知道畫面上的地圖

會標示大樓位置、名稱以及外觀照片 
     

H2 1.教室查詢系統讓我更快地知道大樓位

置以及教室位置 
     

2.利用電子地圖以及平面圖還有文字敘

述比傳統地圖方便且更快速傳達資訊 
     

H3 1.在使用此系統時,可以隨時輸入想查詢

的教室 
     

2.使用網站查詢教室位置讓我感到很困

擾 
     

H4 1.此系統的資料顯示功能介面很有一致

性 
     

2.下拉式選單以及資料顯示功能介面排

版方式不恰當 
     

H5 1.此教室查詢系統有很好防錯機制 

 
     

2.無法確定是否正確的使用此系統 

 
     

H6 1.此教室查詢系統的使用方式淺顯易懂 

 
     

2.在使用教室查詢系統時地圖資訊是清

楚的 
     

H7 1.使用時可以使用教室名稱快速找到教

室資訊 
     

2.此系統的操作過程很順暢，並可以快速

查詢到教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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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 1.此教室查詢系統的設計風格與內容相符 

 
     

2.此系統的地圖功能選項是多餘的 

 
     

H9 1.此系統能適時的給予錯誤時的解說指引 

 
     

2.此系統所提供的錯誤解說指引很難理解 

 
     

H10 1.此系統能適時的給予操作解說 

 
     

2.此系統的操作解說是有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