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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系系系】講義 

系統分析與設計 

 導論 

 資訊科技的衝擊  

 資訊系統介紹與分類  

 何謂系統分析  

 為什麼需要系分析  

 系統分析（師／方法）的角色  

 系統生命週期（SDLC） 

 系統分析與設計方法  

 

何謂系統 

 系統是一些元素的集合透過某些功能的作用來共同達成某一個特定目標。 

例如：生態系統、交通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製造系統與服務系統。 

 例：平鎮系統（交通）、客服系統（涵蓋了資訊科技與人）… 

依系統變動型態可分為 

 連續性系統（Continuous System） 

 系統中的變數會不斷改變且不間斷者。  

 例如：一個水池的水不斷地改變水位。 

 離散性系統（Discrete System）  

 系統中的變數雖仍隨時間在改變，但其變化是可以用時段劃分。  

Hit：數位與類比 

Q：系統就是軟體嗎？  

Ans. 軟體是一種系統，以資訊科技協助使用者完成各種目的，由於我們生活周遭都充滿各式

各樣的資訊系統，因此習以為常將系統對應為軟體。 

系統與程序的區別 

 程序是一些活動的集合，用輸入來創造一個輸出。  

 系統是一些元素的集合，透過一個處理程序而達成目標。 

 程序著重在系統要完成的是什麼；系統強調在如何完成。  

 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到便利商店買東西  

 買東西時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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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完東西以後發生的事 

 生活環境中，極少有不依靠資訊科技的個體與生活方式。  

 便利商店、提款機、VISA…甚至手機。  

 公司行號、政府部門，無一不使用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資訊系統油然而生。  

 人腦無法達到的記憶能力與處理速度。 

 

資料與資訊 

資料 資訊 

記錄事實 經過整理而得 

客觀 主觀 

表面沒有關聯 具有意義 

靜態 動態 

依附行動產生 可能引導行動 

只是成本 創造利益 

 

資料與資訊的實例 

便利商店記錄系報表 

資料 資訊 

12：40：33－LCT993220019 

13：40：33－LCT993220019 

13：40：33－LCT993220021 

13：40：33－LCT993220020 

18：40：33－LCT993220019 

本日賣了五瓶茶裡王 

50％的銷售集中於 12：00～14：00 之間 

日式綠茶銷售量最高 

客觀，一筆交易一筆記錄  這樣到底是賣得好還是賣不好 ?  

表面沒有關聯 
具有意義  

本月綠茶銷售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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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記錄系報表 

資料 資訊 

中午最多人買 

一動作僅記錄一次  
即時／批次更改  

綠茶＋10↑紅茶＋3  

賣一瓶記錄一瓶 決定存貨數量 

發賣與資料庫 創造利益 

 

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s, IS） 

 三大要素  

 資料（Data） 

 資料流（Data Flow） 

 處理邏輯（Processing Logic） 

 四大功能（IOPS） 

 輸入（Input） 

 輸出（Output） 

 處理（Process） 

 儲存（Storage） 

 五大元件  

 硬體、軟體、資料、程序、人員。 

 

資訊系統的三大要素 

 資料（Data） 

 包含資料與資訊  

 描述有關的人、事、物、時間、動作等事實  

 以人們能夠理解的方式呈現  

18：40：33－LCT993220019 $20茶裡王 × 1 

18：43：12－CAB9282223 $28大亨堡 × 1  

18：40：33－LCT993220019 $20茶裡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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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流（Data Flow） 

 包含資料的來源與目的地  

 結帳櫃台 店系統 區域 中心  

 處理邏輯（Processing Logic） 

 解釋資料的轉換與這些步驟所觸發的事件 

 

資訊系統的四大功能 

任何有資料存在的程序，都會有輸入、輸出、處理、儲存的動作 

任何有資料存在的程序，都會有輸入、輸出、處理、儲存的動作 

輸入：包含了所有外界的訊息與系統之前的流動 

結帳用的 Bar code，商品用的 QR code，補繳電話費輸入的號碼 

處理：將輸入的資料做有意義的處理 

結帳用的 Bar code 取得商品名稱及售價 

商品用的 QR code 取得網址 

補繳電話費輸入的號碼，取得待繳電話費  

輸出：通常是一種有互動回饋或流向另一個系統，結帳用的 Bar code 取得商品名稱及售價並顯

示在螢幕及發票上商品用的 QR code 取得網址並顯示於電腦或手機上補繳電話費輸入的

號碼，取得待繳電話費，並顯示在螢幕同時列印帳單 

儲存：將處理過的資料依目的進行同方式的儲存是資訊系統一項重要的工作。 

結帳用的 Bar code 取得商品名稱及售價並顯示在螢幕及發票上，同時記錄於 pos。 

商品用的 QR code 取得網址並顯示於電腦或手機上，並記錄瀏覽次數補繳電話費輸入的

號碼，取得待繳電話費，並顯示在螢幕同時列印帳單，完成繳費後，記錄並更門號的帳

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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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五大主要元件 

 硬體（hardware） 

 實體的所有東西。包括了伺服器、工作站、通訊設備、線材、手持裝置、以及其

他各種基礎設施。 

 軟體（software） 

 系統軟體（system software）：管理硬體，如作業系統、驅動程式… 

 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支援角色、提供使用者所需資訊的各種服務。

例如︰訂單處理系統、薪資系統。  

 資料（data）  

 資料是資訊系統運作的根本  

 轉換成有用資訊之前所必需的有足夠的資料作為素材。  

 程序（process） 

 描述所執行的各項工作的內容。  

 程序代表了真實活動。  

 18：40：33－LCT993220019  $20 背後的程序。  

 儲存購物內容、開立發票、更改庫存、更改營收。 

 使用者（users） 

 與資訊系統互動的人員。  

 使用者是可以決定一個系統的成敗的。  

 開發資訊系統的目的就是達成使用者的需求。  

 還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網路管理師，及其他資訊科技人員也佔了系統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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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的種類 

 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普及應用與必要性可見一般，有效的掌控與應用資訊已成為公司

行號乃至於機關極為重視的領域。  

 獲利企業悠關成敗  

 SCM, CRM, ERP… 

 服務機關在意成效  

 E 政府入口網、公文 e 化… 

 各種資訊系統應運而生，但如同產品定位與市場區隔，資訊系統仍有取向與功能系不同。  

資訊系統的種類─依功能性區分 

 交易處理系統（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TPS）  

 管理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MIS）  

 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Ex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EIS） 

 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ES）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交易處理系統（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TPS） 

 亦可視為稱資料處理系統（Data Processing System, DPS）。  

 主要之目的是將大量的交易內容進行自動化處理。 

 著重於資料處理與粹取。  

 處理程序與資訊需求非常結構化，且一經決定後通常就不在改變。 

 最常見的 TPS─POS（Point of Sale）銷售點系統。如：  

 加油站之加油作業、收銀系統  

 便利商店之結帳系統、iBon  

 金融機構之櫃檯系統 

TPS 發展的目的與需求 

 如何加快交易速度？  

 是否可以減低人力成本？  

 如何增進效率及準確度？  

 減少人為疏失  

 方便資料流動與整合 

 

管理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MIS） 

 將 TPS 的原始資料轉換成有意義的形式。 

 取得各式資源並加以整合資料，提供給不同層級的管理者且報表格式亦可以需求自訂。  

 主要功能是�述性報表之產生與資訊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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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 主要之目的是提供不同層級的資訊摘要描述  

 產出容易了解且有意義的資料 

同時具備不同功能卻有相同目的的資訊系統－POS 

 
 

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主要目的是支援決策者  

 提升決策效率（Efficiency） 

 達到預期效能（Effectiveness）。  

 提供互動式環境，供決策者快速運用資料與商業模式進行決策。 

 構成元件可分為三項：  

 資料庫  

 模型基礎�（如商業流程、統計） 

 使用者介面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EIS）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是針對高階主管之資訊需求而設計  

 其目的是希望高階主管能直接取得所需資訊，不需再透過其它中介使用者。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通常會再過濾及摘述關鍵資訊。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可視為決策支援系統的更多的限制版。  

 決策支援系統的一種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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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ES） 

 一個以知識法則為依據，以推理為方法（if-then-else）之智慧型程式  

 專家系統初期發展的目的是取代人類專家，並期望專家系統所提供之答覆或建議可達到

人類專家之水準。  

 目前經常用於協助專家做諮詢及判斷。  

 如今，專家系統不再強調取代專家，而是支援專家。在這樣的定位之下專家系統也漸成

為另一種決策支援系統。  

專家系統三元件 

 使用者介面  

 提供使用者友善的解釋說明及諮詢功能之介面。  

 推理機  

 控制推理過程，使之具有邏輯。  

 if 體溫＞37.5 then 發燒 else 體溫正常 

if 發燒 and 四肢無力 then A 型流感可能性高  

 知識庫  

 知識庫則是儲存專家知識，包含過去以及現在，可以不斷的擴充及更正。  

 如咖啡、蒟蒻  

 鈾 鈽  

 知識庫（knowledge base）儲存專家用以解決問題的知識。 

 推理機（inference mechanism）用以控制推理過程。 

 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乃是提供使用者友善的解釋說明及諮詢功能之介面。 

 知識擷取介面（knowledge acquisition interface）乃提供編輯、增修知識庫功能。  

 工作記憶區（working memory）儲存推理過程中之事實。 

 醫學上的 MYCIN，是醫學界最早的專家系統，它可以依據使用者所輸入的病狀及病歷表

來診斷病人的病況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ERP 是由 MRP（物料需求規劃）演變而來，幾乎函蓋了前述幾類資訊系統。  

 以管理企業所有資源為目的  

 通常包含有：  

 財務會計系統 

 成本會計系統 

 產品配銷系統 

 生產管理系統 

 物料管理系統 

 倉儲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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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資源系統 

 專案管理系統 

 品質管理系統 

  

資訊系統橫向與縱向的特性 

 除了可以用功能性來區分之外，資訊系統具有橫向及縱向的特性。  

 橫向系統（horizontal system） 

 通用的功能，大部分略作修改後就可適用於不同公司  

 如存貨系統、POS、數位學習系統… 

 縱向系統（vertical system） 

 則是為了某個產業或特殊領域量身訂做  

 例如醫療系統，面版業 SCM… 

 Hit：量產型套裝軟體，如 Windows, Office 

 

資訊系統與相關參與者 

 資訊系統開發之相關人員包括 

 使用者 

 高層主管 

 程式設計師 

 系統分析師 

 資訊系統管理者  

 資料庫管理者 

人員所扮演的角色 

 使用者 

 使用者是問題領域專家但可能並非資訊科技方面之專家  

 主要扮演提供使用者需求與領域專業知識。  

 企業經理或管理者 

 企業經理們屬於高層主管，一般來說沒有很多時間參與系統開發，但他們對系統

開發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例如承諾對系統開發所需之財力、人力、等投入。 

 擁有決定專案之相關重要性。  

 資訊系統管理者  

 通常同時擁有領域知識及資訊能力，以維持系統正常運行  

 如組織內部 IT 部門、外派代表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