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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簡介系統簡介系統簡介系統簡介 

此章節的內容在描述「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的使用環境及操作

介面，讓參閱本文件的使用者能快速了解系統的使用方法。 

 

1.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此文件的目的主要在說明『電腦補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所規劃的各項

功能之操作介面，使用者可透過此文件了解本系統的架構、環境、作業流程

及系統的各項功能。 

 

1.2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此文件的範圍是針對「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之軟體操作說明，

包括系統前端(Client 端)及系統後端(Server 端)的相關說明，呈現所有功能之

畫面。 

 

1.3 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參考文件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 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SDG-2.0-SUM 軟體使用手冊指引 1988 年 12 月 01 日 

SRS-IM-2009-001-1-1 
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

軟體需求規格 
2009 年 09 月 07 日 

SDD-IM-2009-001-1-1 
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

軟體設計文件 
2009 年 10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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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 

 

  本系統「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運用品質屋建置一套企業資源

分配模式，以建立適用於不同企業組織的資源分配之電腦輔助工具。為提

供使用者能順利的使用本系統，在本章中將說明「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

系統」之系統目標、系統範圍、系統架構、軟體建構需求項目及軟體環境。 

 

2.1 系統目標系統目標系統目標系統目標 

  使用本系統之成員可分為一般使用者與系統管理員，在本節中將首先

說明本系統的系統目標。 

由於品質屋的相關理論或應用已達成熟階段，然大都以人工的方式進

行計算，所需耗費的人力成本較高，且缺乏再使用性。因此，本系統將品

質屋的概念以 Web-based 的方式呈現，讓使用者可以廣泛使用在任何產業

及產品的品質屋。 

此外，後端管理系統與前端網頁皆採用動態聯結的方式，前端與後端

均藉由資料庫存取，相較於舊式的網站所採用的 HTML(人工網頁更新)方

式，讓管理者對資料的正確性及完整性的確保能更具靈活性與彈性。 

 

2.2 系統範圍系統範圍系統範圍系統範圍 

                2.2.1 系統名稱系統名稱系統名稱系統名稱 

     「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 

                2.2.2 具備之功能具備之功能具備之功能具備之功能 

     使用者(Client)端： 

� 會員中心－註冊會員 

� 品質屋管理 

� 常見問題 

� 關於我們 

� 聯絡我們 

� 建立品質屋 

� 修改品質屋 

� 歷史記錄（品質屋） 

      

     管理者(Server)端： 

� 帳號管理 

� 顧客資料追蹤 

� 顧客問題反應 

� Q&A 維護 

� 產業管理 

� 資料庫備份 

� 訊息公告 

� 品質屋資料管理 

� 關於我們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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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系統環境系統環境系統環境系統環境 

在本節中將分別說明 Server 端之硬體需求、Client 端之硬體需求、

軟體需求及網路協定。 

 

2.2.3.1 Server 端之硬體需求端之硬體需求端之硬體需求端之硬體需求 

 

CPU Intel 600 或 AMD K7-700 級 CPU 相容性以上 

硬碟 80G 以上 

記憶體 256MB 以上 

網路卡 DFE -500 TX PCI 相容規格 

顯示器 15 吋以上之彩色螢幕 

鍵盤 標準式鍵盤 

滑鼠 標準雙鍵滾輪滑鼠 

 

   2.2.3.2 Client 端之硬體需求端之硬體需求端之硬體需求端之硬體需求 

 

CPU Intel 600 或 AMD K7-700 級 CPU 相容性以上 

硬碟 20G 以上 

記憶體 64MB 以上 

網路卡 DFE -500 TX PCI 相容規格 

顯示器 15 吋以上之彩色螢幕 

鍵盤 標準式鍵盤 

滑鼠 標準雙鍵滾輪式滑鼠 

 

2.2.3.3 軟體需求軟體需求軟體需求軟體需求 

 

作業系統 Linux、Windows XP 

開發工具 Appserv-win32-2.5.4a 

資料庫 My SQL 

開發語言 PHP，Java Script、CSS 

網頁製作軟體 Dreamweaver MX2004 

影像處理軟體 Illustrator CS3、Photo Impact 

 

                        2.2.3.4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協定協定協定協定 

 

網路通訊協定 符合 TCP/IP、HTTP 之網路通訊協定 

連線方式 ADSL、一般撥接皆可 

郵件通訊協定 SMTP、P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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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概述作業概述作業概述作業概述 

  本章節主要在說明系統與子系統的使用者職責，及作業流程。 

 

        3.1    使用者職責使用者職責使用者職責使用者職責 

    根據系統功能的使用分類，分別說明各功能的工作範圍與職責。 

 

        3.1.1 使用者功能使用者功能使用者功能使用者功能 

   

註冊會員 
使用者需註冊成為 HOQ 網站會員，即可開始使用本網

站提供之品質屋功能的資料做預設及參考。 

HOQ 品質屋 
使用者需登入會員後，即可開始觀看產業之預設屋資

料，以及建立新的品質屋。 

常見問題 
關於本網站在使用上常遇到的問題，使用者可以使用

常見問題功能以進行查詢。 

關於我們 
使用者可以使用關於我們功能，了解本網站系統介紹

以及相關資料作為參考。 

連絡我們 
若使用者在使用上有任何問題，可以寄發 E-mail 給管

理者。 

 

        3.1.2 管理者功能管理者功能管理者功能管理者功能 

 

帳號管理 管理者可針對每一位會員的資料做刪除/修改的動作。 

顧客資料追踨 
管理者可查詢在每個產業中，得知六十天以上未登入

的會員，並寄發信件通知會員已六十天未登入。 

顧客問題反應 
管理者可從此功能看會員從「連絡我們」所發出的信

件。 

Q&A 維護 
管理者可針對前端的「常見問題」做新增/刪除/修改資

料。 

產業管理 管理者可對此功能做新增/刪除/修改產業內容。 

資料庫備份 管理者可利用此功能進行資料回存的動作。 

訊息公告 
管理者可以對前端首頁的「公佈欄」，做新增/刪除/修

改公告。 

品質屋資料管理 
管理者可以針對預設品質屋的原始資料做新增/刪除/

修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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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 

    系統的作業程序可分為前端網頁(Client 端)與後端管理(Server 端)，以下

分別說明之。 

 

         3.2.1 前端網頁前端網頁前端網頁前端網頁(Client 端端端端) 

              (1)進入 Linux 或 Windows XP 作業系統 

              (2)點選進入 Firefox 或 Internet Explorer 

              (3)鍵入「電腦輔助企業資源配置系統」之網址 

              (4)使用鍵盤及滑鼠進行使用者註冊或登入使用 

              (5)進入點選之功能畫面 

              (6)使用完畢後，回首頁登出 

       (7)離開系統或關閉瀏覽器 

                      

         3.2.2 後端管理後端管理後端管理後端管理(Server 端端端端) 

              (1)進入 Linux 或 Windows XP 作業系統 

              (3)點選進入 Firefox 或 Internet Explorer 

              (4)輸入管理者帳號密碼登入後端管理網頁 

              (5)點選各項管理功能進行維護動作 

              (6)使用完畢後，登出系統或關閉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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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操作說明功能操作說明功能操作說明功能操作說明 

        在本章中將分別說明前端使用者的功能及後端管理系統。 

 

    4.1  前端使用前端使用前端使用前端使用者者者者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執行前端的各項功能，包括使用者鑑別、個人資料管

理、品質屋管理、常見問題、關於我們、及連絡我們，以下各節

分別說明各個功能。 

 

        4.1.1  使用者鑑別使用者鑑別使用者鑑別使用者鑑別 

        功能說明：使用者包括一般使用者及系統管理者，使用者需完成註冊動作，

根據兩者有不同的權限而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使用者鑑別功能包

括登入系統與註冊資料。 

 

    4.1.1.1  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 

    功能說明：使用者必須在前端進行登入動作，即可執行功能。 

   

【1】 使用者輸入 http://164.17.9.101 之網址，即可進入“電腦輔助企

業資源配置系統”，如圖 4.1.1.1-1 所示。 

  

 

圖 4.1.1.1-1 系統前端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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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輸入帳號與密碼並點選“Login＂以完成登入動作，如圖 4.1.1.1-2

所示。 

 

 

圖 4.1.1.1-2 進行登入 

 

 

        4.1.1.2  註冊資料註冊資料註冊資料註冊資料 

功能說明：使用者若非註冊會員，必須先註冊帳號並輸入個人基本資料，

方可進行登入動作。  

 

   【1】 點選“註冊會員＂按鈕。 

   【2】 閱讀 HOQ 品質屋會員條款，並選擇“同意＂按鈕，如圖 4.1.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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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2-1 註冊會員條款 

 

 

   【3】 輸入基本資料。包括：負責人姓名、公司名稱、統一編號、電話、

地址、E-mail、產業類別。 

   【4】 統一編號即為會員帳號，輸入密碼，並確認密碼。 

   【5】 輸入驗證碼確認資料，如圖 4.1.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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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2-2 會員資料輸入 

 

【6】 系統跳出註冊會員成功，並可啟動帳號，如圖 4.1.1.2-3 所示。 

 

 

圖 4.1.1.2-3 註冊會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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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個人資料管理個人資料管理個人資料管理個人資料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會員進行密碼查詢及個人資料修改。 

 

    4.1.2.1  密碼查詢密碼查詢密碼查詢密碼查詢 

  功能說明：提供會員進行個人密碼查詢，當密碼不慎遺忘，可利用此功能進

行密碼查詢動作。 

 

【1】 點選“忘記密碼＂，如圖 4.1.2.1-1 所示。 

 

 

圖 4.1.2.1-1 點選忘記密碼 

 

   【2】輸入負責人姓名、統一編號、E-mail，如圖 4.1.2.1-2 所示。 

 

 

圖 4.1.2.1-2 忘記密碼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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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取得該會員密碼，並建議修改密碼，如圖 4.1.2.1-3 所示。 

 

 

圖 4.1.2.1-3 取得密碼 

 

 

   【4】 輸入原始密碼與欲修改之新密碼，如圖 4.1.2.1-4 所示。 

 

 

圖 4.1.2.1-4 修改密碼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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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2    修改個人資料修改個人資料修改個人資料修改個人資料 

  功能說明：提供會員進行個人資料修改。 

 

【1】 登入會員後，功能列新增“建立品質屋＂、“修改資料＂、“歷史

紀錄＂等按鈕。 

【2】 點選“修改資料＂。 

【3】 修改內容包括負責人姓名、電話、地址、E-mail 等，公司名稱、統

一編號、主產業、次產業為不可修改，如圖 4.1.2.2 所示。 

 

 

圖 4.1.2.2 修改會員資料 

 

        4.1.3    品質屋管理品質屋管理品質屋管理品質屋管理 

        功能說明： 提供使用者建立及查詢品質屋資料，包括品質屋教學、建立品質

屋及歷史紀錄。 

 

        4.1.3.1 品質屋教學品質屋教學品質屋教學品質屋教學 

  功能說明：以圖表方式呈現，引導使用者建立品質屋。 

 

   【1】 點選“HOQ 品質屋＂，即可進入品質屋教學，如圖 4.1.3.1-1 及

4.1.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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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1 品質屋教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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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2 品質屋教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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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 建立品質屋建立品質屋建立品質屋建立品質屋 

  功能說明：引導使用者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品質屋。 

 

【1】 使用者需登入會員，即可使用建立品質屋功能。 

【2】 點選“建立品質屋”，即可選擇直接建立品質屋及觀看預設品質

屋，如圖 4.1.3.2-1 所示。 

 

 

圖 4.1.3.2-1 建立品質屋及觀看預設品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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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觀看預設品質屋”，即可使用預設品質屋功能，如圖 4.1.3.2-1

所示。 

【4】 使用下拉選單選擇主產業及次產業，點選“確定＂，即可產生預設

品質屋，提供使用者參考。 

 

 

圖 4.1.3.2-2 預設品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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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選擇“新建品質屋”，即可設定技術及顧客需求選項的數量，如圖

4.1.3.2-3 所示。 

 

 

圖 4.1.3.2-3 設定需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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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設定技術及顧客需求，並使用符號表示強度以設定關係矩陣的關係

強度，如圖 4.1.3.2-4 所示。 

 

 

圖 4.1.3.2-4 設定需求及關係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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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使用符號表示強度以設定技術需求相關矩陣的相關強度，如圖

4.1.3.2-5 所示。 

 

 

圖 4.1.3.2-5 設定技術需求相關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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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使用符號表示強度以設定顧客需求相關矩陣的相關強度，以及設定

權重，如圖 4.1.3.2-6 所示。 

   【10】點選“結果＂按鈕，即可完成所有設定。 

 

 

圖 4.1.3.2-6 設定技術需求相關矩陣及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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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關係矩陣及相關矩陣設定完成後，即可顯示完整品質屋，如圖

4.1.3.2-7 所示。 

   【12】點選“進行分析”按鈕，系統將依計算結果提供使用者建議。 

 

 
圖 4.1.3.2-7 顯示品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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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可選擇著重不同的關鍵因子以顯示品質屋分析結果提供使用者參

考，如圖 4.1.3.2-8 所示。 

   【13】點選“儲存＂按鈕，資料將儲存至品質屋歷史紀錄。 

 

 

圖 4.1.3.2-8 品質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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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3 歷史紀錄歷史紀錄歷史紀錄歷史紀錄 

  功能說明：提供使用者查看過去建立的品質屋，以作為使用者日後參考的依

據。 

 

【1】 點選“歷史紀錄”，即可顯示過去建立的品質屋資料清單，如圖

4.1.3.3-1 所示。 

【2】 使用者可選擇欲查看的品質屋，並點選“品質屋序碼＂，即可查看

歷史品質屋。 

 
圖 4.1.3.3-1 品質屋歷史紀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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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顯示歷史品質屋，如圖 4.1.3.3-2 所示。 

【4】 使用者可列印本頁及進行分析。 

 

 
圖 4.1.3.3-2 歷史品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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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功能說明：提供會員使用此系統常遇之問題，並給予使用方面之解答。 

 

【1】 點選“常見問題”。 

【2】 顯示所有常見問題清單，如圖 4.1.4-1 所示。 

【3】 選擇欲觀看之問題，即可閱讀內容。 

 

 

圖 4.1.4-1 常見問題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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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顯示常見問題之解答，如圖 4.1.4-2 所示。 

 

 

圖 4.1.4-2 常見問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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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關於我們關於我們關於我們關於我們 

  功能說明：使會員了解品質屋功能、建置此系統之目的以及未來展望。 

 

【1】 點選“關於我們”。 

      【2】 顯示內容包括關於我們、關於品質屋、系統目的、未來展望，如圖

4.1.5 所示。 

 

 

圖 4.1.5 關於我們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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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連絡連絡連絡連絡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功能說明：會員可透過此功能提出問題給管理者。 

 

【1】 點選“連絡我們＂。 

【2】 輸入問題主旨、E-mail 及問題內容，若已登入系統者，E-mail 欄位

將自動顯示會員之 E-mail，如圖 4.1.6 所示。 

 

 

圖 4.1.6 連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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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後端管理後端管理後端管理後端管理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功能說明： 管理者需於前端首頁進行登入動作，即可執行後端管理功能。後

端管理功能包括：帳號管理、會員資料追蹤管理、信件管理、

Q&A 管理、產業管理、資料庫備份管理、訊息公告管理、及品

質屋資料管理，詳細功能將分述於以下各子章節。 

 

【1】 由前端首頁進行登入，鍵入管理者帳號密碼。 

【2】 功能列表新增“後端管理＂按鈕，如圖 4.2-1 所示。 

【3】 點選“後端管理＂按鈕，連結至網址： 

http://164.17.9.101/root/index.htm 

 

 

圖 4.2-1 管理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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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顯示後端管理首頁，如圖 4.2-2 所示。 

 

 

圖 4.2-2 後端管理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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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帳號管理帳號管理帳號管理帳號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瀏覽、修改及刪除會員資料。 

 

【1】 點選“帳號管理＂，即可瀏覽會員資料，如圖 4.2.1-1 所示。 

 

 
圖 4.2.1-1 帳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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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編輯＂按鈕，即可修改會員資料及權限設定，如圖 4.2.1-2

所示。 

 

 

 
圖 4.2.1-2 修改會員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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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會員資料追蹤管理會員資料追蹤管理會員資料追蹤管理會員資料追蹤管理 

  功能說明：顯示超過 60 天未登入之會員，並提供管理者寄信通知該會員進 

行登入動作。 

 

【1】 點選“顧客資料追蹤＂，即可顯示超過 60 天未登入的會員，如圖

4.2.2 所示。 

【2】 可選擇各主產業的會員清單。 

【3】 點選“寄發信件＂，系統將自動寄出信件通知該會員超過 60 天未

登入通知。 

 

 

圖 4.2.2 顧客資料追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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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信件管理信件管理信件管理信件管理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處理會員來信，並可回覆會員問題之解答，功能包

括：信件回覆、信件刪除、及信件註記。 

 

 

【1】 點選“顧客問題反應＂，即可顯示會員來信清單，如圖 4.2.3 所示。 

 

 

圖 4.2.3 信件管理清單 

 

 

 

 

 

 

 

 

 

 

 

 



SUM-IM-2009-001-1-1 

39 

        4.2.3.1 信件回覆信件回覆信件回覆信件回覆 

  功能說明：回覆會員之來信。 

 

【1】 選擇問題即可觀看內容，如圖 4.2.3.1-1 所示。 

【2】 輸入問題之解答，點選“回覆＂，系統將自動回信，並顯示寄件成

功，如圖 4.2.3.1-2 所示。 

 

 

圖 4.2.3.1-1 信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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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2 顯示寄件成功 

 

 

【3】 回覆內容不得為空值，若為空值，系統將不予寄發，如圖 4.2.3.1-3

所示。 

 

 

圖 4.2.3.1-3 回覆內容不得為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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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2 信件刪除信件刪除信件刪除信件刪除 

  功能說明：刪除會員之來信。 

 

   【1】 點選“刪除＂按鈕，如圖 4.2.3.2-1 所示。 

 

 

圖 4.2.3.2-1 點選刪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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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顯示刪除確認視窗，如圖 4.2.3.2-2 所示。 

【3】 點選“確定＂按鈕，即可刪除信件。 

 

 
圖 4.2.3.2-2 確認刪除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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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3 信件註記信件註記信件註記信件註記 

    功能說明：註記會員之信件，送至 Q&A 維護。 

 

【1】 點選“註記＂按鈕，信件將傳送至 Q&A 維護功能，如圖 4.2.3.3

所示。 

 

 

圖 4.2.3.3 註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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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Q&A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將會員之常見問題傳送至前端常見問題功能。 

 

【1】 點選“Q&A 維護”，即可顯示註記信件及 Q&A 列表清單，如圖

4.2.4-1 所示。 

【2】 選擇問題，即可觀看內容。 

 

 
圖 4.2.4-1 Q&A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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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回答框輸入問題之解答，如圖 4.2.4-2 所示。 

【4】 點選“新增”按鈕，該筆 Q&A 將傳送至 Q&A 列表。 

 

 

圖 4.2.4-2 註記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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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A 列表之 Q&A，即為前端常見問題功能之常見問題，如圖

4.2.4-3 所示。 

【6】 Q&A 可進行修改及刪除動作。 

 

 

圖 4.2.4-3 Q&A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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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產業管理產業管理產業管理產業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針對主產業、次產業進行新增、修改、刪除動作。 

 

【1】 點選“產業管理＂，即可顯示產業功能選單，如圖 4.2.5 所示。 

 

 
圖 4.2.5 產業管理功能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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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1 主產業管理主產業管理主產業管理主產業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進行主產業新增、修改、刪除動作。 

 

【1】 點選“新增主產業＂按鈕，即可顯示新增頁面，如圖 4.2.5.1-1 所示。 

【2】 於主產業欄位輸入欲新增之主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新增

主產業。 

 

 

圖 4.2.5.1-1 新增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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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刪除主產業＂按鈕，即可顯示刪除頁面，如圖 4.2.5.1-2 所示。 

【4】 選擇選單之主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刪除主產業。 

 

 

圖 4.2.5.1-2 刪除產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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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點選“修改主產業” 按鈕，即可顯示修改頁面，如圖 4.2.5.1-3 所示。 

【6】 選擇選單之主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進行主產業修改。 

 

 

圖 4.2.5.1-3 修改主產業 

 

   【7】 於主產業欄位輸入欲修改之主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修改

主產業，如圖 4.2.5.1-4 所示。 

 

 

圖 4.2.5.1-4 修改主產業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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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2 次產業管理次產業管理次產業管理次產業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進行次產業新增、修改、刪除動作。 

 

【1】 點選“新增次產業＂按鈕，即可顯示新增頁面，如圖 4.2.5.2-1 所示。 

   【2】 於次產業欄位輸入欲新增之次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新增

次產業。 

 

 

圖 4.2.5.2-1 新增次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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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刪除次產業＂按鈕，即可顯示刪除頁面，如圖 4.2.5.2-2 所示。 

【4】 選擇選單之次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刪除次產業。 

 

 

圖 4.2.5.2-2 刪除次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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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點選“修改次產業” 按鈕，即可顯示修改頁面，如圖 4.2.5.2-3 所示。 

【6】 選擇選單之次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進行次產業修改。 

 

 

圖 4.2.5.2-3 修改次產業 

 

   【7】 於次產業欄位輸入欲修改之次產業，點選“確定＂按鈕，即可修改

次產業，如圖 4.2.5.2-4 所示。 

 

 

圖 4.2.5.2-4 修改次產業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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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資料庫備份管理資料庫備份管理資料庫備份管理資料庫備份管理 

  功能說明：系統定時自動備份資料庫，若有部分資料損壞或誤刪，管理者可

藉由備份檔案回復資料。 

 

【1】 點選“資料庫備份”，即可顯示已備份資料的清單，如圖 4.2.6 所示。 

【2】 可選擇備份日期，點選“存回＂，即可回復該日期的備份資料。 

 

 

圖 4.2.6 資料庫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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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訊息公告管理訊息公告管理訊息公告管理訊息公告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針對前端首頁訊息公告顯示之資料做修改。 

 

【1】 點選“訊息公告＂，即可進行訊息公告管理，如圖 4.2.7-1 所示。 

【2】 輸入主題及內容，點選“送出＂，資料將新增至訊息公告清單。 

【3】 訊息公告清單之內容可進行刪除及編輯內容。 

 

 

圖 4.2.7-1 訊息公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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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欲修改之主題及內容，點選“送出＂，即可修改該筆訊息公

告，如圖 4.2.7-2 所示。 

 

 

圖 4.2.7-2 修改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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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品質屋資料管理品質屋資料管理品質屋資料管理品質屋資料管理 

  功能說明： 提供管理者針對品質屋的資料內容進行修改，包括：顧客需求

管理、顧客技術管理、品質屋代碼管理、及建議資料管理。 

 

【1】 點選“品質屋管理”，即可進入品質屋資料修改頁面，如圖 4.2.8 所

示。 

【2】 可依據欲修改的需求，選擇進入相對應的功能畫面。 

 

 

圖 4.2.8 品質屋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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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1 顧客需求管理顧客需求管理顧客需求管理顧客需求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針對品質屋的顧客需求預設值進行編輯。 

 

【1】 點選“新增顧客需求”，即可進入編輯顧客需求清單，如圖 4.2.8.1-1

所示。 

【2】 輸入編號及需求，點選“新增＂，即可新增顧客需求。 

【3】 輸入編號或需求，點選“查詢＂，即可查詢顧客需求。 

【4】 點選“刪除＂，顧客需求可進行刪除的動作。 

【5】 點選“編輯＂，顧客需求可進行編輯的動作。 

 

 

圖 4.2.8.1-1 顧客需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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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欲刪除顧客需求，點選“送出＂，即可刪除該筆顧客需求，如圖

4.2.8.1-2 所示。 

 

 

圖 4.2.8.1-2 刪除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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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輸入欲修改的編號及需求，點選“送出＂，即可修改顧客需求，如

圖 4.2.8.1-3 所示。 

 

 

圖 4.2.8.1-3 編輯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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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2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針對品質屋的技術需求預設值進行編輯。 

 

   【1】 點選“新增技術需求”，即可進入編輯技術需求清單，如圖 4.2.8.2-1

所示。 

【2】 輸入編號及需求，點選“新增＂，即可新增技術需求。 

【3】 輸入編號或需求，點選“查詢＂，即可查詢技術需求。 

【4】 點選“刪除＂，技術需求可進行刪除的動作。 

【5】 點選“編輯＂，技術需求可進行編輯的動作。 

 

 

圖 4.2.8.2-1 技術需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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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欲刪除技術需求，點選“送出＂，即可刪除該筆技術需求，如圖

4.2.8.2-2 所示。 

 

 

圖 4.2.8.2-2 刪除技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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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輸入欲修改的編號及需求，點選“送出＂，即可修改技術需求，如

圖 4.2.8.2-3 所示。 

 

 

圖 4.2.8.2-3 編輯技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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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3 品質屋代碼管理品質屋代碼管理品質屋代碼管理品質屋代碼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針對預設品質屋的相關代碼進行編輯。 

 

【1】 點選“品質屋代碼區＂，即可進入編輯品質屋代碼清單，如圖

4.2.8.3-1 所示。 

【2】 下拉選單可選擇主產業及次產業。 

【3】 點選“刪除＂，品質屋代碼可進行刪除的動作。 

【4】 點選“編輯＂，品質屋代碼可進行編輯的動作。 

 

 

圖 4.2.8.3-1 品質屋代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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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欲刪除品質屋代碼，點選“送出＂，即可刪除該筆品質屋代碼，如

圖 4.2.8.3-2 所示。 

 

 

圖 4.2.8.3-2 刪除品質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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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輸入欲修改的各項代碼，點選“送出＂，即可修改品質屋代碼，如

圖 4.2.8.3-3 所示。 

 

 

圖 4.2.8.3-3 編輯品質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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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4 建議資料建議資料建議資料建議資料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功能說明：提供管理者針對品質屋分析結果的建議資料進行編輯。 

 

【1】 點選“建議資料”，即可進入建議資料清單，如圖 4.2.8.4-1 所示。 

【2】 輸入編號及建議內容，點選“新增＂，即可新增建議資料。 

【3】 輸入編號或建議內容，點選“查詢＂，即可查詢建議資料。 

【4】 點選“刪除＂，建議資料可進行刪除的動作。 

【5】 點選“編輯＂，建議資料可進行編輯的動作。 

 

 
圖 4.2.8.4-1 建議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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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欲刪除建議資料，點選“送出＂，即可刪除該筆建議資料，如圖

4.2.8.4-2 所示。 

 

 

圖 4.2.8.4-2 刪除建議資料 



SUM-IM-2009-001-1-1 

69 

【7】 輸入欲修改的編號及建議內容，點選“送出＂，即可修改品質屋建

議資料，如圖 4.2.8.4-3 所示。 

 

 

圖 4.2.8.4-3 編輯建議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