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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2-1 節將 商品訂貨資料庫 .accdb 關聯分析完成，陸續將資料表建立完成，並

設定各資料表間主索引及外部索引後，必須透過資料庫關聯圖告訴 Access資料庫
各元件間的關聯性，並建立對應關聯欄位之間的關聯屬性。

3-1   使用資料庫關聯圖

點選功能區 資料庫工具 \ 資料庫關聯圖 功能，啟用資料庫關聯圖。

1  打開 資料庫關聯圖 
針對沒有看到需要的資

料表，可以點選功能區 

關聯工具 索引標籤的 顯

示資料表。

2  出 現 顯示資料表 
對話方塊，可以利用

【Shift】鍵選取相鄰的

多個資料表；或者利用

【Ctrl】鍵選取多個資

料表，將需要的資料表

加入（如圖所示），再按 

新增 鈕則可加到資料庫

關聯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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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所需要的資料表後，因資料表位置雜亂不易了解資料庫的關聯架構，則可以針

對資料表標籤的位置按住左鍵不動，移動調整適當位置。

本書以 商品訂貨資料庫 為例，主要分為三個區域，請依下圖所示調整各物件的 

位置。

3-1-1  編輯關聯

將 T訂單主檔 及 T訂單細檔 工作表中 訂單編號 欄位間的關聯連結，其方法自 T訂
單主檔 的 訂單編號 的欄位，按住滑鼠左鍵不動拖曳至 T訂單細檔 的 訂單編號 欄位

位置上，滑鼠會變成  狀態，到達定位後放開左鍵。

          

連結前 連結後

廠商資料間關聯 訂貨單間關聯 商品明細間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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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話方塊下方說明關聯類型為 一對多，其中左側 資料表 /查詢 表示為主索引欄

位。如果關聯雙方都是主索引，則關聯類型為 一對一，若一方為主索引，則為 一 
對多。 

2  對話方塊中間有三項勾選 強迫參考完整性、串聯更新關聯欄位 及 串聯刪除關聯 
記錄。

現在說明 強迫參考完整性、串聯更新關聯欄位 及 串聯刪除關聯記錄 項目之差異，

以 T訂單主檔 及 T訂單細檔 中訂單編號 0980104-01 為例：

強迫參考完整性

勾選 強迫參考完整性 可以避免記錄孤立以及使資料間可以保持同步狀態，才不會有

記錄找不到相對應資料的問題，維持資料間一致性與避免資料重複。當勾選該項目

時，則在執行更新或刪除動作時，Access 就會拒絕任何違反該資料關聯的參考完整

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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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連結後出現 編輯關聯 對
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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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 T訂單細檔 中任一訂單編號修改，但在 T訂單主檔 中無該筆相對應記錄，

故無法變更記錄。

串聯更新關聯欄位

勾選 串聯更新關聯欄位 可以讓原始的資料修改時，相對應的資料就會跟著修改，例

如：當我們欲將 T訂單主檔 資料表的訂單編號 0980104-01 修改時，希望 T訂單細
檔 資料表同筆 訂單編號 也會跟著更新。

欲修改訂單編號，但在 T
訂單主檔 查無對應該筆記

錄，故無法變更記錄

當訂單編號由 0980104-01 
修改為 0980104-02，兩者

資料表同步更新。

未
勾
選

已
勾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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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完成所有物件的建立後，最後必須建立一個介面讓使用者可以方便操作，而且關

閉 Access 相關設計環境避免使用者變更資料庫的設計。在此 Access 提供的 切換表

單管理員 及 導覽表單 的方法，可以讓我們輕鬆建立啟動畫面。

 

7-1   切換表單管理員

因為一般資料庫使用者並不了解 Access 環境，所以我們必須建立 啟動表單畫面 開
啟表單提供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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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新增切換表單管理員按鈕

Access 提供 切換表單管理員 協助啟動表單畫面建立，但此功能沒有提供在功能畫

面中，所以我們必須手動將 切換表單管理員 按鈕加入功能區內。

01  點選功能區 檔案 中 選項， 1  接著點選左側窗格 自訂功能區，然後於 2  最

右側點選 資料庫工具 項目下的 管理員 後， 3  點選 新增群組，接著 4  點選 

重新命名。

02  出現 重新命名 對話方塊，輸入顯示

名稱 其他 後按 確定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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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回到 Access選項 對話方塊，1  在中間窗格的 不在功能區的命令 下拉選單，

2  選擇 切換表單管理員 項目， 3  按 新增 鈕 4  就可以將其功能加入至 其他 

功能之下，按 確定 鈕。

04  以上步驟完成後，在功能區 資料庫工具 中即可看到 切換表單管理員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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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使用切換表單管理員

啟用切換表單管理員

點選 切換表單管理員 
鈕，第一次使用切換表單

管理員時，出現協助我們

建立 切換表單 的畫面，

請點選 是 按鈕。

建立切換表單畫面

01  啟動 切換表單管理員 
畫面，點選 新增 鈕，

分別建立切換表單頁

面，提供給使用者表

單點選及報表預覽使

用頁面切換。

02  請依下圖所示，我們提供 表單：輸入資料 /建檔 及 報表：預覽及列印 表單頁

面，給使用者點選及報表預覽使用各頁面切換。

   
1 2

03  新增切換表單頁面，

顯示結果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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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集所提供的指令，雖然可以將一些重複性的工作程序以巨集方式來完成，但仍不

能滿足所有的需求，所以為了增強 Access 的執行效益，則需藉由 Microsoft 為建立 

Windows 應用程式而開發的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來完成。

10-1   語法說明

本書並不以詳述這些為目的，主要是藉由範例與簡單操作的引導，試著讓讀者了解

什麼是 VBA 環境及程式語法。因初學者在開始要從無到有去完成一個程式是需要紮

實學習才能完成，又在網路上、論壇上或市售書籍都會提供大部份人的需求範例，

若初學者又急需將現用資料庫加入模組時，如何將範例套用在現用資料庫中，並從

中學習撰寫程式。

10-1-1  副程式與函數

Access 的模組就是存放 VBA 程式的地方，在模組中可以建立各種副程式（Sub 

Program）和函數（Function）。

Sub程序

副程式是具有程序的程式，在程式碼撰寫好後，只要呼叫副程式名稱，就會自動執

行此副程式內的程式碼，在撰寫副程式時，一定要以 Sub 開頭，最後以 End Sub 結 

尾，語法格式如下：

Sub 副程式名稱（）

      程式內容……

End Sub

Function程序

函數與副程式的寫法相似，但可以在執行程式後回傳資料，常用在使用者定義函數

上，語法格式如下：



 CHAPTER 10模組淺學   10-3

Function 函數名稱（參數名稱）

         程式內容…..

         函數名稱��運算式

End Function

事件程序

事件程序是指由某個動作所引發（稱為事件）而執行的程序。例如：按下按鈕、控

制項更新等動作，所引發程式自動執行，本書的程式皆為此方式加入。

例如：啟動  的 事件 索引標籤中 On Click 項目，點選  產生 選擇建立器 
對話方塊，點選 程式碼建立器 則啟動至模組環境。

 

其中又區分為：

 Public：可適用專案內的所有程序，執行專案內程式時其值均有效

 Dim 或 Private：可適用模組內的所有程序，執行模組內程式時其值均有效

 Dim：僅執行程序時其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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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變數宣告

變數是執行程式時存放值的地方，在變數使用前必須先宣告變數，且宣告時指定資

料型態，可更有效利用記憶體空間，防止存放錯誤型態的資料，語法格式如下：

Dim 變數名稱 As 資料型態

例如：

Dim x As Integer 即 x 變數宣告為整數型態

Dim str1 , str2 As String 即 str1 及 str2 變數宣告為字串型態

資料型態 型態說明 有效範圍

Byte 位元組 0∼ 255

Boolean 布林 Ture／ Fasle

Intenger 整數 -32,768∼ 32,767

Long 長整數 -2,147,483,648∼ 2,147,483,647

Single 單精度浮點數
-3.402823E38∼ -1.401298E-45
1.401298E-45∼ 3.402823E38

Double 倍精度浮點數
-1.79769313486231E308∼ -4.94065645841247E-324
4.94065645841247E-324∼ 1.79769313486231E308

Currency 貨幣 -922,337,203,658,477.5808∼ 922,337,203,658,477.5807

Date 日期 西元 0100/1/1∼ 9999/12/31和 0:00:00∼ 23:59:59

String 字串 0∼ 2GB

Variant 自由型態 數值：和倍精度浮點數相同／文字：和字串相同

Object 物件 參照到任意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