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庫的核心觀念 
Understanding Core  
Database Concepts

� 資料庫簡介

� 資料庫系統的分類

� 關聯式資料庫

� 資料庫語言

必須學習與理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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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資料庫簡介

所謂『資料庫（database）』是指由特定格式與有意義的資料所組成的資料紀錄

檔案。資料庫是一些相關資料的集合並可儲存資料的地方。例如公司企業所使用

的員工資料、圖書館館藏系統、訂單資料等。使用者可依據一定的原則進行資料

的新增、編輯、刪除等動作，取得更有用的資訊。

資料庫是由眾多資料表組合而成，資料表分為欄（column）及列（row）。資料

表中的每一列稱作記錄（record），資料表是紀錄的集合。每一筆記錄可記載著

一群有關聯的一組資料，這些資料可能同屬於同一個公司或同一個員工；每筆記

錄是由眾多欄位（field）組成，欄位是最基本的資料項目，它代表著一個事實

或現象，是有意義的最小單位。例如我們有一個員工資料表，欄位就可能包括員

工編號、姓名、身分證字號等。

對於龐大的資料量可能隨著時間不斷累積，使用者便可使用資料庫進行管理。而

提供資料庫服務的程式統稱為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它是用來操作及管理

資料庫的軟體，使用者可透過資料庫管理系統對資料進行新增、刪除、查詢、修

改等工作。

最常見的資料庫管理系統有個人電腦常見的 Access、Paradox，微軟伺服器使用

的 SQL Server、在 Linux 平台上的 MySQL、大型主機常使用的 Oracle、IBM 

Informix、IBM DB2、Sybase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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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模型

常見的資料庫管理系統，依資料的儲存結構可分成三種類型，分別用來處理不同

種類的資料模型，三種不同的類型如下表所示：

資料 

模型

階層式資料模式

（Hierarchical Data 

Model）

網狀式資料模式

（Network Data 

Model）

關聯式資料庫

（Relational Data 

Model）

特徵

採用樹狀結構為基礎的階層

式架構，將資料分門別類儲

存在不同的階層之下。它代

表一對多的關係（父－子關

係），通常用指標（Pointer）

來表示彼此的關係。

限制條件：任何「子」記錄

資料都必須要有「父」記錄

資料。

網狀式資料庫是將每筆

記錄當成一個節點。

節點與節點之間可以建

立關聯（也就是建立記

錄與記錄間的關聯）， 

形成一個複雜的網狀架

構。

關聯式資料庫是將資料

儲存在表格的欄、列之

中，亦即以 2 維的矩陣

來儲存資料。

優點

資料結構很類似金字塔， 不

同層次間的資料關聯性直接

且簡單。

優點是避免資料的重複

性。

可以從一個資料表中的

欄位， 透過資料表的關

聯， 找到另一個資料表

中的資料。

缺點

無法表示多對多的關係。因

資料以縱向發展， 橫向關聯

難以表示，因此資料可能會

重複出現， 而造成管理維護

上的不便。

資料之間的關聯性比較

複雜，尤其是當資料庫

的內容愈來愈多的時

候， 關聯性的維護會變

得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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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資料庫系統的分類

就資料庫中資料的儲存架構，資料庫又可分為多種類型，較常見的有： 

階層式資料庫 Hierarchical Database　

「階層式資料模式」的資料結構為樹狀結構，是由一個「樹根（Root）」記錄型

態以及多個有序的「子樹（Subtree）」所構成，其中「子樹」本身也是由記錄型

態─子樹樹根─以及多個有序的子樹所構成的樹狀結構。

網路式 Network Database

「網路式資料模式」是「階層式資料模式」的擴充，其重點在於一筆「子」記錄

可以有多個「父」記錄，所以其鏈結的型態不只一種，每種鏈結型態都代表了一

個父記錄型態與一個子記錄型態的連結。故網路式資料庫是由一個資料記錄的集

合與一鏈結的集合所組成。

整合限制條件：除非存在一個「父」記錄資料，否則其「子」記錄資料不得加入

資料庫中。

關聯式 Relational Database

「關聯式資料模式」，三個基本要素為：

1. 資料結構─為表格式（Tabilar）的資料結構，稱作為「關聯表（Relation）」，

該結構是由具有相同記錄型態的資料（Record）所構成的集合。

2. 整合條件限制─關聯表至少都需具備兩個最基本的限制條件：

�� 個體整合限制（Entity Integrity）─定義了關聯表內部的限制條件。

�� 參考整合限制（Referential Integrity）─定義了關聯表與關聯表之間的

限制條件。

3. 資料運算─如果對關聯表做某運算後，所得到的結果或中間結果也是關聯

表，則稱關聯表對該運算具有「封閉性（Closure）」。由於關聯式資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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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只有「關聯表」這種資料結構，所以每一個關聯式運算都必須使得關聯表

具有封閉性。

物件導向式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物件導向式資料庫將物件導向的概念，導入於資料庫中。並使用物件導向的方法

模擬傳統資料庫的功能。

特色：

1. 資料庫以物件的觀念取代以往的紀錄。

2. 物件本身可以由其他物件所組成。

3. 物件與物件間可有各縱向與橫向的繼承關係

4. 物件有其特定的方法（Method）定義。

5. 應用物件導向的觀念，以定義類別（class）的方式來定義各個資料項目

（entity）的欄位。

6. 資料的運算以 function（method）定義於類別內部。

7. 以 message passing 的方式，引發物件去執行 message 中所指定的 method。

 優點：

1. 無關的細節與使用者隔離，僅能由公開介面存取物件。

2. 直接表示複雜的資料模式，不須將資料標準化。

3. 不會因為長期的鎖住（lock）某筆資料而造成執行上或是使用上的困擾。

4. 支援物件識別碼技術，因此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出所要的物件。

5. 物件與物件之間有多樣化的關係。彌補了傳統資料庫的 1:1、1:m 及 m:n 的

不足處。

6. 可以處理大型且複雜的資料，並合併資料與相對應的函數操作於同一物件中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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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若要新增、移除及修改資料庫結構，應該使用哪個類別的 SQL陳述式？

(A) 資料存取語言（DAL）

(B) 資料控制語言（DCL）

(C) 資料定義語言（DDL）

(D)資料操作語言（DML）

( )2. SELECT指令屬於哪個類別的 SQL陳述式？ 

(A) 資料存取語言（DAL）

(B) 資料控制語言（DCL）

(C) 資料定義語言（DDL）

(D)資料操作語言（DML）

( )3. 您需要在學校資料庫中儲存每位學生的聯絡資訊。您應該將每位學生的資

訊存放在： 

(A) 函式

(B) 資料列

(C) 預存程序

(D)變數

( )4. 資料表中儲存單一項目資訊的元件稱為 : 

(A) 資料行

(B) 資料型別

(C) 資料列

(D)檢視

( )5. 檢視可用來： 

(A) 確保參考完整性

(B) 在另一個資料表儲存額外的資料副本

(C) 限制存取資料表中特定資料列或資料行的資料

(D)從基底資料表刪除歷程記錄資料之前先予以儲存



建立資料庫物件 
Creating Database Objects

� 資料型態

� 建立資料庫物件

� 檢視（views）

� 預存程序、函數

必須學習與理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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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建立資料庫物件

建立資料庫、在資料庫中建立資料表、插入資料至資料表、更新資料以及讀取資

料。

建立資料庫

CREATE DATABASE DB1

建一個資料庫名為 DB1，要建立資料表的資料庫名稱。

建立資料表

CREATE TABLE dbo.Products

   (PID int PRIMARY KEY NOT NULL,

    PName varchar(20) NOT NULL,

    Price money NULL,

    PDesc text NULL)

建立資料表 Products，dbo.Products 是新資料表的名稱。table_name 最多可用 

128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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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欄位 (資料行 )名稱 說明

PID Product ID即產品代號

PName Product Name 即產品名稱

Price 價格

PDesc Product Description 即產品說明

 「資料行」一般常見的翻譯為「欄位」。

 資料表中的資料行名稱。資料行名稱在資料表內必須是唯一的。

column_name 最多可以有 128 個字元。

 資料列數和資料表的總大小只受限於可用的儲存體。

 每份資料表最多可以包含 999 個非叢集索引和 1 個叢集索引。其中包括

為了支援任何定義給資料表的 PRIMARY KEY 和 UNIQUE 條件約束而產

生的索引。

建立資料表同時建複合索引

CREATE TABLE Product

  (ProductID                INTEGER,

   ProductItemID            INTEGER,

   PRIMARY KEY (ProductID, ProductItemID))

這個指令會建立 Product 資料表，欄位有 ProductID 及 ProductItemID 並以

ProductID 及 ProductItemID 為複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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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複雜的 CREATE TABLE語法說明 

以下節錄 CREATE TABLE 的參考語法，不過讀者請把它當資料查，千萬不要被

困擾了，我們只要照抄語法及關心粗體放大字型即可。

CREATE TABLE 
    [database_name.[schema_name].|schema_name.]table_name 

        ({<column_definition>|<computed_column_definition> 

                |<column_set_definition>}

        [<table_constraint>][,...n]) 

    [ON{partition_scheme_name(partition_column_name)|filegroup 

        |"default"}] 

    [{TEXTIMAGE_ON{filegroup|"default"}] 

    [FILESTREAM_ON{partition_scheme_name|filegroup 

        |"default"}]

    [WITH(<table_option>[,...n])]

[;]

<column_definition>::=

column_name <data_type>

    [FILESTREAM]

    [COLLATE collation_name] 

    [NULL|NOT NULL]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DEFAULT constant_expression] 

      |[IDENTITY[(seed, increment)][NOT FOR REPLICATION] 

    ]

    [ROWGUIDCOL][<column_constraint>[...n]] 

    [SPARSE] 

<data type>::= 

[type_schema_name.]type_name 

    [(precision[,scale]|max| 

        [{CONTENT|DOCUMENT}]xml_schema_collection)] 

<column_constraint>::=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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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IMARY KEY|UNIQUE} 
        [CLUSTERED|NONCLUSTERED] 

        [ 

            WITH FILLFACTOR=fillfactor  

          |WITH(<index_option>[,...n]) 

        ] 

        [ON{partition_scheme_name(partition_column_name) 

            |filegroup|"default"}]

  |[FOREIGN KEY] 
        REFERENCES[schema_name.]referenced_table_name[(ref_
column)]

        [ON DELETE{NO ACTION|CASCADE|SET NULL|SET DEFAULT}] 
        [ON UPDATE{NO ACTION|CASCADE|SET NULL|SET DEFAULT}] 
        [NOT FOR REPLICATION] 

  |CHECK[NOT FOR REPLICATION](logical_expression) 

} 

͆Ƽ 重要參數說明

參數 說明

CONSTRAINT

這是一個選擇性的關鍵字，用來指示開始定義 PRIMARY 

KEY、NOT NULL、UNIQUE、FOREIGN KEY 或 CHECK 條

件約束

NULL|NOT NULL

決定資料行中是否允許使用 NULL 值。嚴格來說，NULL 並

不算是條件約束，但是您可以如同指定 NOT NULL 般加以指

定。只有在也指定了 PERSISTED 時，計算資料行才能指定 

NOT NULL

PRIMARY KEY

這是一個條件約束，它利用唯一索引來強制執行一個或多

個指定資料行的實體完整性。每份資料表都只能建立一個 

PRIMARY KEY 條件約束

UNIQUE

這是一項條件約束，它透過唯一索引為指定的一個或多個資

料行提供實體完整性。一份資料表可以有多個 UNIQUE 條件

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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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CASCADE
如果從父資料表中刪除資料列的話，便從進行參考的資料表

中刪除對應的資料列

[ASC|DESC]
指定一個或多個資料行參與資料表條件約束的排序順序。預

設值是 ASC

CREATE TABLE 陳述式包含關鍵字 CREATE TABLE，後面接著新資料表的名

稱，之後則是（括在括弧裡）欄定義和條件約束清單。資料表名稱可為識別名稱

或字串。

條件約束

條件約束（Constraint）限制資料表的記錄，只有符合約束的記錄才可以儲存。

條件約束的種類：

1. 主索引條件約束

2. 外部索引鍵條件約束

3. 唯一條件約束

4. 檢查條件約束

預設條件約束－會顯示在 Management Studio 的「條件約束」。

附註 只有檢查及外部索引鍵條件約束，可以被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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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下列關於預存程序的敘述，哪個正確？ (請選擇兩個答案 ) 

(A) 執行過一次後，才會被編譯

(B) 每次執行必會建立

(C) 以存成檔案的方式來提供快速存取

(D) 若使用者沒有具備存取該資料庫的權限，仍然可以使用執行程序的方 

     式來變更表格中的資料列  

( )16. 下列何者不是預存程序的優點？ 

(A) 可降低網路負載

(B) 可增加資料庫的安全性

(C) 執行速度快，可攜性佳

(D)可將 T-SQL程式模組化，提供不同使用者使用

( )17. 資料庫的的每一個表格，可以定義三種觸發機制，下列何者為非？ 

(A)INSERT  (B)UPDATE

(C)DROP  (D)DELETE

( )18. 若有一個名為 tri_name 的觸發機制已經建立，下列哪個敘述可以刪除該

觸發機制？ 

(A)DROP TRIGGER tri_name 

(B)DROP TRIGGER 'tri_name'

(C)DROP tri_name TRIGGER  

(D)DROP('tri_name') TRIGGER 

( )19. 下列關於觸發機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觸發機制無法在表格中加強主表格與外表格之間的關係

(B) 在含有觸發機制的表格內無法定義限制條件

(C) 觸發機制可以在使用限制條件後執行

(D)觸發機制可以在使用限制條件前執行

( )20. 下列有關觸發機制的敘述，何者為真？ 

(A) 觸發機制可以刪除表格

(B) 若表格被刪除，則定義於該表格上的觸發機制也會被刪除

(C) 觸發機制可以改變資料庫的結構

(D)觸發機制不能執行流程控制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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