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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是今年很熱門的話題，如何善用企業所擁有的數據資產進而轉化為有

用的決策基礎，是大家最關心的議題。為了契合未來業界需求的雲端架構與巨量

資料需求，SQL Server 2014提供全新記憶體（In-memory）資料表，可以將整個

資料表儲存在記憶體空間來提昇效能，更加強 AlwaysOn解決方案，旨在幫助企

業可以快速處理巨量資料，讓企業可以更迅速的跨伺服器、私有或公有雲建立及

擴充創新混合式 IT 解決方案。 

SQL Server 2014新增了多項先進功能，雲端就緒技術提供企業關鍵性任務資

料庫系統的絕佳選擇，也為使用者端的商業智慧解決方案樹立了一套新標準；新

的高可用性解決方案，提供了企業絕佳的系統服務可用性；資料的提取效能增加

了 10~100 倍；自助服務與互動式的商業智慧系統分析功能，可以快速探索及搜

尋資料並進行決策分析；安全性增加，整合管理也更為容易。 

資料庫設計與開發一般認為是資料庫學習領域裡比較辛苦的一個部分，但卻

是非常重要且不能或缺的一門學問。陳會安老師鑽研資料庫系統與程式開發多

年，在業界的實力有口皆碑。老師從 SQL Server 2005就已經開始撰寫 SQL Server
相關的書籍，非常了解學習者的需求，他的書籍一向給人淺顯易懂的好評，加上

多年的扎實功力加持在內容上，不論是入門或是進階學習者的需要均能全面照

顧。尤其本書特別結合理論與實務，不僅提供實際正規化和資料庫設計範例，更

使用大量圖例和表格來說明相關理論和觀念，讓讀者能夠輕鬆學習資料庫系統的

相關理論，更可以實際在 SQL Server 2014版建立設計成果的資料庫來驗證所學。 

本書會是我最想推薦給您的選擇。歡迎您一起加入 SQL Server 資料庫平台的

這個大家庭！ 

台灣微軟資深產品行銷協理 

邱敏珍 

台灣微軟推薦序 



 

 

Chapter 

資料庫設計工具的使用 

5-1  資料庫設計的基礎 

「資料庫設計」（Database Design）是一項大工程，因為資料庫儲存的資料

牽涉到公司或組織的標準化資訊、資料處理和儲存方式，資料庫應用程式開發不

能只會寫程式，還需要擁有資料庫相關的技術背景。 

關聯式資料庫設計（Relational Database Design）就是在建立關聯式資料庫，

更正確的說，這是建立關聯式資料庫綱要，也就是定義資料表、欄位和主索引等

定義資料。 

5-1-1  資料庫系統開發的生命周期 

資料庫系統開發的生命周期就是資料庫系

統的開發流程，它和其他應用程式的開發過程並

沒有什麼不同。資料庫系統開發的生命周期可以

分成五個階段，其流程圖如右圖所示： 

右述資料庫系統的開發流程中，第一階段的

初步計劃是描述資料庫系統的目的、功能和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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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等資訊。第二階段依照初步計劃進行資料收集、訪查來確定資料庫系統的需

求，在此階段注重的是問題，而不是系統本身，在完成需求的收集後，就可以開

始進行分析。 

在之後的三個階段是資料庫設計與實作部分，當分析完資料庫的需求後，就

可以在第三階段進行資料庫設計，第四階段是在選擇的資料庫管理系統實作資料

庫，例如：SQL Server。最後第五階段，雖然資料庫系統已經設計完成，但是，還

是需要定時維護資料庫系統，以維持資料庫系統的正常運作。 

在本節主要說明第三階段的資料庫設計，對比軟體系統開發，就是系統分析。

事實上，完整資料庫設計分成兩個部分，如下所示： 

 資料庫設計（Database Design）：依照一定程序、方法和技術，使用結構

化方式將概念資料模型（詳見下一節的說明）轉換成資料庫的過程。 

 應用程式設計（Application Design）：設計程式來建立使用者介面，並且

將商業處理流程轉換成應用程式的執行流程，以便使用者能夠輕易存取所

需的資訊，即所謂資料庫程式設計（Database Programming），進一步說

明請參閱＜第 18章：SQL Server用戶端程式開發與 LINQ＞。 

5-1-2  資料庫設計方法論 

「資料庫設計方法論」（Database Design Methodology）是使用特定程序、技

術和工具的結構化設計方法，一種結構化的資料庫設計方法。簡單的說，這是一

種計劃性、按部就班來進行資料庫設計。 

對於小型資料庫系統來說，就算沒有使用任何資料庫設計方法論，資料庫設

計者一樣可以依據經驗來建立所需的資料庫。但是，對於大型資料庫設計的專案

計劃來說，資料庫設計方法論就十分重要。 



 

5-3 

chapter 5 資料庫設計工具的使用

在本節說明的資料庫設計方法論，完整資料庫設計共分成三個階段：概念、

邏輯和實體資料庫設計，如下圖所示： 

 

上述圖例顯示當從真實世界進行需求收集和分析後，就可以撰寫資料庫需求

書，通常是使用文字來描述系統需求。接著進行三個階段的資料庫設計來建立所

需的資料模型。 

在這三個階段主要是建立概念、邏輯和實體資料模型。三個階段的資料庫設

計如下所示： 

概念資料庫設計（Conceptual Database Design） 

概念資料庫設計是將資料庫需求轉換成概念資料模型的過程，並沒有針對特

定資料庫管理系統或資料庫模型。簡單的說，概念資料模型是一種使用者了解的



 

5-4 

PART 2 建立 SQL Server資料庫與資料表

模型，用來描述真實世界的資料如何在資料庫中呈現。實體關聯圖是目前最廣泛

使用的概念資料模型。 

邏輯資料庫設計（Logical Database Design） 

邏輯資料庫設計是將概念資料模型轉換成邏輯資料模型的過程，邏輯資料庫

設計是針對特定的資料庫模型來建立邏輯資料模型，例如：關聯式資料庫模型。 

簡單的說，邏輯資料模型是一種資料庫管理系統了解的資料模型，擁有完整

資料庫綱要，我們可以使用第 2 章的外來鍵參考圖建立邏輯資料模型。事實上，

實體關聯圖不只可以建立概念資料模型，也可以用來建立邏輯資料模型，其最大

差異在於邏輯資料模型是一個已經正規化的實體關聯圖。 

實體資料庫設計（Physical Database Design） 

實體資料庫設計是將邏輯資料模型轉換成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 SQL指令

敘述，以便建立資料庫。簡單的說，實體資料模型可以描述資料庫的關聯表、檔

案組織、索引設計和額外的完整性限制條件。 

5-1-3  安裝資料庫設計工具 

「資料庫設計工具」（Database Design Tools）也稱為資料庫塑模工具

（Database Modeling Tools）或資料塑模工具（Data Modeling Tools）。 

資料庫設計工具是一套提供完整資料庫設計環境的應用程式，可以幫助我們

執行資料庫設計、建立與維護資料庫。以關聯式資料庫來說，資料庫設計工具的

最重要功能就是繪製實體關聯圖。 

Toad Data Modeler是 Quest軟體公司開發的一套專業資料庫設計工具，可以

幫助開發者、資料庫管理師或設計者有效執行資料庫設計與開發過程，並且建立

和維護資料庫設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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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新增模型 

在 Toad Data Modeler建立實體關聯圖是新增一個模型（Model），事實上，

我們在 Toad Data Modeler建立的實體關聯圖就是一種邏輯資料模型（Logical Data 

Model）。 

例如：建立目標資料庫為 SQL Server模型，預設新增名為 Main Model的子模

型，其步驟如下所示： 

啟動 Toad Data Modeler後，請執行「File>New Model」指令新增模型，或

按工具列的【New Model】按鈕，可以看到選擇目標資料庫的「Target database 

selection」對話方塊。 

 

在【Target database】欄選擇建立哪一種資料庫的模型，以此例選【MS SQL 

2005】，即微軟 SQL Server 2005 版，按【OK】鈕，可以看到新增空白標

題的子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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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存在的模型檔案，或尚未完成需修改的模型檔案，我們可以啟動 Toad 

Data Modeler執行「File>Open」指令，或按工具列的【Open Model】按鈕來開

啟存在的模型。 

5-3  新增實體 

實體（Entities）是從真實世界的資料中識別出的東西。例如：人、客戶、產

品或觀念等。屬性（Attributes）則是實體擁有的特性，例如：學生實體擁有學號、

姓名、地址和電話等屬性。 

在 Toad Data Modeler 建立模型後，我們就可以新增實體關聯圖的實體和屬

性，也就是建立 SQL Server資料表物件的定義資料。 

5-3-1  實體的圖形符號 

Toad Data Modeler實體與屬性使用的圖形符號和第 3-1節有些不同。例如：

第 3-1節的學生實體（已刪除多重值屬性地址），如下圖所示： 

 

上述學生實體是使用長方形表示實體型態；屬性是使用橢圓形的圖形符號，它

是以實線連接線來連接實體型態。 

Toad Data Modeler的實體是使用長方形圖形符號表示，屬性和索引清單直接

列示於長方形中，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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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實體分成三部分，最上方是實體名稱，中間是屬性清單，下方是索引清

單。在屬性清單顯示名稱、資料類型、NN表示 Not Null非空值、PK是主鍵、FK

是外來鍵，PFK是主鍵和外來鍵和 U是 Unique唯一值。 

5-3-2  新增與刪除實體 

在 Toad Data Modeler可以執行功能表指令，或按上方工具列按鈕來新增實體。 

新增實體 

Toad Data Modeler在新增實體後，可以替實體命名和指定資料表名稱。請先

建立名為 Ch5-3.dm2 模型檔案後，在模型新增名為學生的實體，資料表名稱也是

學生，其步驟如下所示： 

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新增名為 Ch5-3.dm2的模型檔案，目標資料庫是

SQL Server 2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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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Model>Insert>Entity」指令，或按上方工具列第 2 個【Entity】鈕，

此時游標會改成實體外觀，然後移動游標至右邊編輯區域的插入位置按一

下，即可建立實體的圖形符號，如下圖所示： 

 

按二下實體的圖形符號，可以開啟「Entity」對話方塊來編輯實體與資料表

名稱。 

 

在【Entity Name】欄輸入實體名稱，同時也會在【Table Name】欄位輸入

同名的資料表名稱，如果不想同名，請單獨更改【Table Name】欄位的資料

表名稱。 

在下方按鈕前的【Generate】核取方塊，可以勾選是否將實體輸出成 SQL指

令敘述，預設勾選，表示是需要輸出的實體。按【OK】鈕完成實體的新增，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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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執行「File>Save」指令，或工具列的【Save Model】按鈕儲存模型。 

刪除實體 

請按一下工具列最前方【箭頭】鈕進入選取模式，即可在編輯區域選取欲刪

除的實體，然後執行「Edit>Delete」指令，或按=鍵，可以看到一個確認的訊息

視窗。按【Yes】鈕即可確認刪除實體。 

5-3-3  新增屬性和指定主鍵 

在 Toad Data Modeler新增學生實體後，就可以替實體建立屬性清單和指定主

鍵，換句話說，以 SQL Server資料庫來說，就是建立學生資料表欄位的定義資料。 

學生實體擁有的屬性，和欄位的資料類型請參閱第 5-3-1節的圖例，進一步資

料類型的說明，請參閱＜第 7-1節：資料類型＞。在 Toad Data Modeler新增屬性

和指定主鍵的步驟，如下所示： 

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開啟名為 Ch5-3.dm2的模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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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學生實體，按二下實體或執行【右】鍵快顯功能表的【Edit Entity】指

令，可以看到「Entity」對話方塊。 

選【Attributes】標籤，按下方【Add】鈕新增屬性，可以看到「Attribute」

對話方塊來新增學號屬性，並且將它指定成主鍵欄位。 

 

選【Attribute】標籤後，在上方勾選

【Key】，表示欄位是主鍵欄位之一，【Not 

null】表示欄位不可為空值，【Unique】

是唯一值，以此例勾選【Key】和【Not 

null】。 

在【Attribute Name】欄位輸入屬性名稱

【學號】，【Column Name】的欄位名稱

也自動輸入學號，在【Datatype】欄選 Char

資料類型，後方【Length】長度輸入 4。 

下方【Default】欄位可以輸入預設值；

【Check】欄位可以建立欄位限制條件，

以此例沒有預設值和條件，按【OK】鈕

新增學號屬性，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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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重複上述步驟依序輸入其他屬性和欄位定義資料，如下圖所示： 

 

按【OK】鈕，即可在實體長方形中看到新增的屬性清單，如下圖所示： 

 

上述實體的顯示樣式是完整屬性清單和定義資料，請執行「View >Physical 

View」指令切換顯示完整定義資料；執行「Display Level>Attributes」指令可以顯

示完整的屬性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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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編輯屬性 

在「Entity」對話方塊輸入屬性清單後，我們可以更改屬性的排列順序、刪除指

定屬性和重新編輯屬性內容。 

刪除屬性 

對於實體中不需要或錯誤輸入的屬性，可以在「Entity」對話方塊的屬性清單

直接刪除屬性，我們只需選取屬性後，按下方 = 鈕，就可以刪除指定屬性。 

屬性排列順序 

屬性清單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箭頭按鈕來調整屬性順序。請在清單選好欲調

整順序的屬性後，按下方箭頭按鈕，即可往上或往下移動位置來調整屬性順序，

如下圖所示： 

 

重新編輯屬性 

如果需要重新編輯屬性內容，請直接在屬性清單的指定屬性上按二下，或選

取後按下方【Edit】鈕，就可以再次看到「Attribute」對話方塊來重新編輯屬性。 

5-3-5  建立索引 

在「Entity」對話方塊的【Indexes】標籤是實體的索引資料清單，我們可以在

此標籤新增實體的索引資料。例如：在學生實體建立名為【姓名索引】的索引，

其索引欄位為【姓名】，建立索引的步驟如下所示： 

請開啟 Ch5-3.dm2模型檔案，選取學生實體，按二下實體或執行【右】鍵快

顯功能表的【Edit Entity】指令，可以看到「Entity」對話方塊。 

選【Indexes】標籤，按下方【Add】鈕新增索引欄位，可以看到「Index」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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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dex name】欄位輸入索引名稱【姓名索引】，下方選【Index】標籤後，

就可以選取索引欄位。 

請選【姓名】欄位後，按【＞】鈕新增索引欄位，索引欄位如果不只一個，

請重複選取欄位。在選好後，按【OK】鈕，可以看到建立的索引，如下圖

所示： 

 

按【OK】鈕完成索引建立，在

學生實體可以看到新增的索引

資料，如右圖所示： 

 

上述圖例可以看到索引資料，因為執行「View>Display Indexes」指令切換顯

示實體的索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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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立關聯性 

關聯性（Relationships）是指二個或多個實體之間擁有的關係，在 Toad Data 

Modeler模型建立實體和新增屬性後，就可以建立關聯性來完成實體關聯圖。 

5-4-1  關聯性的圖形符號 

Toad Data Modeler關聯性的圖形符號是使用連接線表示實體之間擁有哪一種

關聯性，其關聯型態名稱是置於連接線之上，並且在連接線的端點以雞爪符號標

示關聯性的限制條件。 

關聯性的基數和參與條件 

Toad Data Modeler支援關聯性的基數和參與條件，它是使用雞爪符號直接標

示在連接線的兩個端點，其關聯性參與條件使用的術語和第 3-1-5節不同。例如：

課程實體擁有多個測驗實體，或沒有任何測驗的一對多關聯性（雞爪端是多），

如下圖所示： 

 

上述圖例的課程實體是選項參與；測驗實體是強制參與名為擁有的關聯型

態，其說明如下所示： 

 強制參與（Mandatory Participation）：即第 3-1-5節的全部參與限制條件

（Total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因為如果課程有測驗，就一定存在測

驗實體，不會有測驗而沒有課程，所以測驗實體是完全參與擁有關聯型態

的強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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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參與（Optional Participation）：即第 3-1-5 節的部分參與限制條件

（Partial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因為不是所有課程都有測驗，所以課

程實體只有部分參與擁有關聯型態，即選項參與。 

簡單的說，連接線的端點如果有小圓圈表示可為 0，在此端的實體是選項參

與，沒有小圓圈是強制參與，因為至少為 1。例如：測驗實體為 1到多是強制參與；

課程實體為 0或 1，表示是選項參與，在 Toad Data Modeler的 0或 1連接線符號

只有小圓圈，沒有「|」。 

關聯性的種類 

在 Toad Data Modeler工具列提供建立關聯性的按鈕，可以讓我們建立四種不

同的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上述工具列最左邊的 2個按鈕可以選取和新增實體，接著 4個按鈕能夠新增實

體之間的各種關聯性，其說明如下所示： 

可識別關聯性（Identifying Relationship） 

可識別關聯性是指外來鍵不只是外來鍵，還是實體的主鍵欄位之一。例如：

當實體 A關聯到實體 B，實體 A的主鍵 k不只是實體 B的外來鍵，還是主鍵欄位

之一。在 Toad Data Modeler是使用實線表示可識別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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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訂單實體的主鍵訂單編號不只是訂單明細實體的外來鍵，還是主鍵欄位

之一，所以是一種可識別關聯性。 

不可識別關聯性（Non-Identifying Relationship） 

不可識別關聯性是指外來鍵不是實體的主鍵欄位之一。例如：當實體 A 關聯

到實體 B時，實體 A的主鍵 k是實體 B的外來鍵，但不是主鍵欄位之一。在 Toad 

Data Modeler是使用虛線表示不可識別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上述訂單實體的外來鍵客戶編號不是主鍵欄位之一，所以是不可識別關聯

性，在 Toad Data Modeler的 0或 1連接線符號只有小圓圈，而沒有「|」。 

多對多關聯性（Relationship M:N） 

多對多關聯性在 Toad Data Modeler是由兩個一對多關聯性所組成，在建立時會

自動新增圓角長方形的關聯實體型態。例如：學生實體和測驗實體的多對多關聯性，

它是籍由結果關聯實體型態建立兩個一對多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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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關聯性（Informative Relationship） 

資訊關聯性的實體之間並沒有建立任何主鍵和外來鍵的關聯性，其主要目的

只是指出兩個實體之間擁有一些存在的關聯性。Toad Data Modeler是使用長短間

隔虛線表示資訊關聯性。例如：實體 A和 B之間擁有資訊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5-4-2  建立關聯性 

在 Toad Data Modeler模型新增實體和屬性後，就可以使用工具列按鈕，在多

個實體之間建立關聯性。 

建立可識別關聯性 

因為可識別關聯性、不可識別關聯性和資訊關聯性的建立步驟相似，所以筆

者只以建立可識別關聯性為例。例如：建立【學生】實體和其父執輩【家長】實

體之間的可識別一對多關聯性，其步驟如下所示： 

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開啟 Ch5-4-2-01.dm2模型檔案。 

在工具列按【Identifying Relationship】鈕後，可以看到游標圖示成為 REL，

然後就可以在「一」端的學生實體上按住滑鼠按鍵，拖拉至「多」端的家長

實體，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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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開滑鼠按鍵，可以建立預設為黑色連接線的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選取連接線，執行【右】鍵快顯功能

表的【Edit Relationship】指令，可以

看到「Relationship」對話方塊。 

選【Type】標籤，在【Name】欄輸

入關聯型態名稱【緊急聯絡】，預設

使用主鍵 Primary Key 來建立關聯

性，「Relationship Type」框可以選

擇關聯性種類，在下方【Cardinality】

欄指定基數限制條件，預設是一對

多，按【OK】鈕完成關聯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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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執行「View>Display Relationship Names」指令切換顯示關聯型態名稱，

並且拖拉調整名稱位置後，可以看到建立的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建立多對多關聯性 

在 Toad Data Modeler建立多對多關聯性，就是新增一個關聯實體型態來建立

兩個一對多關聯性。例如：建立【學生】實體和【測驗】實體之間的多對多關聯

性，其步驟如下所示： 

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開啟 Ch5-4-2-02.dm2模型檔案。 

在工具列按【Relationship M:N】鈕後，從學生實體按住滑鼠鍵拖拉至測驗

實體，放開滑鼠鍵，即可新增關聯實體型態的實體和兩個一對多關聯性。 

請調整新增實體的位置後，可以看到建立的多對多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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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下新增的實體，將實體名稱改為【結果】，然後新增關聯實體型態的成

績和日期屬性，完成多對多關聯性的建立，如下圖所示： 

 

如果是多重關聯型態（Ternary Relationship Type），即擁有三個或更多實體

型態之間的關聯性時，在 Toad Data Modeler可以先建立一個多對多關聯性後，再

新增其他實體的可識別關聯性來建立多重關聯型態。 

建立自身關聯性 

「自身關聯性」（Self Relationship）是指實體的外來鍵是參考同一個實體自

己的主鍵。例如：在【員工】實體建立自身關聯性，因為員工的直屬長官也是一

位員工，其步驟如下所示： 

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開啟 Ch5-4-2-03.dm2模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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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員工實體上執行【右】鍵快顯功能表的【Add Self-Relationship】指令新

增自身關聯性，可以看到建立不可識別的自身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5-4-3  編輯關聯性 

在選取關聯性的連接線後，執行【右】鍵快顯功能表的【Delete Relationship】

指令可以刪除關聯性。按二下連接線或執行【Edit Relationship】指令，可以開啟

「Relationship」對話方塊來重新編輯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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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對話方塊的上方顯示關聯性圖形符號，左邊實體稱為父實體；右邊是

子實體，在下方【Type】標籤的相關欄位可以設定關聯性，其說明如下所示： 

 Name：關聯型態名稱。 

 Linking method：設定使用哪一種欄位從父實體連接至子實體，預設使用

主鍵（Primary Key）欄位，如果父實體有Unique唯一屬性，或新增【Alternate 

Keys】標籤的替代鍵清單，我們也可以使用這 2種欄位來建立關聯性的連

接。 

 Relationship Type：指定關聯種類是可識別、不可識別或資訊關聯性。 

 Partiality parent：父實體的參與方式是強制或選項（只有不可識別關聯性

可設定此欄位）。 

 Partiality child；子實體的參與方式是強制或選項。 

 Cardinality：指定關聯性的基數限制條件（Cardinality Constraints），預設

是 N，改為 1就是一對一關聯性。 

 Generate：勾選是否將關聯性輸出至 SQL指令碼檔案。 

5-4-4  設定參考完整性規則 

參考完整性是關聯表與關聯表之間的完整性條件，主要是規範外來鍵的使用

規則。按二下連接線或執行【Edit Relationship】指令，可以開啟「Relationship」

對話方塊來設定參考完整性規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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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eferential Integrity】標籤可以指定父子實體在插入、更新和刪除操作時

使用的參考完整性規則，其設定值說明如下所示： 

 None：沒有使用參考完整性規則。 

 Restrict：拒絕插入、刪除或更新操作，此為預設值。 

 Cascade：連鎖性處理方式是當插入、更新或刪除時，需要作用在所有影

響的外來鍵，否則拒絕此操作。 

 Set NULL：將所有可能的外來鍵都設為空值，否則拒絕此操作。 

 Set Default：將所有可能的外來鍵都設為預設值，否則拒絕此操作。 

5-4-5  指定新的外來鍵 

在 Toad Data Modeler建立關聯性預設自動新增實體的外來鍵欄位，不過，如

果有需要，我們仍然可以更改實體的外來鍵欄位，或建立多個屬性集合的外來鍵。 

在選取關聯性的連接線後，執

行【右】鍵快顯功能表的【Foreign 

keys】指令可以指定新的外來鍵欄

位，如右圖所示： 

 

在【New FK】欄位可以使用下拉式功能表選擇其他外來鍵欄位，即建立多個

屬性集合的外來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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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產生報告和 SQL 指令 

現在我們可以使用 Toad Data Modeler重繪第 3-1節【教務系統】範例資料庫

的實體關聯圖（模型檔案是 School.dm2），如下圖所示： 

 

上述圖例的實體關聯圖是【教務系統】資料庫的邏輯資料模型。在 Toad Data 

Modeler可以執行「Model>Model Verification」指令驗證模型是否有錯誤，如果沒

有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成功完成邏輯資料庫設計。 

不只如此，Toad Data Modeler還提供完整維護資料庫結構的文件管理功能，

接著，筆者準備使用 School.dm2模型為例來產生 HTML或 RTF格式的資料庫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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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報告。並且使用自動產生 SQL指令功能來建立關聯式資料庫綱要，即執行實體

資料庫設計。 

5-5-1  產生資料庫設計文件 

Toad Data Modeler提供完整維護資料庫結構的文件管理功能，我們可以產生

HTML或 RTF格式的資料庫設計報告，來產生所需的資料庫設計文件。 

輸入模型的相關資訊 

在 Toad Data Modeler針對模型能夠輸入模型屬性的相關資訊，也就是在模型

的實體關聯圖蓋上一個說明郵戳（Stamp），其步驟如下所示： 

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開啟 School.dm2模型檔案。 

在上方工具列按最後的【Stamp】鈕，移動游標至模型右上角的空白處按一

下，即可蓋上說明郵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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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下說明郵戳，或執行【右】鍵快顯功能表的【Edit Stamp】指令，可以

看到「Model Properties」對話方塊。 

 

在【Properties】標籤的相關欄位輸入模型資訊後，按【OK】鈕即可輸入模

型屬性的相關資訊。 

產生 HTML格式的資料庫文件 

接著，我們可以產生資料庫文件，

例如：將 School.dm2 模型檔案輸出成

HTML格式的報告文件，其步驟如下所

示： 

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 開啟

School.dm2模型檔案。 

執行「File>HTML Report」指令，

可 以 看 到 「 Generate HTML 

report」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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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lect HTML report】欄位選擇報表種類，以此例是【Physical entity 

relationship report】，【Output file】欄選擇輸出路徑。 

在【Report type】欄選擇報表樣式，支援 Flash或 CSS，以此例是【CSS: top 

menu】，下方選擇輸出哪些元素，按【Generate】鈕產生 HTML 文件的報

表。 

按【View】鈕，可以開啟 Internet Explorer檢視產生的報表，如下圖所示： 

 

請按【Exit】鈕完成 HTML報表的建立。 

執行「File>RTF Report」指令可以產生 RTF格式的報告文件，不過，因為它

不支援中文編碼，產生的報告內容會有亂碼。 

5-5-2  產生 SQL的 DDL指令 

Toad Data Modeler能夠自動產生 SQL指令來建立關聯式資料庫綱要，即執行

實體資料庫設計。例如：將 School.dm2模型檔案輸出成名為 School.sql的 SQL指

令碼檔案，其步驟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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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啟動 Toad Data Modeler開啟 School.dm2模型檔案。 

執行「Model>Generate script」指令，可以看到「Script Generating」對話

方塊。 

 

在 【 File 】 欄 選 擇 SQL 指 令 碼 檔 案 和 路 徑 ， 以 此 例 是

「C:\SQLServer2014\Ch05\School.sql」，在下方「Options」框勾選輸出哪

些指令，以此例有 Tables、Primary Keys、Indexes和 Referential Integrity。 

按【Generate】鈕，稍等一下，可以產生 SQL 程式碼，按【View】鈕可以

檢視程式碼內容。 

按【Exit】鈕完成 SQL指令碼檔案的建立。 

 

 

 



Chapter 5 學習評量 
 

5-33 

1. 請說明資料庫系統開發的生命周期？完整資料庫設計可以分成哪

兩個部分？ 

2. 在本章使用的資料庫設計方法論，其完整資料庫設計共分成哪三個

階段？ 

3. 請問何謂資料庫設計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執行哪些資料庫設計？

請在讀者電腦下載和安裝 Toad Data Modeler資料庫設計工具。 

4. 請說明 Toad Data Modeler實體與屬性使用的圖形符號和第 3-1節
的圖形符號有何分別？ 

5. 請比較可識別關聯性（Identifying Relationship）和不可識別關聯
性（Non-Identifying Relationship）之間的差異為何？ 

6. 請舉例說明何謂自身關聯性（Self Relationship）？ 

7. 請說明 Toad Data Modeler的關聯性圖形符號是什麼？ 

8. 請將第 3章學習評量第 6題建立的實體關聯圖，改為使用 Toad Data 
Modeler來建立？ 

9. 請將學習評量第 8 題建立的實體關聯圖產生 HTML 格式的報告文
件？ 

10. 請將學習評量第 8題建立的實體關聯圖產生 SQL指令碼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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