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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成果 

4.1、商業概念 

本研究藉由三種方式來獲取商業概念及建立該領域之知識： 

一、 與某金控商業銀行之風險管理部門的職員進行訪談，本研究共進行六次

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一個半到兩小時，由衷感激風管處兩位先生的配

合及指導，這部分才能順利進行。 

二、 整理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之作業辦法及文件，此部分為主要的商業概念

來源。 

三、 研讀風險管理相關文獻及報告。 

現將經由三種方式所得到的商業概念列舉於下，共計 356 個商業概念。 

未平倉部位、未行使之選擇權部位、來電時間、存繳保證金比率、最終收益率、

參考收益率、收益率、外幣投資組合本金、轉存授權書所載金額、應計收益、存款

本金、產品決價結果、存款金額、實際入帳金額、實際承做價格、交易金額、違約

金、違約金之原幣金額、違約金原幣金額產生之台幣兌換金額、利息所得稅、利息、

保證金、權利金、訂約手續費、顧客擔保品餘額、未實現損益、已實現但未到期之

交易盈虧、存單利率、掛牌利率、牌告匯率、即期匯率、人民幣對美元匯率、外匯

市場收盤行情資料、國際外匯市場價格、檔期匯率、遠期匯率、成交匯率、結清匯

率、議定匯率、評估匯率、承做匯率、訂約匯率、原訂約匯率、清算匯率、匯率差

價、換匯點數、分行腰型章、主管私章、外匯活期存款--外匯保證金專戶印鑑卡、

客戶原留印鑑、外幣綜合存摺、日圓、英鎊、澳元、加幣、瑞士法郎、美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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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歐元、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風險預告書、匯率選擇權訂約申請書、匯率選擇權

開戶資料通知單、辦理匯率選擇權業務進/扣帳授權書、匯率選擇權交易契約書、從

事衍生性商品處理程序之相關規定影本、承做衍生性金融商品授權書、董監事會議

記錄或股東會議記錄、各項外匯案件承做申請書、選擇權交易單、匯率選擇權行使/

到期交易單、選擇權交易確認書、選擇權行使/提前結清申請書、客戶未到期選擇權

部位損益評估表、選擇權行使確認書、交易識別代碼通知單、定期存單、遠期外匯

處理記錄單、選擇權交易對帳單兼補繳擔保品通知單、大額遠期外匯傳輸資料表、

事故發生/解除登錄單、外幣投資組合契約書、成交確認書、產品說明書、外幣投資

組合轉存授權書兼登錄單、外匯綜合存款活期轉帳明細表、外匯綜合存款定期轉帳

明細表、外幣投資組合成交確認書、外幣投資組合轉存授權書自動失效通知書、外

匯定期存款計息單、外幣投資組合中途解約結算通知書、外匯活期存款存入憑條計

息單、匯入匯款買匯水單、外幣轉帳支出傳票、交易日報附條、法院扣押命令、外

匯活期外匯定存息轉帳明細表、外幣投資組合到期結算通知書、外幣投資組合交易

控管表、外幣投資組合結算明細表、董監事名冊影本或股東名冊影本、ISDA 主約及

副約、應補繳保證金或停損顧客名單表、外匯交易單、外匯保證金交易對帳單、交

易確認書、外匯保證金交易客戶開戶資料通知書、外匯保證金交易日報表、外匯收

支或交易申報書、預售預購遠期外匯、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日報表、無本金交割遠

期外匯客戶開戶資料通知單、客戶存入補繳擔保品通知單、辦理無本金交割遠期外

匯業務進/扣帳授權書、信用狀修改書、遠期外匯客戶展期清算收益控管表、聯行往

來劃收報單、兌換傳票、買賣遠期外匯登記簿、遠期外匯十日內訂約到期明細表、

總行國際部傳真號碼、總行資訊室 e-mail、總行國際部電話、客戶電話、客戶地址、

央行電話、總行財務部電話、預售遠期外匯、預購遠期外匯、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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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活期存款、新台幣定期存款、美元活期存款、美元定期存款、換匯交易、國

外匯兌、外匯存款、外匯保證金交易、外匯活期存款、外匯定期存款、外匯綜合存

款、匯率選擇權、利率選擇權、股價指數選擇權、外幣兌新台幣匯率選擇權、外幣

兌外幣間之匯率選擇權、人民幣對美元無本金交割匯率選擇權、預購/售遠期外匯契

約、預購(售)遠期外匯展期申請書兼契約、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契約書、無本金交

割遠期外匯交易契約書、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結清申請書、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訂

約申請書、承做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授權書、換匯交易契約、換匯展期申請書兼契

約、外匯保證金交易契約書、匯率選擇權交易契約書、承做衍生性金融商品授權書、

匯率選擇權契約申請書、匯率選擇權行使/提前結清申請書、外幣投資組合契約書、

外幣投資組合轉存授權書、匯率選擇權契約書、匯率選擇權契約訂約申請書、匯率

選擇權行使/提前結清申請書、標準法、自有模型法、銀行法、第一商業銀行辦理客

戶間衍生性金融商品風險額度權限準則、外匯定期存款相關規定、外匯綜合存款相

關規定、外匯存款質借相關規定、開戶手續、扣押手續、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

買賣遠期外匯交易、新台幣對各種外幣間之遠期外匯買賣、美元對各種外幣間之遠

期外匯買賣、美元以外各種外幣間之遠期外匯買賣、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新台幣

對外幣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人民幣對美元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擔保品繳存方式、

按交易金額分別繳存、訂定交易額度時一次收取、承做幣別、新台幣對美元、新台

幣對日圓、新台幣對歐元、新台幣對英磅、新台幣對澳幣、新台幣對瑞士法郎、美

金對日圓、美金對歐元、美金對英鎊、美金對澳元、美金對加幣、美金對瑞士法郎、

訂約方式、固定到期日、任選到期日、指定到期日、結清分類、到期結清、提前結

清、違約結清、保證金繳交方式、訂定交易額度時一次徵提、按每次交易金額分次

徵取、選擇權交易型態、買權、賣權、外幣投資組合、非募集式、募集式、產品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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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保本型、加值型、其他、交易標的物種類、匯率選擇權、利率選擇權、股價指

數選擇權、賣出匯率選擇權交易額度、經理權限額度、專案申請額度、跟銀行關係、

客戶、主管機關、所屬部門或職員、其他、產品別、預售預購遠期外匯、無本金交

割遠期外匯、換匯交易、外匯保證金交易、匯率選擇權、外幣投資組合、人民幣對

美元無本金交割匯率選擇權（NDO）、權利金收付日、權利金交割日、決價日、結匯

收付日期、結案日期、交割日期/期間、交割日、交易日、募集截止日、預定起息日、

受理期間、對外營業期間、交易時間、有效期限、訂約期間、額度有效期限、存款

期間、保本率範圍、原訂約匯率、約定匯率、交易倍數、訂約金額、訂約外幣金額、

價格條件、履約價格、最低交易金額、最大損失限額、最低存款金額、承做限額、

交易額度、進出口往來實績、交易條件、續存或幣別轉換條件、信用狀況、本行授

信情形、存款往來實績、外匯實績、貼水、升水、交易合約期限、合約期限、存續

期間、存款期間、質權設定、設定抵押權、辦理交割手續、退補匯率差價、執行結

清作業、沒收保證金、授予交易額度、評估顧客交易部位之未實現損益、擔保品徵

取、展期、外匯收支、交易申報、折算、交易停損、提領保證金、抵押扣還、行使

質權求償、查驗交易金額及交易額度、辦理選擇權部位調整、補足擔保品差額、辦

理幣別轉換、加計應計收益、扣除利息所得稅、計收違約金、辦理中途解約交易、

辦理本金續存、辦理賣出 NDO 交易、德勵財富資訊、路透社、美聯社、交易所、中

央銀行、投審會、央行外匯局、非銀行客戶、授信或存款戶、交易人員、法定代理

人、未成年人、申請人、公司員工、承做對象、國內自然人、境外公司、選擇權賣

方、國外自然人、選擇權買方、國外法人、公司、公開發行公司、行號、上市上櫃

公司、出口廠商、立約人、風險管理單位、記帳單位、主辦單位、受理單位、總行、

總經理、國外分行、營業單位、營業單位主管人員、營業單位經理、金融市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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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相關事業群負責人員、經辦、總行資訊室、總行財務部、總行國際部外匯作業

中心、總行國際部、交割部門、信託處、會計部門、交割人員、交割部門主管、交

易室、風控中心企金審核處、總行風控中心、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 

4.2、分類階層 

在整理得到以上 356 個商業概念之後，接著的步驟就是運用資訊框架的財務服

務資料模型的九個資料概念的定義對這些商業概念進行分類，得到在衍生性匯率金

融商品領域的 A層級分類。接著再依據經由訪談、閱讀作業辦法及研讀風險管理相

關文獻所建立的領域相關知識，更詳細切割 A層級分類得到在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

領域的 B層級分類階層，分析過程詳述如下。 

一、Arrangement 

定義為兩個以上的個人或組織所達成的潛在或實際的協議，此協議規範了

有關銷售、交換或提供服務及資源的相關規定及法則。所以將以下的商業概念

歸於此分類： 

預購/售遠期外匯契約、預購(售)遠期外匯展期申請書兼契約、無本金交割

遠期外匯契約書、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交易契約書、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結清

申請書、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訂約申請書、承做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授權書、

換匯交易契約、換匯展期申請書兼契約、外匯保證金交易契約書、匯率選擇權

交易契約書、承做衍生性金融商品授權書、匯率選擇權契約申請書、匯率選擇

權行使/提前結清申請書、外幣投資組合契約書、外幣投資組合轉存授權書、匯

率選擇權契約書、匯率選擇權契約訂約申請書、匯率選擇權行使/提前結清申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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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利用 MindManager 軟體輔助建立 scheme-value 的樹狀分類階層，其中橢

圓形符號表分類 scheme，方形符號表分類 value，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

不會出現在此分類階層中，Arrangement 分類階層如下圖所示。 

 
圖 7.Arrangement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二、Business Direction Item 

定義為紀錄了 Involved Party 如何去進行商業行為的方法，如目標、政策、

標準程序及商業法則都是屬於 Business Direction Item 的商業概念。故依定

義將下列的商業概念歸為此分類： 

標準法、自有模型法、銀行法、銀行辦理客戶間衍生性金融商品風險額度

權限準則、外匯定期存款相關規定、外匯綜合存款相關規定、外匯存款質借相

關規定、開戶手續、扣押手續、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經由 MindManager

軟體的輔助，得到 Business Direction Item 的分類階層，其中橢圓形符號表

分類 scheme，方形符號表分類 value，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在

此分類階層，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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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Business Direction Item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三、Condition 

定義是描述金融機構進行商業行為的特定需求或限制，並進一步包含了這

些特定需求本身的限制及條件，依定義將下列的商業概念歸為此類。 

權利金收付日、權利金交割日、決價日、結匯收付日期、結案日期、交割

日期/期間、交割日、交易日、募集截止日、預定起息日、受理期間、對外營業

期間、交易時間、有效期限、訂約期間、額度有效期限、存款期間、保本率範

圍、原訂約匯率、約定匯率、交易倍數、訂約金額、訂約外幣金額、價格條件、

履約價格、最低交易金額、最大損失限額、最低存款金額、承做限額、交易額

度、進出口往來實績、交易條件、續存或幣別轉換條件、信用狀況、本行授信

情形、存款往來實績、外匯實績、貼水、升水、交易合約期限、合約期限、存

續期間、存款期間，經由 MindManager 軟體的輔助，得到 Condition 的分類階

層，其中橢圓形符號表分類 scheme，方形符號表分類 value，而屬於此分類的

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在此分類階層，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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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Condition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四、Classification 

定義為提供適用於一個以上的商業概念的分類層級架構，利用此架構組織

並管理商業資訊，例如風險等級劃分。依此定義將下列的商業概念歸為此類。 

買賣遠期外匯交易、新台幣對各種外幣間之遠期外匯買賣、美元對各種外

幣間之遠期外匯買賣、美元以外各種外幣間之遠期外匯買賣、無本金交割遠期

外匯、新台幣對外幣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人民幣對美元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

擔保品繳存方式、按交易金額分別繳存、訂定交易額度時一次收取、承做幣別、

新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日圓、新台幣對歐元、新台幣對英磅、新台幣對澳幣、

新台幣對瑞士法郎、美金對日圓、美金對歐元、美金對英鎊、美金對澳元、美

金對加幣、美金對瑞士法郎、訂約方式、固定到期日、任選到期日、指定到期

日、結清分類、到期結清、提前結清、違約結清、保證金繳交方式、訂定交易

額度時一次徵提、按每次交易金額分次徵取、選擇權交易型態、買權、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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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投資組合、非募集式、募集式、產品類型、保本型、加值型、其他、交易

標的物種類、匯率選擇權、利率選擇權、股價指數選擇權、賣出匯率選擇權交

易額度、經理權限額度、專案申請額度，經由 MindManager 軟體的輔助，得到

Classification 的分類階層，其中橢圓形符號表分類 scheme，方形符號表分類

value，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在此分類階層中，如下圖所示。 

 

圖 10.Classification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五、Event 

定義是金融機構在達成目標及經營商業行為過程中會發生的事件，如商業

事件、溝通、交易。依此定義將下列的商業概念歸於此分類。 

質權設定、設定抵押權、辦理交割手續、退補匯率差價、執行結清作業、

沒收保證金、授予交易額度、評估顧客交易部位之未實現損益、擔保品徵取、

展期、外匯收支、交易申報、折算、交易停損、提領保證金、抵押扣還、行使

質權求償、查驗交易金額及交易額度、辦理選擇權部位調整、補足擔保品差額、

辦理幣別轉換、加計應計收益、扣除利息所得稅、計收違約金、辦理中途解約

交易、辦理本金續存、辦理賣出 NDO 交易，經由 MindManager 軟體的輔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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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vent 的分類階層，其中橢圓形符號表分類 scheme，方形符號表分類 value，

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在此分類階層，如下圖所示。 

 

圖 11.Event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六、Involved Party 

定義為會與金融機構有接觸且金融機構要保留其資訊的參與者，包含了顧

客、職員、供應商、股東，金融機構本身也屬於此分類。依此定義將下列商業

概念歸於此分類。 

德勵財富資訊、路透社、美聯社、交易所、中央銀行、投審會、央行外匯

局、非銀行客戶、授信或存款戶、交易人員、法定代理人、未成年人、申請人、

公司員工、承做對象、國內自然人、境外公司、選擇權賣方、國外自然人、選

擇權買方、國外法人、公司、公開發行公司、行號、上市上櫃公司、出口廠商、

立約人、風險管理單位、記帳單位、主辦單位、受理單位、總行、總經理、國

外分行、營業單位、營業單位主管人員、營業單位經理、金融市場事業群、相

關事業群負責人員、經辦、總行資訊室、總行財務部、總行國際部外匯作業中

心、總行國際部、交割部門、信託處、會計部門、交割人員、交割部門主管、

交易室、風控中心企金審核處、總行風控中心、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經由



 35

MindManager 軟體的輔助，得到 Involved Party 的分類階層，其中橢圓形符號

表分類 scheme，方形符號表分類 value，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

在此分類階層，如下圖所示。 

 

圖 12.Involved Party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七、Location 

定義是記載可以找到人，組織，物體的資訊，例如住址，電話等。依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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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將下列商業概念歸於此類。 

總行國際部傳真號碼、總行資訊室 e-mail、總行國際部電話、客戶電話、

客戶地址、央行電話、總行財務部電話，經由 MindManager 軟體的輔助，得到

Location 的分類階層，其中橢圓形符號表分類 scheme，方形符號表分類 value，

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在此分類階層，如下圖所示。 

 
圖 13.Location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八、Product 

定義為金融機構，競爭者，或其他 Involved Party 可以提供、購買、銷售

的產品或服務，此商業概念的範圍還包含了非獲利考量的產品及服務。依此定

義將下列商業概念歸於此類。 

預售遠期外匯、預購遠期外匯、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新台幣活期存款、

新台幣定期存款、美元活期存款、美元定期存款、換匯交易、國外匯兌、外匯

存款、外匯保證金交易、外匯活期存款、外匯定期存款、外匯綜合存款、匯率

選擇權、利率選擇權、股價指數選擇權、外幣兌新台幣匯率選擇權、外幣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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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間之匯率選擇權、人民幣對美元無本金交割匯率選擇權，經由 MindManager

軟體的輔助，得到 Product 的分類階層，其中橢圓形符號表分類 scheme，方形

符號表分類 value，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在此分類階層，如下圖

所示。 

 
圖 14.Product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九、Resource Item 

定義為金融機構在完成商業過程中會擁有及管理的有形或無形的有價值項

目。依此定義將下列商業概念歸於此類。 

未平倉部位、未行使之選擇權部位、來電時間、存繳保證金比率、最終收

益率、參考收益率、收益率、外幣投資組合本金、轉存授權書所載金額、應計

收益、存款本金、產品決價結果、存款金額、實際入帳金額、實際承做價格、

交易金額、違約金、違約金之原幣金額、違約金原幣金額產生之台幣兌換金額、

利息所得稅、利息、保證金、權利金、訂約手續費、顧客擔保品餘額、未實現

損益、已實現但未到期之交易盈虧、存單利率、掛牌利率、牌告匯率、即期匯

率、人民幣對美元匯率、外匯市場收盤行情資料、國際外匯市場價格、檔期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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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遠期匯率、成交匯率、結清匯率、議定匯率、評估匯率、承做匯率、訂約

匯率、原訂約匯率、清算匯率、匯率差價、換匯點數、分行腰型章、主管私章、

外匯活期存款--外匯保證金專戶印鑑卡、客戶原留印鑑、外幣綜合存摺、日圓、

英鎊、澳元、加幣、瑞士法郎、美元、人民幣、歐元、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風

險預告書、匯率選擇權訂約申請書、匯率選擇權開戶資料通知單、辦理匯率選

擇權業務進/扣帳授權書、匯率選擇權交易契約書、從事衍生性商品處理程序之

相關規定影本、承做衍生性金融商品授權書、董監事會議記錄或股東會議記錄、

各項外匯案件承做申請書、選擇權交易單、匯率選擇權行使/到期交易單、選擇

權交易確認書、選擇權行使/提前結清申請書、客戶未到期選擇權部位損益評估

表、選擇權行使確認書、交易識別代碼通知單、定期存單、遠期外匯處理記錄

單、選擇權交易對帳單兼補繳擔保品通知單、大額遠期外匯傳輸資料表、事故

發生/解除登錄單、外幣投資組合契約書、成交確認書、產品說明書、外幣投資

組合轉存授權書兼登錄單、外匯綜合存款活期轉帳明細表、外匯綜合存款定期

轉帳明細表、外幣投資組合成交確認書、外幣投資組合轉存授權書自動失效通

知書、外匯定期存款計息單、外幣投資組合中途解約結算通知書、外匯活期存

款存入憑條計息單、匯入匯款買匯水單、外幣轉帳支出傳票、交易日報附條、

法院扣押命令、外匯活期外匯定存息轉帳明細表、外幣投資組合到期結算通知

書、外幣投資組合交易控管表、外幣投資組合結算明細表、董監事名冊影本或

股東名冊影本、ISDA 主約及副約、應補繳保證金或停損顧客名單表、外匯交易

單、外匯保證金交易對帳單、交易確認書、外匯保證金交易客戶開戶資料通知

書、外匯保證金交易日報表、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書、預售預購遠期外匯、無

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日報表、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客戶開戶資料通知單、客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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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補繳擔保品通知單、辦理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業務進/扣帳授權書、信用狀修

改書、遠期外匯客戶展期清算收益控管表、聯行往來劃收報單、兌換傳票、買

賣遠期外匯登記簿、遠期外匯十日內訂約到期明細表，經由 MindManager 軟體

的輔助，得到 Resource Item 的分類階層，其中橢圓形符號表分類 scheme，方

形符號表分類 value，而屬於此分類的商業概念並不會出現在此分類階層，如下

圖所示。 

 

圖 15.Resource Item 分類階層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4.3、個體關聯模型 

發展得到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的財務服務資料模型的九個資料概念分類階層之

後，接下來的步驟是將這些分類階層轉換成個體關聯模型。在轉換的過程中，對分

類階層中分類 scheme 和分類 value 的處理方式是不一樣的，分類 scheme 會轉成在

個體中的分類欄位(Categorical Field)，而分類 value 則是成為儲存在分類欄位內

的值，也就是分類 value 不會出現在個體關聯模型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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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來說，在「人」這個分類階層，可以用性別這個分類 scheme 將「人」區分

成男性及女性這兩組分類 value，當轉換成個體關聯模型時，性別將成為一個名稱是

sex的欄位，這個欄位存放是female或male的值；我們也可以用身高這個分類scheme

將「人」區分成低於 150cm、150~170cm、170~190cm 及 190cm 以上，當轉換成個體

關聯模型時，身高將成為一個名稱是 height 的欄位，此欄位存放的值將會是 A、B、

C、D四個代碼，分別對應到低於 150cm、150~170cm、170~190cm 及 190cm 以上的四

種高度。 

本研究在分類 value 的儲存是採用代碼對照分類 value 的方式，因為在衍生性

匯率金融商品的領域中，商業概念的特性較不明確，不像上一段所舉例的性別可以

明確區分成男性和女性。所以採用代碼對照分類 value 的方式來儲存，且這種方式

在定義資料庫中的資料表欄位的資料型態方便許多，不過需要整理出每一個分類階

層的代碼與分類 value 的對照表，如此才能查詢到資料表中欄位下的值實際所代表

的意義為何，下列各圖為使用 MindManager 所建立之九個分類階層的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圖 16.Location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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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Arrangement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圖 18.Event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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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Involved Party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圖 20.Product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圖 21.Resource Item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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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Condition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圖 23.Classification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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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Business Direction Item 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整理完九大分類階層之代碼與分類 value 對照圖之後，本研究接下來則是發展

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領域的個體關聯模型。本研究是利用 Sybase 公司的

PowerDesigner 9.5 版軟體發展個體關聯模型，轉換過程有兩個產出，首先會先得到

概念資料模型(Conceptual Data Model)，再利用 PowerDesigner 將概念資料模型轉

換成實體資料模型(Physical Data Model)。 

概念資料模型把現實世界中的資訊簡化為個體(Entity)與個體之間的關聯，與

資料庫管理系統無關，在發展概念資料模型過程中，分類階層中的分類 scheme 成為

個體中的一個屬性(Attribute)，而記錄在屬性內的值則是一個代碼，再透過代碼與

分類 value 對照圖去瞭解每一個代碼實際的意義，除了由分類 scheme 所轉換成的屬

性外，每一個 Entity 還會有一個唯一的編號以識別每一筆紀錄，所以九個分類階層

在概念資料模型中對應產生九個個體。 

而在現實世界中，當 Involved Party 代表客戶時，一個客戶可以購買多項

Product，一個 Product 也可以擁有多個客戶；同樣地，一個 Product 交易過程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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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個 Resource Item，一個 Resource Item 也會被多個 Product 使用，即 Involved 

Party 與 Product 之間有多對多的關聯存在，Product 與 Resource Item 之間亦有多

對多的關聯存在。 

多對多的關聯在現實世界中普遍存在，但在資料庫系統中難以實現，在實際設

計時要把一個多對多關聯分解成兩個一對多關聯。所以本研究在處理Involved Party

與 Product 這組多對多關聯是將其分解成為 Involved Party 與「購買」及「購買」

與 Product 這兩組一對多的關聯；在處理 Product 與 Resource Item 這組多對多關

聯是將其分解成為 Product 與「使用」及「使用」與 Resource Item 這兩組一對多

關聯。故整個概念資料模型會再增加「購買」及「使用」這兩個個體，共有十一個

個體，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的概念資料模型請參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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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之概念資料模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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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之概念資料模型之後，接下來的步驟是發展實體資料

模型，實體資料模型除了可以應用於後端資料庫的建置外，本研究主要是使用此實

體資料模型做為開發 EJB3.0 規格之 Entity Bean 的參考藍圖，透過 PowerDesigner 

9.5 可以對概念資料模型自動轉換成實體資料模型，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之實體資料

模型請參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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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之實體資料模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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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開發 EJB3.0 規格之 Entity Bean 

在得到衍生性匯率金融商品之實體資料模型之後，本研究的最後一個成果就是

遵循EJB3.0規格及參照分類階層開發對應之Entity Bean元件。如同第二章對EJB3.0

版本規格的描述，使用 metadata 註解是此版本重要的特點之一，而要使用此功能必

須支援 J2SE5.0 版本平台，否則編譯及除錯過程中會因為無法辨識 metadata 註解而

出現錯誤。本研究使用的開發軟體是 Oracle 公司的 Oracle JDeveloper 10g(10.1.3) 

Preview 版本，因為該軟體的在編譯器及除錯工具皆已支援 J2SE5.0 版本平台，所以

不會出現辨識的問題，加上此軟體在 Oracle 公司的網站即可下載取得方便，故挑選

此軟體為 Entity Bean 之開發平台。 

在開發 EJB3.0 規格之 Entity Bean 前，必須先下載 J2SE5.0 的 JDK 至電腦中且

設定好相關路徑變數，在 JDeveloper 10g 中則要調整專案特性中的編譯器設定，必

須將編譯器的 Source 及 Target 設定為 1.5(代表使用 J2SE5.0)，如此才能夠正常無

誤地執行程式，有關編譯器設定請參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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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JDeveloper 10g 編譯器設定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對應個體關聯模型中的個體數目，本研究依循 EJB3.0 規格共開發出十一個

Entity Bean 元件，在這邊僅舉一個作為說明，並利用程式碼註解的方式說明 EJB3.0

版本規格中，部分的 metadata 註解在物件關聯映射的功能。 

package EntityBean; 

import java.io.Serializabl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CascadeTyp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Entity; 

import javax.persistence.FetchTyp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GeneratorType; 

import javax.persistence.Id; 

import javax.persistence.Column; 

import javax.persistence.Join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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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x.persistence.OneToMany; 

import javax.persistence.Table;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Collection; 

@Entity  

//告訴 EJB Container 這是一個 Entity Bean 

 

@Table(name = "Arrangement") 

 //O-R mapping 到資料庫中名為 Arrangement 的資料表 

 

public class ArrBean implements Serializable  

//規定唯一需要實做的介面，POJO 

{                                             

 private int ArrId; 

 private int ClaId; 

 private char ForAgent; 

 private char ArrType; 

 private char AppPurpose; 

 private String ObjectID; 

 private ArrayList<String> Pointer = new ArrayList<String>(); 

 

@Id  

@Column(name="Arrangement ID", primaryKey=true) 

//這兩個註解表示資料表中的 Arrangement ID 是這個 Entity Bean 的主鍵 

  public String getObjectID() 

   { 

      return ObjectID; 

} 

      public void setObjectID(String ObjectID) 

       { 

   this.ObjectID = ObjectID; 

} 

public String getObjectIDformPointer() 

 { 

   for (int i = 0; i < Pointer.size(); i++) 

   { 

  String temp = Pointer.get(i).toString(); 

  return te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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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setObjectIDtoPointer(String ObjectID) 

    { 

Pointer.add(ObjectID); 

} 

 

  public int getArrId() 

   { 

      return ArrId; 

   } 

   public void setArrId(int ArrId) 

   { 

      this.ArrId = ArrId; 

   } 

   public int getClaId() 

   { 

      return ClaId; 

   } 

   public void setClaId(int ClaId) 

   { 

      this.ClaId = ClaId; 

   } 

 

   public char getForAgent() 

   { 

      return ForAgent; 

   } 

      public void setForAgent(char ForAgent) 

   { 

      this.ForAgent = ForAgent; 

   } 

     public char getArrType() 

   { 

      return ArrType; 

   } 

      public void setArrType(char ArrType) 

   { 

      this.ArrType = Arr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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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char getAppPurpose() 

   { 

      return AppPurpose; 

   } 

     public void setAppPurpose(char AppPurpose) 

   { 

      this.AppPurpose = AppPurpose;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StringBuffer buf = new StringBuffer(); 

      buf.append("Class:") 

         .append(this.getClass().getName()) 

         .append("::") 

         .append("ArrId:") 

         .append(this.getArrId()) 

         .append("ClaId:") 

         .append(this.getClaId()) 

         .append("ForAgent:") 

         .append(this.getForAgent()) 

         .append("ArrType:") 

         .append(this.getArrType()) 

         .append("AppPurpose:") 

         .append(this.getAppPurpose()); 

          return buf.toStrin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