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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分為企業流程、資料模型、資料庫反向工程、ETL 和資料

整合等五部分，從中歸納資料庫重構流程的設計概念、理論基礎和最適工具。

第一節 企業流程之探討

（一） 企業流程說明

流程（Process）是許多任務以商品或資訊傳遞連結而成，並產生有

價值的產出（Leonard & Gary 1995）；Davenport（1993）定義流程為執

行一連串邏輯相關的作業，可在不同時間或地點、以特定順序進行的工

作，以達成某一特定的目標與結果；它具有起始點和終點，且能夠指定

輸入與輸出資料。從中歸納得知，流程為一工作列，是多個作業活動的

集合，其中包含人力支援、資訊傳遞、資源投入等因子參與，目的是將

每一作業活動和參與因子進行最適排列，以達成目標並產生價值。

流程以企業的觀點出發，則是能為顧客和組織帶來價值的一連串活

動組合（Hammer & Champy 1993），亦是多個作業活動集合、包含多個

參與因子。而企業流程產出的價值是以顧客服務導向為出發點、以企業

整體利益為考量點。因此，企業流程是用以達成該企業特定成果和目標

的一組相關任務之邏輯排列（Gilmore 1995）。

（二） 流程模型探討

企業的整體運作仰賴多個作業流程組合，彼此間信息相互傳遞、且

需搭配得宜，再者企業部門各司其職、產品和服務多元化等因素，更增

加企業流程的複雜度，企業流程模型化的概念便產生。Aranow（1991）

定義流程模型化為透過易瞭解的圖形表示企業內部複雜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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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學者於流程模型的定義（表 2-1），即是企業流程模型化，將流

程中多個作業活動與參與因子（如：人員、設備、資料流、資訊流等）

等重要組成要素，以圖形、表格、或其他等象徵性符號表示，並將各個

獨立元素的互動關係進行串連，描述和定義企業流程，更可從模型中瞭

解資訊系統所包含的分派資源、服務傳達、或硬體設備（Agens et al. 2007），

因此流程模型的建立可為資料庫架構設計的基礎。

流程模型除將企業流程圖形化，Luo 和 Tung（1999）更闡述該模型

具溝通性（communication）、分析性（analysis）和控制性（control）等

目的。以此為架構，整理流程模型繪製目的的相關文獻於表 2-2。模型

可協助企業內部人員溝通、流程分析與改進、內部績效控制、策略規劃

支援等。本研究流程模型的運用著重於溝通性，以瞭解企業各部門的業

務執行，作為組織作業人員、流程設計者和資料庫建置者的共通語言。

歸納學者所述與本研究所需，具溝通性的流程模型應包含以下四個

要項，亦成為本研究挑選流程建模工具的衡量準則。

1. 完整描述：能將企業的作業流程完整且清楚表達，以符合實際業務

操作情形，縮小模型描述與實際運行狀況的差距。

2. 圖示簡明：流程模型傳遞的知識訊息可與組織內部成員分享，應盡

可能降低模型的複雜度，試以最簡圖示陳述完整概念。

3. 流程模組化：為增加企業部門間資料遞送與資訊連結的透明化程度，

模型設計應可將各部門的流程模組化，並描述模組間的關連性。

4. 系統參與：流程模型除表達作業活動的關連與順序性，亦可將活動

中參與的軟硬體設備和資訊系統納入其中，以便和資訊人員溝通。



以企業流程模型導向實施資料庫重構之研究－以 S 公司為例

10

表 2-1：流程模型定義

研究者及年代 流 程 模 型 定 義

Fox & Gruninger 1998
企業流程模型是將結構、活動、流程、資訊、人員、行為、

目標轉為電腦化的表示方法，具有描述及定義流程兩項功能。

TOH 1999
企業流程模型將企業內的事實和物件關係以象徵性符號表

現，其定義與描述適用於任何規模的企業個體。

Artur et al. 2005 企業流程模型用以描述活動與企業元件間的互動。

Agens et al. 2007

精確的企業流程模型可瞭解資訊系統所投入和分配的資源、

傳達服務的程序、或支援的硬體設備。企業策略變動或新機

會產生，會造成資訊系統和流程模型的修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流程模型的目的分類和描述

流程模型目的分類 研究者及年代 流 程 模 型 目 的 描 述

溝通性

（communication）

Wenhong & Alex 1999
流程設計者能藉由流程模型，以清楚及

簡化的方式與企業成員分享流程知識。

張俊榮 2001
瞭解企業內部各模組的相關性，促進組

織成員溝通及提高資訊透明化程度。

張俊榮 2001
流程模型可作為往後流程設計者與資

訊人員間的共同溝通語言。

分析性

（analysis）

Wenhong & Alex 1999 從現有的流程模型，找出更佳的流程。

張俊榮 2001
根據企業特性和需求修改初始的流程

模型，減少大量時間和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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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流程模型的目的分類和描述

流程模型目的分類 研究者及年代 流 程 模 型 目 的 描 述

分析性

（analysis）

Wenhong & Alex 1999 模擬改善後流程，進行流程績效評估。

張俊榮 2001
幫助企業快速瞭解一般作業流程，並可

集中掌握和管理關鍵流程。

控制性

（control）

Wenhong & Alex 1999 管理與監控流程，並進行績效評估。

Artur et al. 2005 企業流程應有效支持企業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建模工具探討

目前已有多種流程分析與建模工具，如：流程圖（Flow Char）、資

料流程圖（Data Flow Diagram，DFD）、IDEF 方法（ICAM Definition

Method）、業務流程建模標記法（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Notation，

BPMN）等。依衡量流程模型溝通性的四個要項，如表 2-3 整理所示，IDEF

方法同時具備完整描述性、圖示簡明化、流程模組化和系統參與描述等

特性，最適合本研究企業流程模型化的意涵呈現之工具。

表 2-3：流程模型工具的溝通性比較

流程模型工具 傳遞概念 完整描述 圖示簡明 模組區分 系統參與

流程圖 邏輯闡述 × ○ × ×

資料流程圖 資料傳遞 × ○ × ○

IDEF 方法 活動拆解 ○ ○ ○ ○

業務流程建模標記法 業務運行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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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DEF 方法

本研究使用 IDEF 方法（ICAM Definition Method）作為建構流程模

型的工具，亦是設計符合企業流程的資料模型之基礎。以下是 IDEF 方

法的歷史和用途簡介，以及 IDEF0 的特性和圖示介紹。

1. IDEF 方法簡介

IDEF 方法於 1970 年由美國空軍以專案方式發展而來，目的是藉

由圖示清楚地表達龐大且複雜的系統，並利用分解技術將系統切分成

數個模組，提供一個標準的系統藍圖，為企業團隊的溝通橋樑。

IDEF 是以活動（activity）或流程（process）為基底的方法論，

具有階層性、組織性和功能性等特性，能為群組間的溝通工具（王嘉

玲 2006），且已被企業廣泛應用於紀錄、分析與改進各種作業流程。

目前 IDEF 方法已為眾多國際組織所接受之標準，如：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y Fund，IMF）等，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也將 IDEF 方法納入商用標準規格需求。

IDEF 家族已衍生達六種方法以上，分別適用於不同範疇，大致

分為兩類。第一類方法注重現存系統整合、增加團隊溝通能力，包含：

IDEF0、IDEF1、IDEF2、IDEF3、IDEF5 和 IDEF6；第二類方法則是

注重系統開發設計。依本研究所需，就 IDEF0 進行更深入探討。

2. IDEF0 介紹

IDEF0 主要目的是以簡單的圖形、精簡的文字和分層的結構清楚

地描述企業流程。模型是由一至多個活動方塊（Activity Box）組成，

每一活動方塊以具體文字表示一個特定程序、功能或活動，並於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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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下角編號標示順序。多個活動方塊的關係以箭頭（Arrow）連結，

不同方向的箭頭具有不同含意。IDEF0 基本結構如圖 2-1，包含作業

活動、資料輸出入、控制和機制等符號（Mayer 1992）。

(1) 作業（Activity）：以矩形表示。標示活動方塊於特定時點發生的

程序、功能或活動等作業，作業名稱需經命名且具可辨認性。

(2) 輸入（Input）：以向右的箭頭符號表示，連結活動方塊左側。描

述執行作業所需的資料或物件，並以扼要的文字描述。

(3) 輸出（Output）：以向右的箭頭符號表示，連結活動方塊右側。描

述作業執行後產生的資料或物件，並以扼要的文字描述。

(4) 控制（Control）：以向下的箭頭符號表示，連結活動方塊上側。

描述執行作業時的限制條件或策略原則，如：國際標準法等。

(5) 機制（Mechanism）：以向上的箭頭符號表示，連結活動方塊下側。

描述執行作業時所需或所提供的資源，如：人力、系統、設備、

工具等，不因執行過程而被消耗。

圖 2-1：IDEF0 基本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作業（Activity）

控制（Control）

機制（Mechanism）

輸入（Input） 輸出（Output）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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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鴻志和季延平（1995）表示，IDEF0 適用於作業活動設計，因

利用 IDEF 的階層特性，將複雜且龐大的流程切分為數個功能模組，

可將各模組再細分為子功能模組；換句話說，是從企業流程的總體觀

點作為起始，以一活動模組為單位，逐步建構更細部的流程模型，使

企業流程能完整且詳細地被描述。如圖 2-2 所示，IDEF0 可從最高層

模組瞭解整體作業的輸入、輸出、控制和機制等訊息，稱為總內容圖；

接著展開總內容圖是個別作業模組的流程描述，瞭解各作業間的次序

和關連，稱之結點圖；再依每一作業複雜度不同，繪製一至多層分解

圖，可再展開觀看較低層次的作業活動。IDEF0 利用階層特性，將企

業流程的細部作業表達地淋漓盡致（Colquhoun，1991）。

圖 2-2：IDEF0 階層式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0

A3

A2

A1

A13

A12

A11

A23

A22

A21

A223

A222

A221

整體作業流程

細部作業流程

總內容圖

結點圖

分解圖 分解圖

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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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co 和 Yadav（1985）以造句法、語意法、溝通能力和使用

性等指標評估，發現 IDEF0 具較高的可信度。近年在學術研究和產業

實務，常用於規劃複雜的系統功能，並作為企業流程模型化的工具。

綜合以上企業流程文獻所述，發現流程對於企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流

程模型可將組織錯綜複雜的作業過程以圖形化的方式呈現。藉由流程模型的文獻

整理和工具比較，IDEF0 以簡易的圖示、模組化概念和階層性結構，清楚且完整

呈現企業流程，並利於組織的知識分享和成員溝通，亦可描述作業過程系統扮演

的角色。因此選擇 IDEF0 作為本研究的企業流程描述和分析工具。

第二節 資料模型之探討

企業資訊系統之資料庫存放組織重要信息，當資料量愈龐大，資料庫儲存的

複雜性愈高，資料模型（Data Model）便是用以設計和描述資料的儲存架構，將

資料庫中抽象的概念圖形化。依描述資料結構的概念分類，可將資料模型分為概

念（conceptual）和實體（physical）二大類（Elmasri & Navathe 2003）。

（一） 概念資料模型（Conceptual Data Model，CDM）

概念資料模型或稱高階資料模型（High-level Data Model），其表達

概念接近使用者理解資料的方式，是將使用者執行作業時於資料的需求

及業務規則敘述轉為概念資料模型圖示（盛銳和韵湘 2006），包含資料

型態、關係與限制等描述，無牽涉任何資料庫實做細節，較為一般使用

者所瞭解，可作為系統資料庫設計者與終端使用者的溝通橋樑。

已有多種描述概念資料模型的方法被提出，Chen（1976）認為概念

資料模型中，實體關係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ER Model）的

陳述較接近資料的現實狀態，其設計概念是將真實世界的物件、物件特

性和物件關係組織成有系統的架構。Chen（1976）提出模型設計步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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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實體（Entity）和關係（Relation）：觀察組織中存在的物件，

依類型和傳達概念分解為一至多個實體，而各個實體於組織中扮演

的角色和具備的功能性，可定義實體間的關係。

2. 定義關係限制（Cardinality）：依組織規範定義實體間的限制關係。

3. 定義實體屬性（Attribute）：每一實體具有多個特性，可表達實體的

內容並紀錄組織重要信息，將之定義為實體的屬性。

4. 決定主識別子（Primary Identifier）：選擇實體中的屬性集合（該集

合可由一至多個屬性組成），可識別實體的唯一性和獨特性。

1970 年代晚期，資料庫技術的應用範圍更為廣泛，如：地理資訊系

統、資料探勘、資料倉儲等，資料模型所需傳達的語意更為豐富（Elmasri

& Navathe 2003），於是加強實體關係模型（enhanced-ER Model，EER）

產生，加入特殊化（Specialization）和概念化（Generalization）的設計（Smith

& Smith 1977），彌補一個實體僅能表達一種型態的嚴格限制。

（二） 實體資料模型（Physical Data Model，PDM）

實體資料模型或稱低階資料模型（Low-level Data Model），表達內

容接近資料在系統的組織方式，雖隱藏部分儲存細節，但可直接實做於

資料庫，是象徵性（representational）或實做（implementation）的層級。

圖 2-3 是資料庫設計的流程，概念資料模型於概念設計階段依使用者需求而

設計產生；再經邏輯設計階段，將概念資料模型結合資料庫管理系統的特性，轉

換成實體資料模型。二模型轉換的對應物件如表 2-4，，過程中涉及三類轉換（盛

銳和韵湘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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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資料模型的實體和屬性轉換為實體資料模型的表格和欄。

2. 概念資料模型的關係轉換為實體資料模型的參照和表格。

3. 概念資料模型中的繼承關係轉換。

但學者盛銳和韵湘（2006）指出，實體資料模型不一定得遵循資料庫設計流程，

必須從概念資料模型轉換，亦可由建模工具直接設計產生，也可藉資料庫反向工

程技術，直接將資料庫架構反以實體資料模型表示。

圖 2-3：資料庫設計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Elmasri & Navathe 2003

需求蒐集和分析

概念設計

邏輯設計

實體設計

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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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需求
功能需求

邏輯綱要

（低階資料模型）

概念綱要

（高階資料模型）
高階交易規格書

系統程式碼

內部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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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概念資料模型和實體資料模型的物件對映關係

概 念 資 料 模 型 實 體 資 料 模 型

實體（Entity） 表格（Table）

屬性（Attribute） 欄（Column）

主識別子（Primary Identifier） 主鍵或外來鍵（Primary Key / Foreign Key）

次識別子（Secondary Identifier） 替代鍵（Alternative Key）

關連（Relation） 參照（Reference）或表格（Table）

繼承（Inheritance） 參照（Reference）

資料來源：盛銳和韵湘 2006

圖 2-4：概念資料模型和實體資料模型關係

資料來源：盛銳和韵湘 2006



以企業流程模型導向實施資料庫重構之研究－以 S 公司為例

19

圖 2-4 總結概念和實體資料模型的結構概念和轉換關係。概念資料模型陳述

資料架構和企業規則，後者則包含資料庫管理系統的特徵描述，如：主鍵、外來

鍵、檢視（view）、索引（index）等，二模型可相互轉換，實體資料模型可實做

於資料庫；亦能擷取資料庫資訊，將之反以實體資料模型表示。目前，二模型和

資料庫之間的轉換，已有資料庫建模工具輔助，如：Sybase 公司推行的資料建模

軟體 PowerDesigner 等。

本研究運用資料模型的目的有二：一是運用資料庫反向工程概念，將系統資

料庫架構以實體資料模型表示。二是將企業流程繪製成流程模型，再配合業務規

則，以系統資料庫建置觀點設計資料模型；換言之，資料模型於此是表達企業於

流程上的需求，因此，選擇能充分描述使用者需求及利於溝通的概念資料模型。

第三節 資料庫反向工程之探討

Snelting（2000）將軟體工程分為正向工程（Forward Engineering）和反向工

程（Reverse Engineering）。正向工程是傳統系統開發從無到有的歷程，遵循產生

系統功能規格書、建立系統具體架構、規劃詳細資源分派、到產出系統等步驟

（Musker 1998）；換言之，反向工程是分析已存在的系統，試圖重新獲取系統規

格資訊的過程（Musker 1998），目的是幫助企業建立一個較便宜的相容子系統、

整合多個子系統或多個平台資料、用以瞭解一個未定義完全的系統或程式碼等

（Schwartz 2001）。而資料庫反向工程（Database Reverse Engineering，DBRE）

目的是致力於重新建構系統資料庫的資料模型，並以實體關係模型或加強實體關

係模型呈現（Davis 2001），改善企業對資料語意的瞭解程度。

已有多位學者提出資料庫反向工程的方法，主要可分為語意已知和語意未知

兩大類，如表 2-5 所示。大部分的方法是事先假設語意已知，即資料擁有完整的

主鍵（Primary Key）、資料綱要（Data Schema）等資訊，如：Johanness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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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owitz 和 Makowsk（1990）、Navathe 和 Awong（1987）等學者提出的方法，

其研究是著重在轉換資料結構概念化與正規化的過程；另一些則放寬先決條件限

制，利用資料探勘（Ito et al. 1996）、模糊規則（Jahnke et al. 1997）等方式推論

資料庫的資料語意，再進行資料結構化。其中 Yeh 等學者（2007）提出的資料庫

反向工程方法，不同於上述需事先得知資料庫的語意，可解決舊式資料庫遺失重

要元件（主鍵、外來鍵等）、表格無對映關係等問題，其執行方法分為三個步驟，

分別是：擷取主鍵、擷取外來鍵和擷取關係。

表 2-5：資料庫反向工程方法分類

語 意 已 知 語 意 未 知

著重轉換資料結構概念化和正規化 研究者與年代 推測語意方法

Johannesson 1994

Markowitz & Makowsk 1990

Navathe & Awong 1987

Ito et al. 1996 資料探勘

Jahnke et al. 1997 模糊規則

Yeh et al. 2007 資料內容特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步驟 1：擷取主鍵（Primary Key Extraction）

主鍵的每筆資料是不重複的唯一值，用以識別表格的資料。擷取主鍵的

方法是利用資料庫的索引（index）判別。資料庫系統中每一表格的索引檔

（Index File）包含多組索引，每一索引為部分的欄集合，用以增加資料庫的

搜尋速度，亦可能包含主鍵。資料庫（D）、表格（Ti）、索引檔（Ii）、索引

（ij）、資料欄組合（Cj）和資料欄（ck）的關係如(a)、(b)、(c)和(d)所示，

圖 2-5 為示意圖。若 im的 Cm可表示 Tj資料的唯一性，即 Cm的不重複資料

總數等於 Tj資料總數，則 Cm為候選鍵（Candidate Key），Tj可能有 C1、C2 ……

Cn（n≧1，n N）個候選鍵，選其中欄數組合數最少者為主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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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T1 , T2 , T3 …… Tn}，（n≧1，n N） (a)

Ti = { cⅠ , cⅡ , cⅢ …… cn }，（n≧1，n N） (b)

Ti → Ii = { ii , i2 , i3 …… in}，（n≧1，n N） (c)

ij → Cj = { cⅠ , cⅡ , cⅢ …… cn}，（n≧1，n N） (d)

（資料庫：D；Ti：表格；Ii：索引檔；ij：索引；Cj：資料欄組合：資料欄：ck）

例如，表格【顧客（TA）】儲存客戶資料，筆數共 1000 筆，有顧客編號

（cⅠ）和顧客姓名（cⅡ）兩個資料欄，有三組索引 i1、i2 和 i3，對映的資料

欄組合是 C1、C2 和 C3，其包含的資料欄如(e)所述。

C1 = { cⅠ }；C2 = { cⅡ }；C3 = { cⅠ , cⅡ } (e)

計算 C1、C2 和 C3 的不重複資料筆數，分別為 1000 筆、965 筆和 1000 筆，

推得 C1 和 C3 為候選鍵，最少欄數組合 C1，即 cⅠ為主鍵。如圖 2-6 所示。

圖 2-5：資料庫、表格、索引檔、索引和資料欄組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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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Yeh 等學者（2007）擷取主鍵的範例說明圖

資料來源：Yeh et al. 2007；本研究設計

步驟 2：擷取外來鍵（Foreign Key Extraction）

外來鍵是一或數個指向另一表格的主鍵，資料內容必須是主鍵資料的子

集合，以符合資料參考完整性。因此判別外來鍵的方式為驗證資料的包含關

係。TA的 cAⅠ為主鍵，若 TB的 cBⅡ資料完全存在 cAⅠ，判定 cBⅡ為外來鍵，

參考 cAⅠ，二者關係如(a)、(f)、(g)、(h)和(i)所述。判斷方式是將 TA的主鍵

cAⅠ中的資料與其他 Ti的欄位資料比對，若二者存在包含關係，子集合定義

為外來鍵。運算時間為判斷相同集合的資料欄，加上檢視資料包含關係。

D = { T1 , T2 , T3 …… Tn}，（n≧1，n N） (a)

TA = { cAⅠ , cAⅡ , cAⅢ …… cAn }，（n≧1，n N） (f)

TB = { cBⅠ , cBⅡ , cBⅢ …… cBn }，（n≧1，n N） (g)

cAⅠ = { d1 , d2 , d3 …… dn }，ciⅠ Ti（n≧1，n N） (h)

cBⅡ = { d1 , d2 , d3 …… dn }，cjⅠ Tj（n≧1，n N） (i)

cAⅠ是主鍵且 cAⅠ cBⅡ → cBⅡ 是外來鍵，參考 cAⅠ。

（D：資料庫；Ti：表格；cik：Ti的資料欄；dj：欄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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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例，表格【顧客（TA）】的主鍵是顧客編號（cAⅠ），表格【會員

（TB）】的主鍵是會員編號（cBⅠ）。單筆資料檢視結果，cAⅠ的資料存在 cBⅠ

中，但二者皆為主鍵，無法立即判斷外來鍵，逐一比對二欄資料，比對結果

是 cAⅠ cBⅡ，推論 cBⅡ是外來鍵，參考 cAⅠ（圖 2-7）。

步驟 3：擷取限制關係（Constrain Extraction）

限制關係是指表格間主鍵和外來鍵的對映關係（Cardinality），如果 TA

的主鍵 cAⅠ中每筆資料只單一對應 TB外來鍵 cBⅡ的資料，TA和 TB為一對一

的關係。依此類推，尚有一對多的關係。藉由上述定義，判斷外來鍵欄位資

料是否重複，即可推得對應關係，即 cBⅡ的不重複資料筆數等於 cBⅡ的總筆

數，TB與 TA的對映關係為一對一；反之，若二筆數不相等，為一對多關係。

接續上例，會員編號（cBⅠ）的不重複資料總筆數是 621，資料總數亦

為 621 筆，則判定【顧客（TA）】和【會員（TB）】的關係是一對一。圖 2-7

是 Yeh 等學者（2007）擷取外來鍵和擷取限制關係的範例說明示意圖。

圖 2-7：Yeh 等學者（2007）擷取外來鍵和限制關係的範例說明圖

資料來源：Yeh et al. 2007；本研究設計

文獻研讀和範例操作得知，Yeh 等學者（2007）提出的資料庫反向工程方法

不需事先獲取資料語意，以較貼近實務面的角度切入企業資料的庫核心問題，並

以簡單的概念解決舊式資料庫語意遺失或未定義的困境。因此，本研究以該方法

為基礎，建立還原企業套裝軟體資料庫架構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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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ETL 之探討

ETL 為 Extract、Transform和 Load 三個英文字縮寫，執行過程如圖 2-8 所示，

是描述不同來源端的資料，經過萃取、轉換和載入至目的端資料庫的作業（明雲

青 2009），目的是整合數個資料庫或紙本文件，解決資料分散的問題（林傑斌等

2006；Stonebraker 2002），並處理不清潔和不一致的資料（林傑斌等 2006）；在

實務企業上，則是將之應用於資料統計與分析時的各部門資料統整（Ron et al.

2002），亦用以建構部門為單位的資料市集（Data Mart）（林傑斌等 2006）。因此，

ETL 為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BI）和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DW）

的重要環節（明雲青 2009），進行資料倉儲時，ETL 過程更是佔總建置時程的

50%以上（李卓翰 2006）。但 Shilakes（1998）表示，ETL 執行過程費時、成本

高且學習曲線長，許多企業導入時，常低估其執行成本（Ron et al. 2002）。

圖 2-8：ETL 作業示意圖

資料來源：李卓翰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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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TL 執行概念

Vassiliadis 等學者（2001）指出，ETL 作業需包含來源資料識別和

萃取、資料客製化和格式化、依商業規則清潔資料、資料移植至目的資

料庫等重要工作。於此將執行概念分為資料萃取、轉換和載入三部分：

1. 資料萃取（Data Extract）

萃取是將資料從來源端取出，可能包含多個不同的資料庫或多種

書面文件等多元的資料種類和格式（圖 2-8）。資料萃取時，應考量來

源資料的內容和特徵等，採用適合的載入方式（林傑斌等 2006）。

2. 資料轉換（Data Transform）

轉換是指依目的端的格式需求，進行來源資料的類別轉換、合併

分割和清潔等處理，解決原始資料格式或結構不一致、定義不明、重

複紀錄或內容錯誤等問題，將來自不同系統、不同格式的資料具有一

致的紀錄規則。轉換要點如下（林傑斌等 2006；李卓翰 2006）：

(1) 資料類別轉換

包含資料型態轉換（如：文字轉為數字型態、郵遞區號的長度

變更為 5 字元）、資料格式一致化（如：民國轉為西元日期格式）、

資料欄解釋異動（如：男性簡稱「M」改以「0」表示）等轉換。

(2) 資料合併與分割

包含整合不同來源資料（如：資料庫中相異表格合併）、複合資

料分割（如：多支電話原為一筆資料，改分存為多筆資料）、因分析

所需而進行資料分割（如：將地址資料的縣市別分割另存），以及因

資料模型正規化而刪減或切割表格欄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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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清潔（Data Cleaning）

包含資料錯誤更正（如：更正數值 3000 誤計為 300 的錯誤）、

刪除重複資料（如：刪除資料庫中相同的兩筆資料）、釐清定義不明

資料（如：定義地址欄是紀錄住家、公司或郵寄地址）、過濾不符合

規定資料（如：確定性別欄僅存 0 或 1 代表男女，無其他數值）、排

除空值資料、資料參考完整性和一致性的檢驗等清潔動作。

3. 資料載入（Data Load）

將萃取和轉換後的資料載入目的資料庫，過程中確認資料的正確

性，並訂立日後目的資料的更新方式，即當來源端資料異動時如何載

入資料，可為即時更新、週期性更新或批次覆蓋等方式。

（二） ETL 工具比較

目前已有眾多廠商推出 ETL 工具，如：IBM 的 Warehouse Manager、

ORACLE 的 Oracle Warehouse Builder、Microsoft 的 SSIS、Informix 的

Ardent DataStage、CA 的 Inforbump 等，表 2-6 是各工具的比較。本研究

選擇功能齊全、元件豐富、可參考之資源豐富的 SSIS 為資料移轉工具。

表 2-6：ETL 工具比較

資料庫廠商 ETL 工具 優點 缺點

IBM Warehouse Manager 大量資料萃取具有優勢。 欠缺人性化介面設計。

ORACLE Warehouse Builder 功能齊全。
延伸至其他工作平台過

程繁瑣、不易使用。

Microsoft SSIS
功能齊全、元件庫豐富，

具有效的程式編制方式。

易有來源資料庫不相容

的問題。

資料來源：林傑斌等 200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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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ETL 工具比較表

資料庫廠商 ETL 工具 優 點 缺 點

Informix Ardent DataStage 提供程序性的執行方法。
萃取功能過於簡易、程

式效率和準確度低。

CA Inforbump 資料萃取速度快。
非程序性執行方式、程

式效率和準確度低。

資料來源：林傑斌等 2006；本研究整理

（三） SSIS 介紹

SSIS（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隨著 SQL Server 2005 推出，

提供多系統的資料整合，以建立專案的方式執行資料整合的任務。專案

包含的物件有「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檢視」和「SSIS 封裝（Passage）」

（表 2-7）；SSIS 封裝包含多個「工作（task）」，「控制流程」可設計工作

的執行順序；「資料流程」是設計「資料流程工作（data flow task）」的

資料轉換、修改、彙總、排序和複製資料等，包含「來源」、「轉換」和

「目的」等三大類元件（表 2-8）。SSIS 內建 Visual Studio 圖形化工具，

用以設計封裝控制流程和資料流程等，以標籤頁面方式供使用者選取設

計（圖 2-9）。上述各名詞的關係如圖 2-10 所示。（胡百敬和姚巧玟 2008）

表 2-7：SSIS 專案物件

專案物件 說 明

資料來源 連結來源端一或多個資料庫。

資料來源檢視 檢視來源端資料的工具。

SSIS 封裝 包含多個工作（task）。

資料來源：胡百敬和姚巧玟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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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SSIS 資料流程物件（僅列出部分）

物件類別 物 件 說 明

來 源

類別說明：從各廠牌的關連式資料庫、文字或 Excel 檔案中擷取資料

ADO.NET 從 ADO.NET 相容的資料庫取用資料。

OLE DB 從 OLE DB 提供者取用資料。

轉 換

類別說明：進行各種資料處理

資料轉換 將資料行的資料類型轉換成其他資料類型。

排序
根據輸入的多個欄位以遞增或遞減的順序排序，並將排序

後的資料複製到目的類別物件。

合併 合併（Union）兩個已排序的資料集。

目 的

類別：將資料載入各種資料存放區

ADO.NET 載入資料到與 ADO.NET 相容的資料庫資料表或檢視中。

OLE DB 使用 OLE DB 提供者載入資料。

資料來源：胡百敬和姚巧玟 2008

圖 2-9：Visual Studio 圖形化標籤頁面

資料來源：李卓翰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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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SSIS 元件關係

資料來源：李卓翰 2006

ETL 的概念是整合分散式系統資料庫，並於執行過程中釐清和整理組織資料，

將資料格式一致化與客製化，目前市面上已有多樣工具輔助 ETL 作業，本研究

選擇 SSIS 工具將現行系統資料移轉至理想資料庫。

第五節 資料整合之探討

整合資料庫資料是項複雜的技術，目前雖有工具輔助資料整併，但仍須仰賴

人力作業，釐清複雜且多元的來源資料，並對映至正確的目的表格和資料欄。

（一） 資料整合要點

李玉秀（2008）提出企業於資料整合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 標示底線者為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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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釐清商業邏輯：資料整合前需清楚瞭解業務流程，包含順序關係、

條件判斷、交易管理等，以制訂資料的轉換順序和邏輯。

2. 瞭解資料語意：深入瞭解來源資料語意，避免轉換發生錯誤或遺漏。

3. 格式和語意一致：目的端資料庫需訂定一套統一的資料格式，以確

保不同來源資料整合時的語意一致性。

4. 客製化設計：必須靠客製化的程式，解決整合中碰到的例外狀況。

（二） 資料整合方法

Seligman 等學者（2002）以整合某企業分散系統的資料為例，提出

資料整合和轉換的方法，分為八個步驟：

1. 來源資料定義：資料整合前，閱讀資料庫的資料綱要、資料語意和

資料呈現方式等次級資料，瞭解來源資料的表達意涵。

2. 瞭解使用者：與前一步驟類似，但是以使用者的觀點出發，從系統

操作介面瞭解終端使用者對來源資料的定義。

3. 一致性分析：比較來源資料定義和使用者理解層面的吻合度，判斷

不同來源資料庫的實體、屬性表達的概念和資料是否相同。

4. 屬性轉換：轉換來源資料庫表格中的屬性，使其符合使用者觀點。

5. 資料合併：當來源端多筆資料對映至目的端的單一欄位時，定義資

料的合併方式和規則。

6. 資料對映：對映來源端和目的端的資料，必要時以 SQL 語法描述。

7. 資料清潔：發現和修正來源端不正確的資料。

8. 開始執行：使用支援 SQL 語法、資料萃取、轉換、合併和載入等的

工具，開始進行 ETL 作業。

該節瞭解資料整合的要點和 Seligman 等學者（2002）以實際個案為例提出

的執行方法和步驟。本研究以此為設計資料移轉流程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