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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使用案例分析及驗證支援雛型系統畫面展示 

4.1 驗證支援雛型系統需求分析 

       使用案例圖可以用來表示「使用案例(Use Case) 」和「行動者(Actor)」之間的

互動關係。「使用案例(Use Case) 」呈現系統的功能，也可以說是用戶觀點下的系統需求，

「行動者(Actor)」則代表提供資訊給系統或從系統接受資訊的人或是其他的系統。因此，

使用案例圖可以呈現出一個使用案例是由哪個行動者所引起的，同時也說明了行動者可以

從使用案例中獲得資訊的事實，本質上，使用案例圖即在說明系統的需求(Alhir, 1999)。 

4.1.1 使用案例圖的產生 

在產生活動圖(圖3.6)和5W1H表(表3-1)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整理出以測試流

程為例的驗證作業程序在工程部有撰寫測試計畫書、撰寫測試說明書、執行評估測試、

驗收測試4個活動；而品質部內有專案驗證準備、依照驗證計畫書執行驗證、紀錄驗證

結果3個活動以及同仁會議中所包括的執行同仁審查、建立可再用性資源2個活動。其

中，每一個活動可能對應成一個使用案例(Use Case)，或多個使用案例，我們可再參考

5W1H表分析所得的結果，以知道每個使用案例的的「行動者(Actor)」為何。圖4.1即

為參考活動圖以及5W1H表後所得到的使用案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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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驗證支援雛型系統使用案例圖 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得到圖4.1使用案例圖後，可以在針對圖中的一些使用案例加以展開，或調整並

增加一些使用案例以得到雛型系統的需求分析使用案例圖，如圖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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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驗證支援雛型系統使用案例圖 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1.2使用案例描述（Use Case Description） 

在產生圖 4.2 使用案例圖後，可以進一步針對使用案例圖加以描述。使用案

例描述(Use Case Description)是一種敘述性文件，用以描述某個行動者使用系統

藉由一連串事件完成系統功能的互動流程，可以說明且隱含需求在他們所敘述的

故事中(Larman, 1998)。茲將上述圖 4.2 的使用案例描述如下： 

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登入系統 使用案例編號：0.1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測試經理，驗證人員，測試設計人員，測試人員，

程式設計師，同仁審查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測試經理，驗證人員，測試設計人員，測試人員，程式設計師， 

同仁審查人員:讓使用者可以選擇角色登入系統。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開啟驗證支援系統。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進入選擇驗證工作流程。 

主流程(Main Flow)： 

M-1.欲登入人員選擇登入角色，並填寫帳號密碼欄位，以登入驗證支援系統。

M-2 選擇欲執行的流程。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 

E-1. 若登入不成功，則顯示錯誤訊息。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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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觀看驗證文件範本 使用案例編號：1.1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驗證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驗證人員:提供驗證文件範本以供驗證人員觀看。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驗證文件範本被開啟。 

主流程(Main Flow)：開啟驗證文件範本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無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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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 編修驗證計畫書 使用案例編號：1.2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驗證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驗證人員:提供驗證人員查詢、新增、刪除、修改驗證計畫書資料。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 系統依查詢條件顯示驗證計畫書紀錄。 

-2.資料庫新增一筆驗證計畫書紀錄。 

-3. 資料庫刪除一筆驗證計畫書紀錄。 

-4 資料庫修改一筆驗證計畫書紀錄。 

 

主流程(Main Flow)： 

M-1.驗證人員可以查詢、填寫(新增 、修改、刪除一筆驗證計畫書。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無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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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編修驗證準則 使用案例編號：1.3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 驗證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驗證人員:編修驗證準則。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存檔。 

主流程(Main Flow)： 

M-1.驗證人員可以查詢驗證準則並開啟 word 文件編修驗證準則。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無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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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執行驗證 使用案例編號：1.4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驗證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驗證人員:可以查詢驗證計畫書，並可選擇驗證方法以作驗證工作。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顯示驗證計畫書的內容。  

主流程(Main Flow)： 

M-1 查詢驗證計畫書的內容，並可依照驗證計畫書中的方法直接進行驗證工作。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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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執行線上審查 使用案例編號：2.1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同仁審查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同仁審查人員:進行文件審查的工作。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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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執行線上審查 使用案例編號：2.1 

-2.被審查文件的狀態必須為寫完未審核，審核未通過 2者其中之一。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被審查文件的撰寫人員收到審查結果 mail 通知。 

主流程(Main Flow)： 

M-1 針對每個文件欲審查項目進行審查的工作，結果系統將告知共審查項目幾

個，未通過項目幾個，並自動發送 e-mail 告知被審查文件的撰寫人員審查

結果為何。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 

E-1.若未進行審查，系統將顯示請審查完畢的訊息。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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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觀看測試文件範本 使用案例編號：3.1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測試經理，測試設計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驗證人員:提供測試文件範本以供測試經理，測試設計人員觀看。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所點選的測試文件範本被開啟。 

主流程(Main Flow)： 

M-1.開啟被點選的測試文件範本。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無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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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編修測試文件 使用案例編號：3.2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 測試經理，測試設計人員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測試經理，測試設計人員:撰寫測試相關文件。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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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編修測試文件 使用案例編號：3.2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存檔。 

主流程(Main Flow)： 

M-1.查詢顯示測試文件並編修之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無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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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觀看自動化測試指

引 

使用案例編號：3.2 

主要行動者(Primary actor)：測試人員，程式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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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例名稱(Use Case Name)：觀看自動化測試指

引 

使用案例編號：3.2 

參與者及其目標(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s)： 

-測試人員，程式設計師:提供線上單元測試工具，功能測試工具，壓力測試工具

                     說明。 

流程進行前狀態(Preconditions)： 

-1.登入驗證支援系統，身分確認後。 

流程完成後狀態(Postconditions)： 

-1.開啟相關測試說明。 

主流程(Main Flow)： 

M-1.以影音檔的方式提供自動化測試工具說明。 

衍生或替代流程(Extensions or Alternative Flows)：無 

相關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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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驗證支援雛型系統畫面展示 

       本驗證支援雛型系統的畫面展示如下所示，敘述如下: 

一開始登入系統時，系統會要求使用者選擇登入的角色，以及填寫密碼，並

按下送出鈕，以登入系統，如畫面 1所示。 

 

                                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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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對登入人員的身分後，系統將進入以下畫面 2 

畫面 2 

 

          

 

。 

畫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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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 3將驗證工作分為兩個部份，準備驗證以及執行驗證，若點選準備驗證

中的觀看驗證文件範本，可進入驗證文件範本知識庫畫面，每個超連結將會開啟

相關文件範本以供參考，如畫面 4所示: 

                                    畫面 4 

     

 

 

  

選擇編修驗證計畫書相關事項，則進入畫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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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 5 

 

 

 

點選文件編號可以進入驗證計畫書資料維護畫面，如畫面 6下所示: 

畫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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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在畫面 3選擇撰寫驗證準則選項，則會進入畫面 7： 

             畫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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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點選文件編號則進入畫面 8 

                  畫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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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在畫面 3點選查詢驗證計畫書選項，則會進入驗證計畫書查詢畫面，使用者

可以填寫專案名稱以及文件名稱或文件編號以查詢驗證計畫書內容，如畫面 9

所示: 

畫面 9 

 

 

使用者可以點選驗證方法以進入執行驗證階段，如點選測試計畫書的同仁審

查則進入畫面 10，要求輸入同仁審查密碼以進入審查畫面。 

畫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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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密碼核對確認後則進入同仁審查畫面 12 

                            畫面 12 

 

 

如在畫面 9點選程式碼中類別的方法執行單元測試則進入單元測試探討，以提

供測試人員知道如何使用單元測試，畫面 13 擷取部分如下所示: 

畫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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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單介紹完驗證人員所作的工作後。接著進一步介紹測試人員相關工作，

回到畫面 2選擇專案流程中的測試選項則進入畫面 14： 

                         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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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 14 

 

測試人員可以選擇觀看測試文件範本進入畫面 15: 

                              畫面 15 

 

測試人員可以點選編修測試文件進入以下畫面 16: 

畫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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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點選文件編號則進入編修測試文件畫面 17 

畫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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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若測試人員若點選畫面 14 的觀看測試指引，則進入畫面 18 

畫面 18 

 

測試人員可以選擇測試方法以觀看測試指引，而每一種測試的描述，將如畫面

13 所示，以簡單明確的範例加以說明，以上為驗證支援雛型系統的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