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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E-R Diagram或或或或 ERD

資科系資科系資科系資科系

林偉川林偉川林偉川林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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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程
• 本課程與畢業專題課程相關，教導學生整個
軟體開發及系統整合的各種模式和過程，同
時以專案製作的方式，輔導學生完成專案的
軟體需求規格書及軟體設計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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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程
• 本課程主要介紹軟體工程的基本概念，同時
深入探討系統發展生命週期中之前半個部份
的系統分析(了解使用者需求、設計替代方
案、可行性分析、介紹系統定義書)、需求分
析(介紹結構化分析與設計的方法，包括
DFD、ERD、STD等，並製作需求規格書)、
軟體設計(包括高階設計和細部設計，介紹功
能導向設計、即時系統設計、使用者介面設
計，並製作設計規格書)，並完成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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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使用者介面的指南
• 可見性

–所有控制項都應該看得到

–這個控制項也應該提供立即性的回饋，表
示它正在回應使用者的動作

• 可利用性

–任何控制項的外觀都應該可以看得出它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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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互動式介面的八項黃金鐵律

1. 努力維持努力維持努力維持努力維持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
2. 讓常用的人員能讓常用的人員能讓常用的人員能讓常用的人員能使用捷徑使用捷徑使用捷徑使用捷徑
3.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有意義的回饋有意義的回饋有意義的回饋有意義的回饋
4. 設計結束時的對話設計結束時的對話設計結束時的對話設計結束時的對話
5. 提供簡單的提供簡單的提供簡單的提供簡單的錯誤處理錯誤處理錯誤處理錯誤處理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6. 允許將允許將允許將允許將動作復原動作復原動作復原動作復原
7. 支援控制項的支援控制項的支援控制項的支援控制項的內部位置內部位置內部位置內部位置
8. 減輕減輕減輕減輕短期記憶體短期記憶體短期記憶體短期記憶體的負荷的負荷的負荷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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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Diagram

• 矩形矩形矩形矩形代表是entity集合

• 橢圓形橢圓形橢圓形橢圓形代表是entity的屬性

• 菱形菱形菱形菱形代表是關係集合

• 直線連結直線連結直線連結直線連結代表是entity集合間有關係，其關係
由線上的數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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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資料庫中的表格

• E-R Model 是關聯式資
料庫設計的重要工具
之一，而關聯式資料
庫的整體邏輯結構可
以用實體關係圖 ERD

來表達

• ERD有三種基本元素如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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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實體關聯圖

• 實體關聯圖(ERD)是使用圖形符號表示的實體
關聯模型。實體關聯圖的基本建立步驟，如
下所示：

Step 1：從系統需求找出實體型態

Stpe 2：找出實體型態與其它實體型態間的關聯

Step 3：定義實體型態間的關聯型態種類是：一
對一、一對多或多對多關聯型態

Step 4：定義實體型態的屬性型態與主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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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係
• 1-1: entity A最多只與 entity B有一種關係，
反之亦然

• 1-多多多多: entity B可與 entity A有多種關係，而
entity A最多只與 entity B有一種關係

• 多多多多-1: entity A可與 entity B有多種關係，而
entity B最多只與 entity A有一種關係

•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entity A可與 entity B有多種關係，反
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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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限制條件1-基數比限制條件

基數比限制條件(Cardinality Ratio Constraints）

• 基數比限制條件是限制關聯實體型態的實例個數，可
以分為三種，如下所示：(Is_a關係)

– 一對一關聯性(1:1)：指一個實體只關聯到另一個
實體，例如：一位講師只能是學校的一位員工，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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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限制條件2-基數比限制條件

– 一對多關聯性(1:N)：指一個實體關聯到多個實
體，例如：一門課程擁有小考、期中考和期末考
等多次考試，如下圖所示： (Has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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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限制條件3-基數比限制條件
– 多對多關聯性（M:N）：指多個實體關聯到多個
其它實體，例如：一個學生可以參加多次考試，
反過來，一種考試可以讓多位學生應試，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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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義

• 在屬性中畫上底線的為主鍵(Primary Key , PK) 為唯
一識別值且不能為空值(Null)，在真實環境情況
下，一個實體案例的某一個屬性可能有一個以上的
值，此為多值屬性(Multi-valued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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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簡單的實體關係圖

16

關係的基數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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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一個擴充為有屬性的展示一個擴充為有屬性的展示一個擴充為有屬性的展示一個擴充為有屬性的 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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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種類1

• 屬性是一組值的集合，這些值是屬性可能的
值，稱為值集合(Value Set)或定義域
(Domain)。屬性可以分成很多種，如下所示：

– 單元值屬性型態(Atomic Attribute Types)：這是實
體與關聯型態的基本屬性型態，只擁有單元值，
例如：Students實體型態的sid、name、GPA、
birthday和tel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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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種類2

– 複合屬性型態(Composite Attribute Types)：屬性是
由多個單元屬性組成，使用樹狀的單元屬性圖形
符號來表示，例如：員工Employees實體型態的
address複合屬性是由street、city和ZIP單元屬性組
成，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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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種類3

– 多重值屬性型態(Multi-valued Attribute Types)：屬
性值不是單元值，而是多重值，使用雙線的橢圓
形節點符號來標示，例如：學生Students實體型態
的address屬性，這是記錄學生多個通訊地址的多
重值屬性，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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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種類4

– 導出屬性型態(Derived Attribute Types)：這是一種
可以由其它屬性計算出的屬性，使用虛線的橢圓
形節點符號來標示，例如：Exams實體型態的
numOfStudents屬性是記錄參加考試的學生數，這
個屬性值可以從Results關聯型態計算而得，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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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種類5

– 鍵屬性型態(Key Attribute Types)：如果屬性是實
體型態中用來識別實例的屬性，其角色相當於資
料表的主鍵，鍵屬性型態是在名稱下加上底線來
標示，例如：Students實體型態的主鍵是sid屬性，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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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實體型態

• 弱實體型態(Weak Entity Types)是一種需要依
賴其它實體型態才能存在的實體形態，這是沒
有主鍵的實體型態，例如：學生家長是一個弱
實體，因為只有學生實體存在，家長實體才會
存在。

• 擁有主鍵的實體型態稱為一般實體型態
(Regular Entity Type)或強實體型態(Strong 
Entity Type)。

• 在實體關聯圖的弱實體型態是使用雙框的長方
形圖形符號來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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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實體型態-圖例
• 弱實體型態一定關聯到一個強實體型態，以便識別
其身份，這個強實體型態稱為識別實體型態
(Identifying Entity Type)，使用的關聯型態稱為識別
關聯型態(Identifying Relationship Type)，使用雙框
的菱形圖形符號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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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關聯圖的常見錯誤

• 因錯誤解釋實體間的關聯性造成實體關聯圖
的錯誤，稱為連接陷阱

• 實體關聯圖最常見的兩種連接陷阱錯誤，如
下所示：

– 扇形陷阱(Fan Traps)。

– 斷層陷阱(Chasm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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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陷阱

• 扇形陷阱是指實體間的關聯性令人產生混
淆，扇形陷阱通常是產生在實體型態擁有多
個一對多的關聯型態，如同扇形散開，但是
關聯到的各實體型態間的關聯性會產生令人
混淆的問題。

• 例如：學生、講師與課程實體型態間擁有3個
一對多關聯性，如下所示：
– 講師可以教多位學生。

– 講師可以教多門課程。

– 學生可以選修多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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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陷阱

28

扇形陷阱

• 學生選修多門課程的一對多關聯性並沒有辦法
建立在講師與學生和講師與課程的2個一對多
關聯性上，如此就會產生混淆，如下圖所示：



15

29

扇形陷阱

• 扇形陷阱發生的原因是誤解關聯的意義，關
聯正確的解釋應該是以課程建立關聯性的橋
樑，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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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陷阱

• 學生選修多門課和講師教多門課程的2個一對多關
聯性，講師教多位學生的一對多關聯性可以透過講
師教多門課，一門課有多位學生，所以講師可以教
多位學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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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陷阱
• 斷層陷阱(Chasm Traps)是指實體間應該存在的關聯根
本不存在，2個實體間並沒有辦法找到一條路徑來連
接。例如：一位學生可以修多門課程，每一位學生會
購買多本教課書，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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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陷阱
• 但是學生可能不買教課書，而且學生會修多
門課，所以我們會發現有些教課書不知道到
底是那一門課程的教課書，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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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陷阱
• 斷層陷阱(Chasm Traps)的解決方式是新增關聯型態，
以此例是在Courses和Textbooks實體型態新增一對多
的關聯型態Assign來解決此問題，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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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強實體型態轉換成資料表

• 在實體關聯圖的一般實體型態是對應資料表，
也就是將強實體型態轉換成資料表綱要，其規
則如下所示：

– 建立新資料表綱要，其名稱是實體型態名稱。

– 在資料表綱要包含單元值屬性型態和複合屬性型
態。

– 資料表綱要不包含多重值屬性型態、外來鍵和導
出屬性型態。

– 將鍵屬性(Key Attribute)指定為資料表綱要的主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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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強實體型態轉換成資料表

36

將關聯型態轉換成外來鍵

• 實體關聯圖的關聯型態可以轉換成資料表綱
要的外來鍵，在資料表綱要新增參考其它實
體型態的外來鍵，可以分為三種：

– 一對一關聯型態

– 一對多關聯型態

– 多對多關聯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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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對一關聯型態轉換成外來鍵

• 一對一關聯型態轉換成資料表綱要的規則，
如下所示：

–在參與關聯性的資料表綱要新增參考到另
一個資料表綱要的外來鍵。

–若關聯型態擁有單元值屬性，也一併加入
新增外來鍵的資料表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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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對一關聯型態轉換成外來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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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對多關聯型態轉換成外來鍵

• 一對多關聯型態轉換成資料表綱要的規則，
如下所示：

–在N端的資料表綱要新增參考到1端資料表
綱要的外來鍵。

–若關聯型態擁有單元值屬性，也一併加入
新增外來鍵的資料表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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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對多關聯型態轉換成外來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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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對多關聯型態轉換成外來鍵

• 多對多關聯型態轉換成資料表綱要的規則，
如下所示：

– 將關聯型態建立成新的資料表綱要，名稱為關聯
型態名稱，在新資料表綱要擁有兩個外來鍵，分
別參考關聯到的實體型態。

– 若關聯型態擁有單元值屬性，一併加入新的資料
表綱要。

– 關聯型態建立的資料表綱要主鍵是兩個外來鍵的
組合鍵，有時，可能需要新增幾個關聯型態的屬
性作為主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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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對多關聯型態轉換成外來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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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值屬性轉換成資料表

• 多重值屬性轉換成資料表綱要的規則，如下
所示：

– 建立新的資料表綱要，名稱可以是屬性名稱或實
體與屬性結合的名稱。

– 在新資料表綱要新增參考到實體型態主鍵的外來
鍵。

– 新資料表綱要的主鍵是外來鍵加上多重值屬性，
如果多重值屬性是複合屬性，可能需要加上其中
一個屬性或是全部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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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值屬性轉換成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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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實體型態轉換成資料表

• 弱實體型態轉換成資料表綱要，因為弱實體
型態一定擁有一個對應的識別實體型態，所
以在轉換上稍有不同，其規則如下所示：

– 建立新的資料表綱要，其名稱為弱實體型態的名
稱。

– 新資料表綱要包含單元值屬性型態。

– 在新資料表綱要新增識別實體型態的主鍵作為參
考的外來鍵。

– 將弱實體型態的部分鍵加上外來鍵指定成新資料
表綱要的主鍵。

46

弱實體型態轉換成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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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模型的基礎

• 概念資料庫設計：沒有使用特定資料庫種類
建立的概念綱要。

• 邏輯資料庫設計：在概念綱要以上的資料庫
設計。

– 將概念資料模型轉換成邏輯資料模型的過程

• 實體資料庫設計：內部綱要的資料庫設計稱
為。

– 將邏輯資料模型轉換成以關聯式資料庫為例的
SQL指令敘述來定義資料庫

48

概念資料模型



25

49

邏輯資料模型

50

實體資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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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資料庫設計的主要工作

• 邏輯資料庫設計的主要工作有兩項，如下所
示：

– 將實體關聯圖轉換成資料表綱要。

– 資料表的正規化。

52

問題

• 銀行分支機構(branch)，屬性 branch-name, 

branch-city, assets. 

• 顧客(customer)，屬性customer-name, S.I.N., 

customer-street, customer-city. 

• 員工(employee)，屬性employee-name, phone-

number. 

• 帳號(account)，屬性account-number, balance. 

• 交易(transaction)，屬性transaction-number, 

date,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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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相依性(Existence Dependencies)

• 帳號與交易存在一個 log的關係(1-多多多多) 

• 當帳號結清時，交易也應刪除

54

顧客與帳號(1-1)關係

account

balance
Account

number

CusAcct

date

customer

Customer

city
street

Customer

name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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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經理(多-1)關係

Workforemployee

Phone

number

Employee

name

manager

worker

56

顧客、帳號及交易三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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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帳號及分行三者關係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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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圖

•類別物件而不是類別物件而不是類別物件而不是類別物件而不是資料實體資料實體資料實體資料實體

•普遍化與特殊化層級普遍化與特殊化層級普遍化與特殊化層級普遍化與特殊化層級

–從一般的超類別到專屬的次類別從一般的超類別到專屬的次類別從一般的超類別到專屬的次類別從一般的超類別到專屬的次類別

–繼承讓次類別共用其超類別之特徵繼承讓次類別共用其超類別之特徵繼承讓次類別共用其超類別之特徵繼承讓次類別共用其超類別之特徵

•聚合聚合聚合聚合((((整體整體整體整體----部份層級部份層級部份層級部份層級))))

–將將將將物件物件物件物件與與與與它的部份它的部份它的部份它的部份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

–以它的部份定義物件以它的部份定義物件以它的部份定義物件以它的部份定義物件

60

類別圖中的類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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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帳戶系統的類別圖

62

大學課程登記類別圖使用關聯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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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

• PERSON, AUTHOR, PROJECT, REFERENCE, 

PUBLICATION, and SPONSOR實體實體實體實體

•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AUTHORED represents the association of 

authors with references

•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ASSIGNED represents the assignment of 

projects to persons

64

聚合聚合聚合聚合
• 設計一個 DB包括一個 employees在參與一特
定的project時，使用一些 machines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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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聚合聚合聚合原義

machinery

id

Employee

id name id

projectwork

hours

uses

66

簡化後聚合聚合聚合聚合((((Aggregation)

Employee

id name id

projectwork

hours

machinery

id

use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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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

• HAS represents the project-sub-project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 SPONSORS represents the sponsoring of 

projects.

• PERSON represents a generalization of entity-

set AUTHOR.

• The association cardinalities of relationship-set 

ASSIGNED represent the restriction of a project 

being assigned to at most one person. 

68

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實體關係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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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_a關係(generalization)

70

員工與眷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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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敘述

• 一個部門可管理多個專案

• 員工僅屬於一個部門，但卻同時可接手來自不同的
專案

• 此圖中並未包含一個員工可接跨部門的專案 ( 僅表
示單一部門多個專案 )。

72

範例實體關聯圖



37

73

How to build Database

•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
首先將欲設計的系統相關實體、屬性及關係
找出來

•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再將基數標出來 ( 例如 1：N、M：N....等 )

• 系統的實體關係圖完成後，除了可瞭解資料
庫概念性的架構外，最主要的是可以根據一
定的轉換規則，將ERD轉成設計階段的資料
表，也就是存在資料庫中的表格結構。

74

實
體
關
係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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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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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 當全部的實體與關係全部轉換成資料表時，
資料庫的設計已完成了大半，剩下就是將設
計出的資料表予以正規化。

78

正規化的基礎

• 「正規化」(Normalization)是一種標準處理
程序來決定資料表應該擁有哪些屬性，其
目的是建立「良好結構資料表，這是一種
沒有重複資料的資料表，而且在新增、刪
除或更新資料時，不會造成錯誤或資料不
一致的異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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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化的基礎

• 去除重複性(Eliminating Redundancy)：就是建立沒
有重複資料的資料表，因為重複資料不只浪費資料
庫的儲存空間，而且會產生資料維護上的問題。

• 去除不一致的相依性(Eliminating Inconsistent 

Dependency)：資料相依是指資料表中的屬性之間
擁有關係，如果資料表擁有不一致的資料相依，這
些屬性就會在新增、刪除或更新資料時，造成異常
現象。

80

資料表為什麼需要正規化
• 關聯式資料庫正規化的目的就是避免資料重
複，資料表擁有非自然結合的屬性，就會造成
資料重複的問題，稱為「非正規化型式」資料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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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為什麼需要正規化-更新異常
• 在Student_Course_Classes資料表更新指定的
屬性資料，因為資料重複儲存在多筆記錄，
需要同時更新多筆值組的資料。

82

資料表為什麼需要正規化-刪除異常

• 在Student_Course_Classes資料表刪除值組，可
能刪除合法資料。例如：CS101和CS121課程
都有一筆值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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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為什麼需要正規化-新增異常
• 在Student_Course_Classes資料表新增值組和刪
除相反，可能只新增部分值組的資料。例如：
新增一筆值組，課程編號是CS240，課程名稱
為資料結構，學分是3，如下：

84

正規化的觀念

�消除重複性的資料記錄

�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

�主索引 -主索引欄位主要是用於建立且唯一
不會產生重複性資料的資料，使得能透過此欄
位找到單一指定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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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性的資料記錄重複性的資料記錄重複性的資料記錄重複性的資料記錄

86

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
訂單資料表



44

87

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
詳細訂單資料表

88

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

客戶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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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
產品資料表

90

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分離功能相依性的紀錄
倉庫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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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化的型式-階段
• 正規化的處理過程一共分為五個階段的正規化型
式，每一階正規化型式是在處理不同的屬性間資料
相依(Dependency)的問題，如下圖所示：

92

正規化的型式-前三階

• 第一階正規化型式(First Normal Form, 

1NF)：在資料表刪除多重值屬性，讓資料表
只擁有單元值屬性。

• 第二階正規化型式(Second Normal Form, 

2NF)：滿足1NF且資料表沒有部分相依
(Partial Dependency)。

• 第三階正規化型式(Third Normal Form, 

3NF)：滿足2NF，且資料表沒有遞移相依
(Transitive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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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化的型式-BCNF+四和五階

• Boyce-Codd正規化型式(Boyce-Codd Normal 

Form, BCNF)：屬於一種廣意的第三階正規化
型式，如果資料表擁有多個複合候選鍵，刪
除候選鍵間的功能相依。

• 第四階正規化型式(Fourth  Normal Form, 

4NF)：滿足BCNF且沒有多重值相依。

• 第五階正規化型式(Fifth Normal Form, 5NF)：
滿足4NF且沒有合併相依。

94

第一階正規化型式 – 1NF(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7.2：：：：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R符合第一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一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一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一階正規化型式
(First Normal Form，，，，1NF)是指資料表的每是指資料表的每是指資料表的每是指資料表的每
一個定義域一個定義域一個定義域一個定義域(Domain)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單元值單元值單元值單元值(Atomic 

Value)且只能是單元值且只能是單元值且只能是單元值且只能是單元值，，，，單元值的意思單元值的意思單元值的意思單元值的意思，，，，是是是是
不允許多重值屬性不允許多重值屬性不允許多重值屬性不允許多重值屬性與與與與複合屬性複合屬性複合屬性複合屬性的存在的存在的存在的存在，，，，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第一正規化的目的就是要第一正規化的目的就是要第一正規化的目的就是要第一正規化的目的就是要去除重複性去除重複性去除重複性去除重複性。。。。

• 上述定義簡單的說是指資料表沒有多重值屬
性，如果資料表擁有多重值屬性，就需要將
這些屬性分割成資料表、值組或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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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正規化型式 – 1NF

• 例如：在Students資料表儲存學生的選課資
料，主鍵是學號sid，如下圖所示：

96

第一階正規化型式
方法1：分割成值組

• 1NF資料表的每一個屬性只能儲存單元值，所以一
階正規化可以將多重值屬性改成重複值組，屬性的
每一個多重值新增一筆值組，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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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正規化型式 – 1NF
方法2：分割成不同的資料表

• 資料表違反1NF，一階正規化可以將這些多重值屬
性連同主鍵分割成新資料表，如下圖所示：

98

第一階正規化型式 – 1NF

方法３：分割成不同屬性

• 一階正規化還可以將多重值屬性配合虛值新
增為資料表的多個屬性，不過其先決條件是
多重值的個數是有限的。

• 例如：一位學生規定只能修兩門課程，
Students資料表可以使用2組屬性儲存選課資料
的課程編號與名稱，雖然符合1NF，但是若學
生選課數不只兩門，就會產生資料無法新增
的異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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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正規化 (1NF)

• 必須為row-column的二維式table

• table的每一筆資料（row）只描述一件事情

• 每一欄位只含有單一事物的特性（欄位的
唯一性）

• 每一筆row的欄位內只允許存放單一值

• 每個欄位名稱必須是獨一無二的

• 沒有任何兩筆資料是相同的

• row或欄位的先後順予是無關緊要的

100

第一階正規化

地址性別姓名
薪水

員工員工編
號

薪水地址性別姓名員工編
號

第一階正規化第一階正規化第一階正規化第一階正規化

員工資料表員工資料表員工資料表員工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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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

• 功能相依(Functional Dependency，簡稱FD)是
描述資料表中屬性間的相依關係，資料表正
規化的第一步，就是在資料表找出所有屬性
間的功能相依。

102

功能相依

• 當在資料表找出所有屬性間的功能相依後，
就可以幫助我們在資料表找出：

– 重複資料：一些不該屬於此資料表的屬性。

– 候選鍵和主鍵：如果資料表的所有屬性都功能
相依於一個或一組屬性，這個屬性就是候選鍵
(Candidate Key)或主鍵(Primar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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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的定義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7.1：：：：功能相依以資料表功能相依以資料表功能相依以資料表功能相依以資料表R為例為例為例為例，，，，若資料表若資料表若資料表若資料表R擁擁擁擁
有屬性有屬性有屬性有屬性A與與與與B，，，，A與與與與B可以是複合屬性可以是複合屬性可以是複合屬性可以是複合屬性，，，，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
說說說說屬性屬性屬性屬性B功能相依功能相依功能相依功能相依(Functional Dependent)於於於於A，，，，或或或或
A功能決定功能決定功能決定功能決定(Functional Determines)B，，，，寫成寫成寫成寫成：：：：
R.A→→→→R.B  或簡寫成或簡寫成或簡寫成或簡寫成：：：：A→→→→B

若資料表若資料表若資料表若資料表R擁有擁有擁有擁有A→→→→B的功能相依的功能相依的功能相依的功能相依，，，，則在資料表則在資料表則在資料表則在資料表R
的每一對的每一對的每一對的每一對t1和和和和t2值組值組值組值組中中中中，，，，且且且且t1(A) = t2(A)，，，，可以得可以得可以得可以得
到到到到：：：：t1(B) = t2(B)。。。。

104

功能相依的定義

• 若R為關連式，X與Y為R的屬性集合的兩個任
意的子集合，則說Y是功能相依於X，或者說
X功能決定Y，以符號記成X→Y，若且唯若R

中每一個X的值都精確的和一個Y值相對

• 若R中兩個值組若其X值相等，Y值也必然相
等。此外，若關連式中每一屬性功能相依於
某一屬性集合，則此一屬性集合即可作為超
級鍵(superkey)，若再符合不可化簡性，則可
作為候選鍵(candidat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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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的定義

• 資料表中如果2個值組的屬性A值是相同，我們就可
以知道屬性B的值也一定相同，如果知道屬性A的
值，就可以知道屬性B的值，如下所示：

A1→B1                         單一主鍵

A1→{ B1, B2, …Bn }  單一主鍵

{ A1, A2, …, An }→B1   複合主鍵

{ A1, A2, …, An }→{ B1, B2, …Bn }複合主鍵

• 上述功能相依屬於一種單方向的關聯，A→B不表示
B→A。

106

功能相依的定義-範例

• 在Students資料表的一些功能相依範例，如下：

sid→birthday sid→GPA

sid→tel sid→{ name, birthday }

sid→{ name, birthday, GPA }

sid→{ name, birthday, GPA, tel }

{ sid, name }→{ name, birthday, GPA, 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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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的種類-種類

• 功能相依的種類主要可以分為三種：

–完全相依(Full Dependency)

–部分相依(Partial Dependency)

–遞移相依(Transitive Dependency)

108

功能相依的種類

• 資料表範例是Student_Course_Instructors資料表，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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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的種類-完全相依
• 完全相依是指如果屬性A(複合屬性)和B是資料表屬
性，B功能相依於A，且B沒有功能相依於任何A的
子集，則稱B完全功能相依於A。

• 例如：Student_Course_Instructors資料表的完全相
依，如下所示：

sid→ name

c_no→ title

eid→ instructor

instructor → office

eid→ office

{ sid, c_no, eid }→{ name, title, instructor, office }

110

功能相依的種類-部分相依

• 部分相依是指如果A(複合屬性)和B是資料表
的屬性，B是功能相依於A，如果刪除A子集
的部分屬性，仍然不會影響功能相依，則稱
B部分功能相依於A。

• 例如：Student_Course_Instructors資料表的部
分相依，如下所示：
{ sid, c_no }→name

{ sid, c_no}→title

{ eid, instructor}→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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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的種類-遞移相依

• 如果A、B和C是資料表的屬性，A→B且
B→C，則稱C是遞移相依於A，A→C。

• 例如：Student_Course_Instructors資料表中
遞移相依為：{ sid, c_no, eid }→office

• 因為office屬性是遞移相依於{ sid, c_no, eid }
的過程為：
{ sid, c_no, eid }→instructor

instructor→office

112

功能相依的種類-遞移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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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所有的功能相依

• 暴力演算法(Brute Force Algorithm)：這是一種
破解密碼常用的演算法，以作苦工方式嘗試
所有可能的密碼組合，在資料表找出各屬性
間的所有可能組合，然後一一檢查是否符合
功能相依，如果資料表的屬性很多，相對就
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 推論基礎演算法(Inference-based Algorithm)：
因為功能相依可以由其它功能相依來推論
出，換句話說，推論基礎演算法是從資料表
已知的功能相依，使用推論規則推論出所有
可能的功能相依。

114

阿姆斯壯推論規則

• 阿姆斯壯推論規則可以從某些已知的功能相
依推論出其它隱含的功能相依，這是一種建
全且完整的規則，其意義如下所示：

– 建全(Sound)：阿姆斯壯推論規則不會導出多餘
的功能相依。

– 完整(Complete)：阿姆斯壯推論規則可以導出所
有的功能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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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壯推論規則-反身規則
• 如果屬性B是屬性A的子集合則A→B，其定義如下：

若：{ B1, B2, …, Bn } ⊆ { A1, A2, …., An }

則：{ A1, A2, …., An }→{ B1, B2, …, Bn }

• 例如：{ sid, name } →{ sid, name }，所有屬性都是本
身的子集合，所以：

– sid→sid、name→name和{ sid, name }→{ sid, name }。

116

阿姆斯壯推論規則-擴充規則

• 如果A→B且屬性C是屬性D的子集合，則
AD→BC，其定義如下：

若：{A1,A2,….,An}→{B1,B2,…,Bn}且{C1,…,Cn}⊆{D1,...,Dn}

則：{A1,A2,….,An,D1,…,Dn}→{B1,B2,…,Bn,C1,...,Cn}

• 例如：sid→name且{ GPA }⊆{ birthday, 
GPA }，則可以得到：
{ sid, birthday, GPA }→{ name, G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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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壯推論規則-遞移規則

• 如果A→B且B→C，則A→C，其定義如下：

若：{A1,…,An}→{B1,…,Bn}且{B1,…,Bn}→{C1,...,Cn}

則：{ A1, ..., An }→{ C1, ..., Cn }

• 例如：sid→instructor且instructor→office，則
可以得到：sid→office

118

阿姆斯壯推論規則-分解規則

• 如果A→BC，則A→B且A→C，其定義如下：

若：{ A1, …, An }→{ B1, …, Bn, C1, ..., Cn }

則：{A1,...,An}→{B1,...,Bn}且{A1,...,An}→{C1,...,Cn}

• 例如：sid→{ name, birthday }，則可以得到：

sid→name且sid→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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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壯推論規則-聯集規則

• 如果A→B且A→C，則A→BC，其定義如下：

若：{A1,…,An}→{B1,…,Bn}且{A1,…,An}→{C1,...,Cn}

則：{ A1, ..., An }→{ B1, ..., Bn, C1, ..., Cn }

• 例如：sid→name且sid→birthday，則可得：

sid→{ name, birthday }

120

功能相依的推論範例
• 現在只需使用推論規則，就可以從資料表現
有的功能相依推論出其它的功能相依。例
如：資料表已經有3條功能相依，如下所示：
1: AB→D

2: BD→E

3: E→C

• 請使用上述3條功能相依推論出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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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的推論範例-過程

122

第二階正規化型式 – 2NF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7.3：：：：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R符合第二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二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二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二階正規化型式
(Second Normal Form, 2NF)是指資料表符合是指資料表符合是指資料表符合是指資料表符合
1NF，，，，且所有且所有且所有且所有非主鍵非主鍵非主鍵非主鍵(Primary Key)的的的的屬性都屬性都屬性都屬性都
完全相依完全相依完全相依完全相依於於於於主鍵主鍵主鍵主鍵，，，，亦就是亦就是亦就是亦就是去除部份相依性去除部份相依性去除部份相依性去除部份相依性。。。。

• 上述定義簡單的說是指資料表中不是主鍵的
屬性需要完全相依於主鍵，就是刪除資料表
中，所有部分相依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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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範例

• 假設某書商之db中有一表格儲存了『書
籍』，其schema如下：(95年高普考)

Book(Title, Type, Price, Name, 

Address,Publisher)

其功能相依為Title� {Publisher, Type} 、
Type�Price、Name�Address

• 找出『書籍』所有的後選鍵(必須以功能相
依的推論規則來證明)

124

功能相依範例

• 請以功能相依推論『書籍』不是2NF

• 請以功能相依分解『書籍』來滿足2NF，可
能不滿足3NF

• 請以功能相依分解『書籍』來滿足3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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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解答--所有的後選鍵

• Title� {Publisher, Type} �
Title� Publisher, Title� Type 又Type�Price
所以 Title �Price

• Title� {Publisher, Type}, Title �Price
所以 Title� {Publisher, Type, Price} 又
Name�Address則
{Title, Name}� {Publisher, Type, Price, 
Address}， {Title, Name}可決定所有『書
籍』欄位

126

功能相依解答

• 關聯為2NF若且唯若所有非鍵值欄位皆完全
功能相依於主鍵。
{Publisher, Type, Price}部份功能相依於
Title 又Address部份功能相依於Name，所以
非2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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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解答--滿足2NF

• 關聯為2NF可分解如下：
Book(Title, Name)，後選鍵為{Title, Name}

BookTitle(Title,Type, Price, Publisher) ，後
選鍵為{Title} ，所有屬性皆完全相依於
Title

Author(Name, Address)後選鍵為{Name}所
有屬性皆完全相依於Name，所以為2NF

128

功能相依解答--滿足3NF
• Author與Book無任何遞移相依，故為3NF
但
BookTitle(Title,Type, Price, Publisher)中Title�
Type、Type�Price則Price遞移相依於Title，故
非3NF。須分解如下：
BookTitle (Title,Type, Publisher)
TypePrice(Type, Price)則無遞移相依，所以為
3NF
Book(Title, Name)、Author(Name, Address)、
BookTitle (Title,Type, Publisher)、
TypePrice(Typ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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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解答
• Book(Title, Name)中Title 與Name皆為其他關聯
之主鍵，且其值在Book中皆可重複，若更新時
可能導致更新異常。

130

第二正規化 (2NF)

• 第二正規化的表格必須合下面條件：

– 移去部分相關性

• 所謂功能相依是指表格和表格之間的相互關
係，若某個表格中有兩個欄位Ａ及Ｂ，當Ａ
欄位值可推導出Ｂ欄位值，稱功能相依性。

– 即若一關連R，其屬性Y功能相關於屬性X，記作
R.X→R.Y；若且唯若R中有二個X值相同時，其
Y值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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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

• 資料表範例是Student_Course_Instructors資料表

132

第一階正規化型式 – 1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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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正規化型式 – 2NF
• Students資料表執行一階正規化後，已經分割
成Students和Classes資料表，

• Classes資料表繼續第二階正規化，如下圖：

134

第二階正規化型式 – 2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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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依範例–使其滿足2NF？

• 學生選課收費表

學號 課程代號 學費

99130  MIS200    3,000

99200  CIS300    5,000

99250  MIS200    3,000

99425  Math200   6,000

99500  MIS300    5,000

99570  MIS500    2,500

136

功能相依範例–使其滿足2NF？

• 成績檔案(學號,姓名,系級,通訊,家長姓名,科
目代號,科目名稱,授課老師,老師電話,成績)

• 一個學號可對應到多個科目代號,科目名稱,

授課老師,老師電話。成績可為重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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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正規化

計劃地址計劃部門地址性別姓名參與時數計畫編號員工編號

參與時數計畫編號員工編號

地址性別姓名員工編號

計劃地址計劃部門計畫編號

第二階正規化第二階正規化第二階正規化第二階正規化

員工參與計畫資料表

參與資料表

員工資料表

計劃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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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正規化型式 – 3NF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7.4：：：：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R符合第三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三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三階正規化型式符合第三階正規化型式
（（（（Third Normal Form，，，， 3NF））））是指資料表是指資料表是指資料表是指資料表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2NF，，，，且所有且所有且所有且所有非主鍵的屬性非主鍵的屬性非主鍵的屬性非主鍵的屬性都只有都只有都只有都只有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相依於主鍵相依於主鍵相依於主鍵相依於主鍵，，，，而沒有功能相依於其它非主而沒有功能相依於其它非主而沒有功能相依於其它非主而沒有功能相依於其它非主
鍵的屬性鍵的屬性鍵的屬性鍵的屬性，，，，亦就是亦就是亦就是亦就是去除遞移相依性去除遞移相依性去除遞移相依性去除遞移相依性。。。。

• 上述定義簡單的說是指資料表中不屬於主
鍵的屬性只能功能相依於主鍵，而不能同
時功能相依於其它非主鍵的屬性，也就是
刪除資料表所有遞移相依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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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規化 (3NF)

• 消除遞移相依(Transitive Dependency)

• 所謂遞移相依是指在一個表格中，如果某一
欄位值可決定其他欄位值，但這些欄位中又
存在某一欄位可以決定剩餘欄位值，稱遞移
相依性。若有上述情況存在．如果在刪除資
料時，可能會造成其他資料損毀。

• 一個FD若R.A→R.B且R.B→R.C則，
R.A→R.C成立，此種相關性稱為遞移相依。

140

第三階正規化型式 – 3NF

• 例如：執行Instructors資料表的第三階正規
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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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正規化型式 – 3NF

eid→office

是遞移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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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正規化

部門編號薪水地址性別姓名員工編號 部門 管理者

部門編號薪水地址性別姓名員工編號 部門編號 部門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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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正規化Review

• 功能相依：假設有一關聯表R，且A 與B 是R 的屬
性。B功能相依於A，或稱 A 在功能上決定B，寫成
R.A→R.B，若且唯若A 屬性之值只會對應到一個B 

屬性之值。其中，A 與B 都可以是複合屬性。若屬
性B 功能相依於複合屬性A，但不功能相依於A 的部
分屬性，則稱B完全功能相依於A。

• 正規化：由於關聯式資料庫涉及多個資料表的存取
動作，為除去資料表欄位重複的問題，於是產生了
正規化的技術，目的在於排除資料不一致，以及避
免無效率的查詢產生。

144

資料庫正規化的定義

• 第一正規化：主要除去關聯表中任何的“重
複群”，使關聯表中任一行與任一列的交叉
格上均只有一個值。

• 第二正規化：符合第一正規化型式，再除
去資料的部分功能相依。

• 第三正規化：符合第二正規化型式，再除
去資料的遞移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