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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涵蓋….

• 基本網路繪圖的繪製，以及圖形匯出至指定資料

庫的方式；利用報告製作各種檔案格式的財產清

單報表；利用網路圖形管理軟硬體的更新與維護

；以HTML發佈網路繪圖…，以達到視覺化網路管

理的目的。



將會涵蓋….

• 透過Web 網站圖表的應用，迅速規劃概念性的網

站地圖並自動產生網站映射；利用Visio資料庫模

型範本及資料庫反向工程範本，進行資料庫的圖

形化管理。

• 瞭解Visio的自訂化環境(ShapeSheet)，以及圖件

與樣板的製作



• Office的使用經驗

• 資料庫的概念

具備的背景與經驗



• 視覺化的網路管理

–基本網路繪圖

–匯出網路圖形資料至指定的資料庫

–網路繪圖的變更以及自動更新資料庫

• 視覺化報告

–利用報告製作各種檔案格式的財產清單報表

–以HTML發佈

議程



• 網路軟體體建置的圖形化管理

–網路圖形與資料庫的連結

–使用［圖形資料］呈現圖表資訊以達圖形化管理

• Web網站圖表的應用

–規劃概念性的網站地圖 / 自動產生網站映射

• 資料庫的圖形化管理

–Visio的資料庫模型範本 / 資料庫反向工程

議程



• Visio 2007的自訂化工具與環境

–Shape Sheet (圖形清單)

–Shape Data(圖形資料)

–利用ShapeSheet讓圖形更聰明

–樣板的製作

–主圖形的製作與編輯 / 與資料庫連結的智慧主圖形

–範本的建立

議程



視覺化的網路管理

• 基本網路繪圖

• 匯出網路圖形資料至指定的資料庫

• 變更繪圖以更新資料庫



利用Microsoft Visio 2007

輕鬆製作網路設備實體圖



高效率的網路繪圖工具
可以快速製作網路邏輯圖



規劃初期的網路概念圖





資料型態 說明

字串 除了一般大小寫的格式設定外，可以藉由對圖形進行

「格式」/「文字」功能表指令的操作來設定文字的字

體、字型、字的大小與顏色等等特殊格式效果。

數字 可以設定小數、浮點小數、單位等格式效果。

固定清單 利用分號區隔的項目清單。使用時，以下拉式選項點

選清單內容，但無法鍵入新值。

變數清單 利用分號區隔的項目清單。使用時，以下拉式選項點

選清單內容，但可以鍵入新值。

布林 只有True與False等兩個值。

貨幣 金融符號的格式設定。

日期 提供有完整日期與短日期

等種種日期及時間的顯示格式設定。

期間 週、天、小時與分鐘等期間的格式設定。

Visio 所提供的圖形資料欄位類型





Demo

圖形與資料庫的連結

基本網路繪圖

將網路圖形匯出至資料庫

以新的繪圖更新資料庫

demonstration



網路圖表報告

• 利用報告製作各種檔案格式的財產清單報表

• 以HTML發佈繪圖資料

• 網路伺服器機架圖形製作



利用報告
製作各種檔案格式的財產清單報表



以HTML發佈



網路伺服器機架圖形製作



Demo

報告定義的建立與套用
各種報告定義的輸出
以Web為工具的網路建置簡報

demonstration



網路軟體體建置的圖形化管理

• 使用資料選取器進行外部資料與圖形的連結

• 使用［圖形資料］呈現圖表資訊



Web網站圖表的應用

• 規劃概念性的網站地圖

• 自動產生網站映射

• Visio的資料庫模型範本

• 資料庫反向工程

資料庫的圖形化管理



Web網站圖表的應用
規劃概念性的網站地圖



Web網站圖表的應用
自動產生網站映射



資料庫模型圖

• 繪製資料庫模型圖

• 資料庫反向工程範本的運用



Demo

Web網站圖表的繪製
網站報告
Visio的資料庫模型範本

demonstration



自訂化Visio 2007的許多應用層面

• 建立新的圖形，或者，改變舊有既有的圖形。

• 自訂化Visio的線條樣式、箭頭符號、填滿效果，以及各

種格式變化。

• 將新建立的圖形應用在其他的Visio圖形上。

• 蒐集預設的圖形或您自訂的圖形在同一個樣板上，讓圖

形的使用更便利。

• 透過範本檔案的建立，讓您的繪圖工作標準化。

• 建立自訂化的功能表與工具列。



Microsoft Visio 2007的自訂化工具

• 繪圖工具

• 樣式的設計與套用

• 自訂化工具列

• Shape Sheet

• 資料庫的連結



• Shape Sheet (圖形清單)

• Shape Data(圖形資料)

• 利用ShapeSheet讓圖形更聰明

• 樣板的製作

• 主圖形的製作與編輯 / 與資料庫連結的智

慧主圖形

• 範本的建立

Visio 2007的自訂化工具與環境



圖形清單的認識

• 什麼是圖形清單

• 圖形清單的結構

–區段標題

–欄、列與儲存格

• 輕鬆導覽圖形清單

• 圖形清單的控制

–以圖形清單控制繪圖頁面

–以圖形清單控制圖形

–變更圖形資料的欄位名稱



利用ShapeSheet讓圖形更聰明

• 智慧圖型的製作

• 設定有意義的欄名並輸入

適當的函數

• 在圖形的文字方塊裡插入

資料欄位的內容

• 設定圖形資料欄位的Ask值



建立樣板(Stencils)

• 插入既有的圖片作為樣板中的新圖形

• 樣板內主圖形的屬性設定

• 儲存樣板檔案

• 直接在樣板中建立新的主圖形

• 主圖形的捷徑設定

• 編輯主圖形圖示

• 編輯主圖形



製作與資料庫連結的智慧主圖形



Demo

ShapeSheet的使用
主圖形的製作以及與資料庫的連結
範例展示

demonstration



Summary

• 透過網路圖形協助網管人員管理與繪圖作業

• 利用圖形管理來減輕IT人員的作業與負擔

• 提供資料庫設計與管理人員、網站設計與管

理人員良好的圖形化工具

• 勿需程式設計基礎亦能建立自訂化圖件與樣

板和繪圖範本，創造一致性的規格與環境



• Self-study learning tool free to anyone.

• Determines skills gaps.

• Provides learning plans.

• Post your Score, see how you stack up.

Visit

www.microsoft.com/assessment

Readiness with Skills 

Assessment



參考資源

• Visio首頁

http://office.microsoft.com/zh-tw/visio/default.aspx

• 技術社群、論壇、部落格、聊天室、討論區、網路廣播Technical Community Sites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community/default.mspx

• Microsoft Developer Network (MSDN) 與 TechNet 首頁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msdn/default.m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default.aspx

• Visio 2007專業試用版軟體

http://trial.trymicrosoftoffice.com/trialtaiwan/product.aspx?sku=3082931&culture=zh-TW

• 教育訓練及認證Microsoft Learning & Certification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learning

• 研討論與活動Events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events

http://office.microsoft.com/zh-tw/visio/default.aspx
http://office.microsoft.com/zh-tw/visio/default.aspx
http://office.microsoft.com/zh-tw/visio/default.aspx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community/default.mspx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msdn/default.m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default.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default.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default.aspx
http://trial.trymicrosoftoffice.com/trialtaiwan/product.aspx?sku=3082931&culture=zh-TW
http://trial.trymicrosoftoffice.com/trialtaiwan/product.aspx?sku=3082931&culture=zh-TW
http://trial.trymicrosoftoffice.com/trialtaiwan/product.aspx?sku=3082931&culture=zh-TW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learning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events


參考書籍

• Visio 2007商業實戰白皮書 by 王仲麒

• Visio 2007 Bible by Bonnie Biafore

• Visualizing Information with Microsoft®  

Office Visio®  2007 by David J. Parker 



Become a 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 What are MCP certifications?

Validation in performing critical IT functions.

• Why Certify?

WW recognition of skills gained via experience.

More effective deployments with reduced costs

• What Certifications are there for IT Pros?

MCP, MCSE, MCSA, MCDST, MCDBA.

www.microsoft.com/learning/mcp



Exam 70-545:

• Microsoft Visio 2007,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 http://www.microsoft.com/learning/en/u

s/exams/70-545.mspx



Exam topics

• Deploying Visio solutions (16%)

• Working with external data (17%)

• Developing Visio libraries (27%)

• Automating Visio diagrams (27%)

• Publishing and viewing Visio diagrams 

(13 %)



Heard the News about TechNet?

• Software without time limits! 

• Complimentary technical support. 

• The most current resources on hand



在這裡，您可以找到提升技術能力與解決問題的方法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

1. IT 專業人員活動

TechNet 技術講座 & 

TechNet 巡迴講座
針對 IT 經理人 (TDM) 與 IT 專業
人員 (IT Pro) 每個月及每季固定
舉辦技術講座。講座中談論 IT 

新知、實務以及技術分享。

Tech Ed 
台灣自1995年首辦以來，一直是
國內最具指標性、最大規模的技
術研討會。Microsoft Tech Ed 

Taipei 不僅承襲美國Tech Ed 的
一貫風格與水準，並邀請國內外
優秀團隊參與，每年均成功吸引
IT 專業人員及程式開發者熱情參
與，共同研討 Microsoft 的產品
技術發展與應用、交流意見，激
發思考，討論最前瞻的技術趨勢。

WebCast
即時網路廣播，藉由網路上課的
方式，讓忙碌的 IT 專業人員隨
時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課程結
束後，講師會逐一回覆每位學員
的問題。

每場即時網路廣播的課程結束後，
將轉成錄影點播的方式，讓您隨
時都可以重複聆聽微軟名師的精
采課程。

2. 技術資訊

TechNet Flash
免費訂閱 TechNet 電子報。每兩
個禮拜發行一次。內容包含：

1. IT 專業人員最新活動預告

2. TechNet 技術論壇熱門討論

3. TechNet 專欄及最新中文文章

4. 熱門中文知識庫

5. 資訊安全公告

6. 美國微軟總部最新技術資訊

熱門技術文選
每個月固定從美國微軟總部取得
最新的技術文件，並翻譯成中文
。讓您更快速閱讀、快速吸收。

3. 技術人員社群

TechNet 技術論壇
微軟技術論壇提供 IT 專業人員一
個免費分享與尋求技術支援的園
地。

4. 技術光碟

TechNet Subscription
TechNet Subscription 是 IT 專業
人員的重要利器。可協助 IT 專
業人員解決技術問題、規劃、實
作和支援 Microsoft 解決方案，
並可打造自身的技術技能。

每個月會透過 DVD 或 CD 的方
式寄送，並且提供下列各項：

1. 涵蓋 Microsoft 知識庫、
Service Pack、安全性更新和
Resource Kit 等 How-to 資訊。

2. 授權供評估用的完整版軟體、
測試版軟體。取得 Microsoft 軟
體的搶鮮版，掌握最新的技術。

3. 享有二次免費的技術支援，以
及付費技術支援八折的優惠，協
助您解決重大的系統問題。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