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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員工具主介面 

HEX 管理員工具主介面，設計目的為方便管理員進行視窗化遠端

控制資料庫資料的便利工具，主要功能有查詢、密碼、公告、更新、

歸零、回饋、註冊、指定、刪除、權限等功能，只有帳號資料表中權

限為 admin 的帳號才能夠進行管理員驗證。 

使用說明： 

A. 進入介面時必須先測試連線，連線成功後代表伺服器正常可遠

端接通。 

B. 輸入權限為 admin 的管理員帳號，即可啟用右方列表中的功

能。 

 

圖 1 管理員工具 icon 

 

 

圖 2 管理員工具主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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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工具 

HEX 查詢工具，遠端查看資料庫中所有設計好的資料表中所有的

內容。 

使用說明： 

A. 首先利用下拉式表單，選擇所需查看的資料表。 

B. 點選「選擇資料庫」按鈕，資料就會顯示於下方視窗中。 
 

 

圖 3 查詢工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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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密碼工具 

HEX 密碼工具，對資料表中密碼資料進行加密的動作，讓使用者

的帳戶資料能夠有基本的密文保護，並且若是密碼丟失，管理員也能

夠利用此工具進行解密及強制修改密碼。 

1. 單筆密碼加解密使用說明： 

A. 首先選擇想要調閱的密碼表單。 

B. 進入到加解密工具介面後，選擇並點擊右方生成的表單內容，

資料會同步顯示到左上方區塊。 

C. 同步到左方的資料，點擊顯示解密及顯示加密的功能，即可

進行加解密察看。 

D. 下方亂碼生成可以自動生成一組隨機數，方便管理員生成隨

機密碼。 

E. 點擊強制修改密碼即可將同步到視窗上方的帳號密碼資料進

行強制改密碼的功能。 

2. 多筆密碼加解密使用步驟： 

A. 點擊一鍵加密可以一次性將所有未加密密碼資料進行加密。 

B. 點擊一鍵解密可以一次性將所有已加密密碼資料進行解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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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4 密碼工具介面 

四、公告工具 

HEX 公告，用於管理公告資料，能夠一次性查看所有歷史公告資

料表，以及顯示當前實際公告狀態，如圖 6，並且新增、刪除及修改

公告，能夠對單個公告進行置頂權重的分配，目前設計成只能顯示十

一條公告，並且會跟著新增日期排序，超過可顯示之十一條公告後，

舊公告就會於公告介面中消失。  

1. 公告修訂使用說明： 

A. 進入公告修訂介面後，點擊右方資料，即可將資料同步於左

方，用來方便進行查看、刪除及修改。 

B. 同步資料後若是點擊刪除按鈕即可立即刪除該公告。 

C. 管理員如果要修訂公告，左方文字框控制項是可以進行修改

的，修改後點擊上方更新按鈕即可將公告資料修改。 

D. 管理員如果要進行權重及置頂等，特別狀態順序的改動，可

以修改欄位「置頂」及欄位「排號」的內容。 

E. 若是排號越大就會將該公告擺到越後面。 

F. 置頂欄位的修改，則主要是告訴使用者這條公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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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修改後可以點擊公告按鈕，查看當前公告實際顯示情況，如

圖 6。 

 

圖 5 公告工具-修訂介面 

 

圖 6 公告工具-實際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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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公告使用說明： 

A. 進入到實際顯示公告介面後(圖 6)，即可點擊新增按鈕來進入

新增公告介面中。 

B. 輸入公告類型及內文後即可送出，資料會即時記錄送出時間，

及生成默認公告屬性。 

C. 送出後，回到實際顯示公告介面，點擊刷新即可看見新增後

的公告資料。 

 

圖 7 公告工具-新增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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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新工具 

HEX 更新工具，能夠更新資料庫中，用來比對當前遊戲主程式是

否為最新版的數值，只要版本號與資料庫中的最新版本號資料不同，

使用者就無法使用該遊戲主程式。 

1. 更新工具使用說明： 

A. 進入更新工具介面後，直接修改文字框中的內容。 

B. 修改後點擊更新即可將版本號、更新網址和時間，進行修改。 

C. 下方的表單是版本號資料。 

 

圖 8 更新工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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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歸零工具 

HEX 歸零工具，有三個主要功能，第一個是幫助使用者排除登入

登出異常的情況，本系統登入登出主要是避免同帳戶多次登入而設計，

第二個是開發時歸零管理員的勝負資料，避免管理員的資料影響其他

使用者，第三個是發行前將題目計數歸零，以便有真實的使用者答題

記錄，來計算題目難度。 

1. 登入登出重置使用說明： 

A. 於介面右下的方格中填入指定帳戶，點擊指定登入重置，

即可進行資料登出。 

B. 一鍵登入重置，則是將所有帳戶同時進行登出的功能。 

2. 歸零管理員勝負資料使用說明： 

A. 點擊歸零及一鍵歸零按鈕即可將當前管理員名單中的管

理員進行勝負歸零的功能。 

3. 題目計數資料歸零使用說明： 

A. 點擊左下歸零題目計數的按鈕，所有歷史答題資料將會清

空。 

B. 千萬注意，發行後不可以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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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歸零工具介面 

  



 

10 
 

七、回饋工具 

HEX 回饋工具，目前因為當前所需，設計了 4 個主要的回饋表單，

其中包含問題回饋、題目回饋、密碼回饋、註冊回饋，主要目的是為

了收集使用者的反饋資料，並且根據反饋內容進行查看、修改及優化，

或是完成使用者其他需求。  

1. 回饋表單選單說明： 

A. 進入選單後可以選擇需要查看的回饋表單，點擊後可進入對

應的回饋表單中進行相對應的查看及修改。 

B. 能夠同時開啟多種回饋表單。 

 

圖 10 回饋工具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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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題回饋說明： 

問題回饋介面主要是收集系統異常、使用者意見等等，回饋資料，

若是主程式出現漏洞，能夠通知管理員進行查看，並且對此意見進行

修改或優化更新。 

A. 點擊右方表單資料，可以將資料同步顯示到左方視窗中方便

查看。 

B. 點擊表單資料，可以按刪除按鈕將回饋資料刪除。 

C. 回饋單中只有狀態欄位可以進行修改。 

D. 狀態欄位可以利用快捷按鈕點選生成狀態(已讀、已處理)，點

擊更新按鈕後，將狀態更新到回饋資料表中。 

 

圖 11 問題回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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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題目回饋說明： 

題目回饋介面主要是收集使用者在題目中發現的異常情況，此回

饋表單會記錄題庫編號以便進行修正。 

A. 點擊右方表單資料，可以將資料同步顯示到左方視窗中方便

查看。 

B. 點擊表單資料，可以按刪除按鈕將回饋資料刪除。 

C. 回饋單中只有狀態欄位可以進行修改。 

D. 狀態欄位可以利用快捷按鈕點選生成狀態(已讀、已處理)，點

擊更新按鈕後，將狀態更新到回饋資料表中。 

 

圖 12 題目回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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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密碼回饋說明： 

密碼回饋介面主要是收集使用者忘記密碼的需求，若是有玩家忘

記密碼，管理員能夠透過此表單進行查看，就能夠對使用者忘記密碼

的情況進行協助。 

A. 點擊右方表單資料，可以將資料同步顯示到左方視窗中方便

查看。 

B. 點擊表單資料，可以按刪除按鈕將回饋資料刪除。 

C. 回饋單中只有狀態欄位可以進行修改。 

D. 狀態欄位可以利用快捷按鈕點選生成狀態(已讀、已處理)，點

擊更新按鈕後，將狀態更新到回饋資料表中。 

E. 根據使用者回饋的信箱，結合密碼工具，將解密的密碼或新

設置好的密碼郵件寄回到使用者身上。 

F. 當然以上情況都是會由管理員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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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密碼回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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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註冊回饋說明： 

註冊回饋介面主要是收集尚未得到帳號的使用者進行註冊的需

求，因為本系統是採用審核制，以方便對使用者帳號進行管理的動

作。 

A. 點擊右方表單資料，可以將資料同步顯示到左方視窗中方便

查看。 

B. 點擊表單資料，可以按刪除按鈕將回饋資料刪除。 

C. 回饋單中只有狀態欄位可以進行修改。 

D. 狀態欄位可以利用快捷按鈕點選生成狀態(通過、不通過)，點

擊更新按鈕後，將狀態更新到回饋資料表中。 

E. 根據使用者回饋的相關資料，管理員會對此進行審核。  

F. 若是審核通過，就會利用註冊工具為新使用者進行註冊。 

G. 審核狀態會同步顯示到遊戲主程式中的審核查詢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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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註冊回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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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註冊工具 

HEX 註冊工具，本系統註冊帳戶採用審核制，原因是為了方便管

理研究時的主要使用者群，因此註冊功能設置在管理員工具當中，管

理員可以根據註冊回饋的表單(圖 14)為審核通過的使用者進行註冊

的需求。 

 

1. 註冊工具使用說明： 

A. 此工具能夠直接點擊註冊回饋表單進行查看，方便管理操

作。 

B. 輸入想要註冊的帳號、密碼及暱稱後，點擊註冊即可進行註

冊功能。 

C. 下方會顯示上一筆註冊的資料。 

D. 若是註冊錯誤，可以根據帳戶表單中的 id，對錯誤的帳號進

行刪除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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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註冊工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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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指定工具 

HEX 指定工具，輸入對應的資料表名稱及想要修改的內容，即可

指定進行修改，設計目的是開發時，若是需要修改資料，可以不必直

接開啟資料庫伺服器，方便開發者在家中作業。 

 

1. 指定工具使用說明： 

A. 進入指定工具選單後可以看見單筆及多筆的按鈕。 

B. 單筆工具為指定單一欄位進行修改的動作(圖 17)。 

C. 多筆工具為指定整排直行欄位進行統一修改的動作(圖 18)。 

D. 進入修改介面後，需要根據欄位性質，勾選字串或是數值資

料，並且需輸入所有指定的資料表名稱、id。 

E. 最後將需要修改的資料輸入在更新內容中，即可進行修改。 
 

 

圖 16 指定工具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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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單筆工具介面 

 
圖 18 多筆工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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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刪除工具 

HEX刪除工具，可以根據具體資料表 id，將資料進行刪除的工具。 

 

1. 刪除工具使用說明： 

A. 進入介面後，選擇指定資料表，並且輸入指定資料表 id及資

料欄位的 id。 

B. 若是不清出資料名稱，下方查詢按鈕可以直接呼叫查詢工具

進行使用。 

C. 輸入完指定資料後，點擊刪除，資料就會永久性的從資料庫

中移除。 

 

圖 19 刪除工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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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權限工具 

HEX 權限工具，給不同的帳號不同的權限，本系統設置了 admin

及 user 的權限，使用者在不同權限下，能夠使用的功能會不同，除

此之外登入管理員工具必須要是 admin 的權限才可以進行驗證登

入。 

 

1. 權限工具使用說明： 

A. 輸入指定帳號，及勾選該帳號之群組，即可對此帳戶進行指

定為管理員或是使用者的操作。 

B. 附註：新註冊帳戶均默認為使用者。 
 

 

圖 20 權限工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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