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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範圍 

1.1 文件識別 

本文件為「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軟體操作與介面控制運作」測試計劃書

(以下簡稱「本文件」)，依據校園能源管理系統軟體操作與介面控制

運作測試所撰寫之測試計畫。 

 

1.2 目的 

本文件主要目的在於規範系統規格之測試，進行功能驗證的程序與

相關事宜，使測試人員有所依循，以獲一致的品質檢驗標準。 

 

1.3 編碼/命名規則 

文件內容編碼規則如下： 

 

1.4 名詞定義 

本文件撰寫無專有名詞使用與敘述。 

  

項次 編碼項目 編碼方式 規則說明 編碼範例 

1 功能編號(代碼) F-GG-NNN 

F：功能類 

GG：群組編號 

NNN：項目流水號 

F-01-001 

2 非功能編號 N-GG-NNN 

N：非功能類 

GG：群組編號 

NNN：項目流水號 

N-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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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概述 

2.1 系統目標 

本專案配合校園冷氣建置，將於校園建置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本次預定實施之項目，包括計費儲值系

統、用電管理、自動需量反應、即時資訊呈現、用電查詢、統計報表、

系統管理及資訊安全等，以利學校管理其用電，降低電費支出，並期

能將節電教育向下扎根。 

 

2.2 測試目標 

本系統主要測試目標為： 

1. 模組功能測試： 

 【首頁儀錶板】、【及時電表】、【空調管理】、【排程管理】、

【需量管理】、【設備管理】、【地圖】、【統計圖表】、 

【紀錄查詢】、【帳號管理】、【系統設定】 

 中央儲值系統測試 

 

2. 虛擬壓力測試：  

 模擬 10位使用者同時操控 EMS系統之情境。 

 

3. 資料庫匯出及匯入功能 

 模擬 3年資料匯入資料庫，進行兩點資料點位檢核，確認功能

及資料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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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範圍 

針對「校園建置能源管理系統」軟體操作介面控制運作測試，並且依

據需求說明書內容做同時 10位使用者同時操控 EMS系統之情境之壓

力測試。 

 

3.1 測試功能項目 

3.1.1 校園建置能源管理系統 

【表 1】校園建置能源管理系統測試清單 

功能名稱 功能項目代號 使用對象 

首頁儀錶板 F-01-001 系統使用人員 

即時電表 

校園總表 F-02-001 系統使用人員 

再生能源發電量測電表 F-02-002 系統使用人員 

校園冷氣總表 F-02-003 系統使用人員 

教室冷氣分表 F-02-004 系統使用人員 

空調管理 
瀏覽 F-03-001 系統使用人員 

控制 F-03-002 系統使用人員 

排程管理 
排程列表 F-04-001 系統使用人員 

排程設置 F-04-002 系統使用人員 

需量管理 

方案設定 F-05-001 系統使用人員 

OpenADR F-05-002 系統使用人員 

智慧管理 F-05-003 系統使用人員 

設備管理 
校園設備 F-06-001 系統使用人員 

教室設備 F-06-002 系統使用人員 

地圖 F-07-001 系統使用人員 

統計圖表 
電費報表 F-08-001 系統使用人員 

統計報表 F-08-002 系統使用人員 

紀錄查詢 

冷氣操作 F-09-001 系統使用人員 

冷氣狀態 F-09-002 系統使用人員 

系統操作 F-09-003 系統使用人員 

使用者紀錄 F-09-004 系統使用人員 

告警紀錄 F-09-005 系統使用人員 

帳號管理 
使用者資料設定 

 

F-10-001 
系統使用人員 

使用者列表 F-10-002 

系統設定 F-11-001 系統使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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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央儲值系統測試 

【表 2】中央儲值系統測試清單 

功能名稱 功能項目代號 使用對象 

加值退款 F-12-001 系統使用人員 

電價修改 F-13-001 系統使用人員 

加值紀錄查詢 F-14-001 系統使用人員 

儲值卡管理 F-15-001 系統使用人員 

系統管理 F-16-001 系統使用人員 

 

 

3.1.3 模擬壓力測試及資料庫匯入匯出功能查驗 

 模擬 10位使用者同時操控 EMS系統之情境 

 模擬 3年資料匯入資料庫，進行兩點資料點位檢核，確認功能

及資料之正確性 

【表 3】虛擬負載測試清單 

功能名稱 功能項目代號 使用對象 

虛擬負載

測試 

模擬 10位使用者同時操控

EMS系統之情境 
N-01-001 程式開發人員 

模擬 3年資料匯入資料庫 N-01-002 程式開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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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測試環境 

4.1 軟、硬體需求 

本專案測試之伺服器軟、硬體需求如下： 

 

【表 4】系統執行軟硬體需求環境 

軟硬體設備 

編

號 
設備名稱 數量 軟體/程式 安裝環境 

1 
縣市教育局雲端

主機 
1 

校園建置能源管

理系統 

Ubuntu 20 

MongoDB 4.4 

Redis 5 

Express.js 

2 儲值卡加值機 1 計費儲值管理 
Windows 10 作業系

統 

 

 

 

 

【表 5】系統伺服器端執行環境平台 

作業系統 Ubuntu 20 

資料庫 
MongoDB 4.4 

Redis 5 

網頁伺服器 Express.js 

軟體開發平台 

C 

Golang 

Python 

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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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系統使用者端執行環境平台 

項次 設備名稱 具備條件 

1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 • 作業系統： 

不限作業系統，Windows OS、MAC 

OS、Linux均適用 

• 瀏灠器： 

Chrome、FireFox 15.0、MS IE 10 

(含)以上(IE11.0 佳)、Edge  

• 支援語言版本：繁體中文版 

• 建議螢幕大小：1920 x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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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員配置 

5.1 組織架構 

 

【圖 1】系統測試組織架構圖 

 

 

 

5.2 權責劃分 

各群組之相關權責說明如下： 

群組 權責 

專案負責人 1.  軟體開發管理 

2.  在軟體交付時間點提供可安裝之軟體給測試負責人 

3.  提供測試組所需要參考文件 

4.  確保軟體交付予測試的品質 

5.  審查「整合測試報告書」 

6.  專案測試進度監控 

測試負責人 1.  測試進度控制與管理 

2.  執行測試 

3.  在每一測試階段結束後，需撰寫「整合測試報告書」 

4.  測試結束後，撰寫「整合測試報告書」 

5.  確保每項功能符合使用者需求 

6.  確保軟體／文件的品質 

7.  執行各項測試項目之測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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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園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功能測試 

6.1 首頁儀錶板 

 

編號 F-01-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首頁儀錶板 

驗證項目 是否能即時呈現電表、冷氣及環境資料。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即時電表資料呈現包含時間、本日累積用電、本日最大

用電需量。 

2. 即時冷氣資料呈現包含本校教室數量及冷氣數量、使用

中冷氣數量。 

3. 環境資料呈現包含室外溫度、濕度、風速資料，資料每

小時更新及新增一筆。 

4. 儀表板的內容可以根據縣市政府的要求做調整及畫面呈

現。 

預期結果 可以呈現即時電表、冷氣及環境資料。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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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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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即時電表 

6.2.1 校園總電表 

 

編號 F-02-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即時電表-總電表 

驗證項目 總電表資訊是否能定期更新且完整呈現。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呈現該學校樓棟冷氣與卡片的使用現況。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總電表即時資訊呈現於列表，包含總電表編號、電壓、

電流、功率、本日最大需量、本日累積用電。 

4. 即時資訊每分鐘更新及每 15分鐘新增一筆。 

5. 隨機「關閉教室冷氣」，確認即時總電表資訊是否有更

新資料。 

預期結果 總電表資訊能定期更新且完整呈現。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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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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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再生能源發電量測電表(PV電表) 

 

編號 F-02-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即時電表-再生能源發電量測電表(PV電表) 

驗證項目 
再生能源發電量測電表資訊是否能資料定期更新且完整呈

現。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呈現該學校樓棟冷氣與卡片的使用現況。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行政區及學校可查看該校 PV電表資訊。 

4. PV電表即時資料可呈現在列表中，資料包含逐時發電、

本日最大發電功率、本日累計發電度數、資料時間。 

5. 即時資訊每分鐘更新及每 15分鐘新增一筆。 

預期結果 再生能源發電量測電表資訊能定期更新且完整呈現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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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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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校園冷氣總表 

 

編號 F-02-003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即時電表-冷氣總表 

驗證項目 冷氣總表資訊是否能定期更新且完整呈現。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呈現該學校樓棟冷氣與卡片的使用現況。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冷氣總表即時資訊可呈現於列表，包含電壓、電流、功

率、本日最大需量、本日累積用電。 

4. 即時資訊每分鐘更新及每 15分鐘新增一筆。 

5. 隨機關閉學校冷氣，確認冷氣總表即時資訊是否有更新

資料。 

預期結果 冷氣總表資訊能定期更新並完成呈現。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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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教室冷氣分表 

 

編號 F-02-004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即時電表-教室設備 

驗證項目 教室冷氣分表資訊是否能定期更新且完整呈現。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呈現該學校樓棟冷氣與卡片的使用現況。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顯示個別教室分表電力資訊，包含：電壓、電流、實功

率、本日最大需量、本日累積用電及本月累計度數等項

目，即時資訊每 3分鐘更新及每 15分鐘新增一筆。 

4. 隨機關閉教室冷氣，確認被關閉教室冷氣即時資訊是否

有更新資料。 

預期結果 教室冷氣分表資訊能定期更新且完整呈現。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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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校園能源管理系統(EMS)委託建置案-系統測試計劃書 

18 

6.3 空調管理 

6.3.1 教室冷氣狀態 

 

編號 F-03-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空調管理-瀏覽 

驗證項目 教室冷氣及卡片使用現狀及是否可以在系統呈現。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

及學校，呈現該學校樓棟冷氣與卡片的使用現況。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

區及學校。 

3. 點擊該樓棟右側【+】可呈現該樓棟教室冷氣與卡片使

用現況。 

4. 選擇教室可呈現該教室冷氣資訊，包含模式、設定溫

度、室內/外溫度、即時功率、累積功率。 

5. 以 EMS操作使狀態改變時於 1分鐘內完成更新儲存，

以遙控器操作使狀態改變時於 3分鐘內完成更新儲

存，若無變化 15分鐘內讀取一次更新並儲存。 

6. 隨機選擇教室關掉冷氣以及拔卡，確認該教室冷氣狀

態是否正確回報。 

預期結果 教室冷氣及卡片使用現狀及是否可以在系統呈現。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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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教室冷氣控制 

 

編號 F-03-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空調管理-控制 

驗證項目 確認是否可以針對整體/群組/單一調控冷氣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僅能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 

2. 教室設備資料呈現於列表中，包含大樓、教室、操作模

式、群組、狀態資料(電源/溫度/模式)、電表狀態資

料、冷氣控制。 

3. 選擇一間教室，按【ON】，確認該教室冷氣開啟，冷氣

狀態顯示「開」並回報溫度、模式，即時功率資料有回

報且更新。 

4. 同步驟 3，選擇同一間教室，按【OFF】，確認該教室冷

氣關閉，冷氣狀態顯示「關」並回報溫度、模式，即時

功率資料有回報且更新。 

5. 將該教室「溫度調高或是調低」，確認系統指令有運

作。 

6. 將該教室「冷氣模式轉為送風模式」，確認系統指令有

運作。 

7. 選擇一間教室將儲值卡取出，確認在狀態資料上是不是

呈現「無卡」並且是紅字警戒。 

8. 同步驟 7，選擇同一間教室將儲值卡插入，確認在狀態

資料上是不是「有卡」並且是正常藍色字。 

 

預期結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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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排程管理 

6.4.1 排程列表 

 

編號 F-04-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排程管理-排程列表 

驗證項目 確認是否能搜尋、編輯、刪除目前排程。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查看該校排程列表，無法編輯或刪除排程。 

2. 以「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排程列表，無法編輯排程。 

3. 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排程列表，可以編輯排程 

4. 排程資料可呈現於列表中，包含起始時間、結束時間、

每週重複時間、執行功能、執行單位、操作者…等。 

5. 利用上方搜尋欄位來搜尋某一排程資料。 

6. 點擊右側【編輯】功能修改該排程，按下【儲存】後確

認已修改該排程資料。 

7. 點擊右側【刪除】功能刪除該排程，確認已刪除該排程

資料。 

預期結果 可以搜尋、編輯、刪除目前排程。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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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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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排程設置 

 

編號 F-04-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排程管理-排程設置 

驗證項目 確認是否能依需求建立新排程。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縣市政府教育局/

一般使用者」帳號無法操作編輯。 

2. 依照實際需求下拉挑選「排程類型」、命名排程名稱、

挑選「日期與時間」、下拉挑選「執行單位」、下拉挑

選「執行功能」。 

3. 設定的時間間隔以 5分鐘為一個單位。 

4. 按下【新增】鍵後，至「排程列表」確認已經新增一筆

資料。 

5. 排程管理功能需要配合需量管理使用。 

預期結果 可依據需求建立新排程。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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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需量管理 

6.5.1 方案設定 

 

編號 F-05-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需量管理-方案設定 

驗證項目 是否能修改方案設定，並確認是否有動作。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僅能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 

2. 依照實際需求下拉挑選「季節方案」、「季節範圍」、 

「方案」，並輸入方案名稱。 

3. 修改後按下【儲存】鍵，確認修改完成方案設定。 

4. 本案採用工研院授權 VEN主機進行開發，各校皆有對應

之獨立 VEN並支援註冊(Registration)、事件通知

(Event)、報告(Report)以及選擇(Opt)等四種服務 

5. 降載方式：各校與台電約定缷載量。 

6. 共分為三型： 

a. 卸載約定型：台電與各校約定卸載量(由各校 EMS 自

行調配冷氣卸載)。 

b. 空調循環控制型：台電與各校約定空調排程啟動與結

束時間(每運轉 30分鐘送風 30分鐘)。 

c. 溫度控制型：台電與各校約定冷氣調控溫度，由各校

EMS自行調控冷氣設定溫度。 

預期結果 能修改方案設定，並確認有動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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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OpenADR 

 

編號 F-05-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需量管理-OpenADR 

驗證項目 是否能修改 OpenADR，並確認是否有動作。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僅能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 

2. 依照實際需求下拉挑選「季節方案」、「季節範圍」、 

「方案」，並輸入方案名稱。 

3. 修改後按下【儲存】鍵，確認修改完成 OpenADR設定。 

註釋： 

 能源管理系統(EMS)之 VEN須能接受台電自動需量反應

平台(VTN)傳輸之需量反應方案事件通知(Event)並由

EMS執行卸載；另 VEN亦須支援可傳送選擇(Opt-out:

不參加事件;Out-in: 參加事件)至台電自動需量反應

平台(VTN) 

預期結果 能修改 OpenADR，並確認有動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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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智慧管理 

 

編號 F-05-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需量管理-智慧管理 

驗證項目 是否能修改智慧管理，並確認是否有動作。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僅能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 

2. 依照實際需求下拉挑選「季節方案」、「季節範圍」、 

「卡片偵測」、「插卡反應動作」、「拔卡反應動

作」、「控制區間」、「超量反應動作」。 

3. 依照實際需求填寫「方案名稱」、「溫度最高限制」、

「溫度最低限制」、「契約容量」、「契約容量警

告」、「約定卸載容量」。 

4. 修改後按下【儲存】鍵，確認修改完成智慧管理設定。 

5. 重覆以上的設定儲存後，確認當數據變化時，系統有正

常呈現及發送命令做需量管理。 

 

預期結果 能修改智慧管理，並確認有動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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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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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設備管理 

6.6.1 校園總電表 

 

編號 F-06-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設備管理-校園設備 

驗證項目 是否能修改校園總電表的資料，並確認是否有動作。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查看該校園總電表資料，無法編輯資料。 

2. 以「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校園總電表資訊，無法編輯資料。 

3. 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校園總電表資訊，可以編輯總電表資訊。 

4. 校園總電表資料可呈現於列表中，包含電表類型、名

稱、MAC序號碼、安裝位置、最新編輯時間…等。 

5. 點擊右側【編輯】功能修改該總電表資料，按下【儲

存】後確認列表中該總電表資料已成功修改。 

預期結果 可以修改校園總電表資料，並確認有動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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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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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教室設備 

 

編號 F-06-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設備管理-教室設備 

驗證項目 是否能修改教室分表的資料，並確認是否有動作。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查看該校園總電表資料，無法編輯資料。 

2. 以「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校園總電表資訊，無法編輯資料。 

3. 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校園總電表資訊，可以編輯總電表資訊。 

4. 教室設備資訊呈現於列表中，包含電表名稱、安裝位

置、電表/冷氣 MAC序號碼、標籤、最新編輯時間。 

5. 點擊右側【編輯】功能修改該分表資料，按下【儲存】

後確認列表中該教室設備資訊已成功修改。 

預期結果 可以修改教室分表資料，並確認有動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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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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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地圖 

 

編號 F-07-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地圖 

驗證項目 
驗證學校是否能匯入 GIS地圖，準確顯示在地圖上，並且

可疊套各種地圖圖層。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

查看該區域學校位置與狀態。 

2. 縣市政府層級 EMS管理平台採用 Google地圖為主，同

時可以套疊多種圖層，目前已經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之「台灣通用電子地圖-透明圖」、「縣市界」、「鄉

鎮市區界」、「村里界」、「各級學校範圍圖」、「衛

星正射影像圖」、「段籍圖」、「台灣通用電子地圖-

門牌」，可定位到門牌號碼。 

3. 可套疊「各級學校範圍圖」將各縣市的各級學校以顏色來

區分，未來在分派工班行程時，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全市

（縣）國中及國小地區位置及分佈。 

4. 未來可以依照熱力圖來顯示各校需量是否達到超約警戒

值。■紅色已超約，■橙色警戒值，■綠色正常 

5. 依條件設定啟動缷載功能 

預期結果 
學校能匯入 GIS地圖，能準確顯示在地圖上，且可疊套各

種地圖圖層。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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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校園能源管理系統(EMS)委託建置案-系統測試計劃書 

38 

6.8 統計圖表 

6.8.1 電費報表 

 

編號 F-08-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統計圖表-電費報表 

驗證項目 
是否能查詢各電表年、月、日之用電報表，並確認能將報

表匯出成文件。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選擇行政區及學

校，可查詢該學校電費報表。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想查詢的電表資料，包含總電表、PV電表、冷氣總

電表、教室冷氣分表。 

4. 選擇想查詢的年、月、日，最多能查詢過去 3年資料。 

5. 選擇完查詢條件，查詢資料呈現於列表中，包含電表名

稱、位置、電壓、電流、功率、即時功率、累積功率、

本日最大功率、更新時間。 

6. 可利用搜尋欄位來搜尋列表中特定的資料。 

7. 按「Copy」將能複製此報表數據，按「CSV」、

「Excel」、「PDF」、「Print」將資料輸出成指定格

式文件。 

預期結果 
能查詢各電表年、月、日之用電報表，並能將報表匯出成

文件儲存。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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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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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統計報表 

 

編號 F-08-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統計圖表-統計報表 

驗證項目 
確認是否能查詢各電表年、月、日之統計報表，且資料完整

呈現。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選擇行政區及學

校，可查詢該學校電費報表。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想查詢的電表資料，包含總電表、PV電表、冷氣總

電表、教室冷氣分表。 

4. 選擇想查詢的年、月、日，最多能查詢過去 3年資料。 

5. 選擇完查詢條件，查詢資料呈現於下方，包含位置、電

表名稱、MAC號碼、累積用電量、最大需量、每 15分鐘

的用電量、每小時總用電量、時間。 

 

預期結果 能夠查詢各電表年、月、日之用電報表，且資料完整呈現。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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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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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紀錄查詢 

6.9.1 冷氣操作 

 

編號 F-09-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紀錄查詢-冷氣操作 

驗證項目 
是否能 1分鐘內完成查詢冷氣操作歷史紀錄，且於查詢時

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選擇行政區及學

校，可查詢該學校電費報表。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年、月、日，於 1分鐘內呈現查詢冷氣操作紀錄於

列表中，且查詢時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4. 冷氣操作紀錄呈現資料包含學校名稱、目標、項目、時

間、操作者、IP。 

預期結果 
1分鐘內能完成查詢冷氣操作歷史紀錄，且查詢時系統所

有功能可正常運行。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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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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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冷氣狀態 

 

編號 F-09-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紀錄查詢-冷氣狀態 

驗證項目 
是否能 1分鐘內完成查詢冷氣狀態歷史紀錄，且於查詢時

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選擇行政區及學

校，可查詢該學校電費報表。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年、月、日，於 1 分鐘內呈現查詢冷氣狀態歷史紀

錄於列表中，且查詢時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4. 冷氣狀態歷史紀錄呈現資料包含學校名稱、位置、教室名

稱、冷氣狀態、時間。 

預期結果 
1分鐘內能完成查詢冷氣狀態歷史紀錄，且查詢時系統所

有功能可正常運行。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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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系統操作 

 

編號 F-09-003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紀錄查詢-系統操作 

驗證項目 
是否能 1分鐘內完成查詢系統操作歷史紀錄，且於查詢時

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選擇行政區及學

校，可查詢該學校電費報表。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年、月、日，於 1分鐘內呈現查詢系統操作歷史紀

錄於列表中，且查詢時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4. 系統操作歷史紀錄呈現資料包含學校名稱、項目、內

容、時間、操作者、IP。 

預期結果 
1分鐘內能完成查詢系統操作歷史紀錄，且查詢時系統所

有功能可正常運行。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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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使用者紀錄 

 

編號 F-09-004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紀錄查詢-使用者紀錄 

驗證項目 
是否能 1分鐘內完成查詢使用者歷史紀錄，且於查詢時系

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選擇行政區及學

校，可查詢該學校電費報表。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年、月、日，於 1 分鐘內呈現查詢使用者歷史紀錄

於列表中，且查詢時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4. 使用者歷史紀錄呈現資料包含學校名稱、姓名、Email、

狀態資料、時間、操作者、IP。 

預期結果 
1分鐘內能完成查詢使用者錄歷史紀錄，且查詢時系統所

有功能可正常運行。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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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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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告警紀錄 

 

編號 F-09-005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紀錄查詢-告警紀錄 

驗證項目 
是否能 1分鐘內完成查詢告警歷史紀錄，且於查詢時系統

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選擇行政區及學

校，可查詢該學校電費報表。 

2. 以「校方管理者/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行政區

及學校自動選定該帳號所屬學校，不能選擇其他行政區

及學校。 

3. 選擇年、月、日，於 1分鐘內呈現查詢告警歷史紀錄於

列表中，且查詢時系統所有功能仍可正常運行 

4. 告警歷史紀錄將分為用電量、設備、登入、控制四大類

別，點擊類別可篩選該類別告警歷史紀錄。 

5. 系統操作歷史紀錄呈現資料包含學校名稱、日期、類

別、事件描述。 

預期結果 
1分鐘內能完成查詢告警錄歷史紀錄，且查詢時系統所有

功能可正常運行。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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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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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帳號管理 

6.10.1 使用者資料設定 

 

編號 F-10-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帳號管理-使用者資料設定 

驗證項目 確認可以新增一筆使用者資料。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僅能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 

2. 輸入姓名、電子郵件，下拉挑選「職稱」、「權限」。 

3. 按下【儲存】鍵後，確認已經新增一筆使用者資料於使

用者列表中。 

預期結果 可以新增一筆使用者資料。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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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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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使用者列表 

 

編號 F-10-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帳號管理-使用者列表 

驗證項目 是否能修改使用者資料，並確認是否有動作。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以「縣市政府教育局」帳號登入操作，可選擇行政區及

學校，查看該校使用者列表，無法編輯使用者資料。 

2. 以「一般使用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使用者列表，無法編輯使用者資料。 

3. 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僅能查看該帳號所屬

學校之使用者列表，可以編輯使用者資訊。 

4. 使用者資料呈現於列表中，包含電子郵件、姓名、職

稱、權限。 

5. 按下旁邊【編輯】鍵後，修改該使用者資料設定，按下

【儲存】鍵後，確認修改完成該使用者資料。 

 

預期結果 能修改使用者資料，並確認有動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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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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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系統設定 

 

編號 F-11-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系統設定 

驗證項目 是否可修改系統設定，確認是否有動作。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僅能以「校方管理者」帳號登入操作。 

2. 系統設定可呈現學校基本設定、網路設定、告警設置。 

3. 修改 GPS經緯度，讓學校的位置可以精準的呈現在 GIS

地圖上。 

4. Broker及 OpenARD主機 IP及 Port設定及記錄。 

5. 告警設置數據可設置「警告檢查週期」、「連續警

告」、「冷氣運作時間」、「失聯警告時間」、「控制

開關逾時時間」，按下【儲存】後確認列表中資料數據

已成功修改。 

預期結果 可修改系統設定，並確認有動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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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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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央儲值系統 

7.1 加值退款 

 

編號 F-12-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加值退款 

驗證項目 是否能顯示儲值卡餘額，並能進行加值或退款。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登入系統後點擊【加值退款】，將儲值卡加入加值機，

並按一下加值機上的 A鍵，使加值機顯示訊息框。 

2. 點擊「重新讀卡」，系統將呈現該儲值卡資訊，包含學

校名稱、入學年、班級、卡號、使用期限、目前餘額。 

3. 儲值卡加值： 

(1) 選擇加值，輸入加值金額，點擊「寫入卡片」儲存

加值動作。 

(2) 待 1分鐘系統操作時間，點擊「寫入卡片」，確認

加值後金額正確顯示於「目前餘額」欄位。 

4. 儲值卡退款： 

(1) 選擇退款，輸入退款金額，點擊「寫入卡片」儲存

退款動作。 

(2) 待 1分鐘系統操作時間，點擊「寫入卡片」，確認

退款後金額正確顯示於「目前餘額」欄位。 

預期結果 能顯示儲值卡餘額，並進行加值及退款。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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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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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電價修改 

 

編號 F-13-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電價修改 

驗證項目 是否能顯示儲值卡上費率設定，並對度數及費率修改。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登入系統後點擊【電價修改】，將儲值卡加入加值機，

並按一下加值機上的 A鍵，使加值機顯示訊息框。 

2. 點擊「重新讀卡」，系統將呈現該儲值卡資訊，包含學

校名稱、入學年、班級、卡號、目前設定度數與費率。 

3. 電價修改-自行設定： 

(1) 輸入調整度數與費率，點擊「寫入卡片」進行卡片

設定。 

(2) 待 1分鐘系統操作時間，點擊「寫入卡片」，確認

此次度數費率修改正確顯示於「目前設定」欄位。 

4. 電價修改-使用設定檔： 

(1) 勾選「使用設定檔」，將自動帶入設定檔內的扣款

度數及費率，點擊「寫入卡片」進行卡片設定。 

(2) 待 1分鐘系統操作時間，點擊「寫入卡片」，確認

此次度數費率修改正確顯示於「目前設定」欄位。 

預期結果 能顯示儲值卡上費率設定，並對度數及費率修改。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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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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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加值紀錄查詢 

 

編號 F-14-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加值紀錄查詢 

驗證項目 是否能查詢加值與退款紀錄，並能將查詢結果輸出成 CSV。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登入系統後點擊【加值紀錄查詢】 

2. 選擇查詢條件與日期 

(1) 查詢一時段加值紀錄：選擇日期範圍即可 

(2) 查詢單一入學年：選擇「入學年」 

(3) 查詢單一班級：選擇「入學年+班級」或「卡號」 

3. 條件設定完成，按下「搜尋」；搜尋結果將呈現於列表

中，包含流水號、卡號、入學年、年級、日期時間、加

值(退款)前餘額、加值(退款)後餘額、經辦人。 

4. 點擊列表左側「▶」可選擇單項需輸出報表資料，按住

「Ctrl」可多選多筆資料。 

5. 點擊「▶」上側白框，全選全部資料，按下「輸出報

表」即可輸出 CVS檔案，檔名為中央儲值系統-加值紀

錄報表-登入者名稱-年_月_日_時_分_秒.csv。 

預期結果 能查詢加值與退款紀錄，並將查詢結果輸出成 CSV。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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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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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儲值卡管理 

 

編號 F-15-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儲值卡管理 

驗證項目 是否能查詢及管理儲值卡使用狀況。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登入系統後點擊【儲值卡管理】。 

2. 選擇查詢條件： 

(1) 查詢一時段加值紀錄：選擇日期範圍即可 

(2) 查詢單一入學年：選擇「入學年」 

(3) 查詢單一班級：選擇「入學年+班級」或「卡號」 

3. 條件設定完成，按下「搜尋」；搜尋結果將呈現於列表

中，包含編號、卡號、使用狀態、入學年、年級、卡片

最大金額、卡片使用期限、扣款度數、扣款費率、經辦

人。 

4. 點擊列表左側「▶」可選擇單項需輸出報表資料，按住

「Ctrl」可多選多筆資料，點擊「▶」上側白框，全選

全部資料。 

5. 選擇完畢按「註銷」即可註銷選擇儲值卡，使用狀態會

變更為「已註銷」，並註記做註銷經辦人。 

*註銷後不可恢復 

預期結果 能夠查詢及管理儲值卡使用狀況。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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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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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系統管理 

 

編號 F-16-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系統管理 

驗證項目 
是否能根據登入帳號權限不同，新增帳號、修改帳號及更改

電價設定檔數值。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使用「管理員權限」帳號登入系統後點擊【系統管

理】。 

2. 介面呈現四大功能區，分別為目前登入者、新增帳號、

帳號異動、更改電價設定檔。 

3. 於新增帳號區輸入帳號與使用者名稱並選擇權限，按下

【新增帳號】可成功新增一筆帳號。 

4. 於帳號異動區選擇帳號，可更改該帳號密碼，點擊【刪

除帳號】可成功刪除一筆帳號。 

5. 於更改電價區輸入度數與費率，點擊【更改電價】可成

功更改電價設定檔。 

6. 若以一般權限帳號登入系統，只能更改登入中帳號的密

碼，無法新增/刪除帳號、更改電價設定檔。 

預期結果 
能根據登入帳號權限不同，新增帳號、修改帳號及更改電

價設定檔數值。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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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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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模擬壓力測試及資料庫匯入匯出功能查驗 

8.1 模擬 10位使用者同時操控 EMS系統之情境 
 

編號 N-01-001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模擬壓力測試-10人同時上線 

驗證項目 
模擬 10 位使用者同時操控 EMS 系統之情境，如校內設定及

查詢、校外查詢等，以確保系統功能完整。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確認校園 EMS主機已經完成佈署並且連上縣市教育局

之雲端 EMS系統。 

2. 確認 Sub1G閘道器已經連線到校園 EMS 

3. 確認冷氣機 Sub1G通信模組已經安裝完成，資料上傳

到 Sub1G閘道器。 

4. 準備 5台電腦，每台電腦開啟 2種不同的瀏覽器，例

如: chrome、Edge、Firefox…等，模擬 10人同時登

入上線。 

5. 登入到「學校 EMS運算主機」，確定 10人都可順利登

入，並且楂詢及設定功能都正常。 

6. 登入到「縣市教育局雲端主機」帳號，確定 10人都可

順利登入，並且查詢及設定功能都正常。 

預期結果 
10位使用者同時操控 EMS系統時，系統功能能夠正常連線

與操作。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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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資料庫匯入與匯出功能查驗 
 

編號 N-01-002 查驗地點 依機關指定地點 

項目名稱 資料庫匯入與匯出功能查驗 

驗證項目 
模擬 3年資料匯入資料庫儲存，進行兩個資料點位檢核，確

認功能及資料呈現是否正確無誤。 

測試環境 
電腦需連接校園學術網路(TANet)，並與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連線正常，可正常連線 Google Map及台電 OpenADR。 

測試方法及

流程測試 

1. 依照本案（附件二）儲存資料之設計如下: 

(1) 校園環境及建置設備資料： 

 資料儲存頻率：每月儲存一筆(更新資料) 

 資料儲存年限：3年 

(2) 環境資料： 

 資料儲存頻率：每小時儲存一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3) 全校總用電量： 

 資料儲存頻率：每 15分鐘儲存一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4) 全校冷氣總用電量： 

 資料儲存頻率：每 15分鐘儲存一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5) 全校再生能源發電量： 

 資料儲存頻率：每 15分鐘儲存一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6) 個別教室用電量： 

 資料儲存頻率：每 15分鐘儲存一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教室代號:由廠商自行定義 

(7) 冷氣狀態變更： 

 資料儲存頻率：冷氣狀態變更時儲存一筆(若未

變更，須於每 15分鐘需自動儲存一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冷氣狀態須儲存以下資料，服務代碼依 CNS1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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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如下： 

A. 電源控制，服務代碼：H’00 

B. 運轉模式，服務代碼：H’01 

C. 設定溫度(°C)，服務代碼：H’03 

D. 室內溫度(°C)，服務代碼：H’04 

E. 室外溫度(°C)，服務代碼：H’21 

 敎室代號：由廠商自行定義 

 冷氣代號：由廠商自行定義 

(8) 設備斷線及異常警示記錄： 

 資料儲存頻率：EMS偵測設備斷線及異常警示時

儲存一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須儲存之異常代碼定義如下： 

A. 全校冷氣總表斷線，異常代碼：1 

B. 教室冷氣分表設備斷線，異常代碼：2 

C. 冷氣設備斷線，異常代碼：3 

D. 冷氣設備運轉異常，異常代碼：4 

 異常備註用於儲存異常資訊細節，若無資訊則填

空值 

(9) 需量超約告警記錄（契約容量） 

 資料儲存頻率：EMS偵測到需量超約告警時儲存

一筆(15分鐘) 

 資料儲存年限：3年 

(10) 需量超約記錄(契約容量)： 

 資料儲存頻率：EMS偵測到需量超約告警時儲存

一筆(15分鐘) 

 資料儲存年限：3年 

(11) 需量反應事件通知記錄： 

 資料儲存頻率：需量反應事件通知時儲存一筆筆 

 資料儲存年限：3年 

 需量反應方案代碼定義如下： 

A. 卸載約定型，代碼：1 

B. 空調循環控制型，代碼：2 

C. 溫度控制型，代碼：3 

(12) 需量反應事件報告記錄： 

 資料儲存頻率：需量反應事件執行時儲存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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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儲存年限：3年 

 需量反應方案代碼定義如下： 

A. 卸載約定型，代碼：1 

B. 空調循環控制型，代碼：2 

C. 溫度控制型，代碼：3 

 教室冷氣控制方式代碼定義如下： 

A. 調高冷氣設定溫度，代碼：1 

B. 調整冷氣運轉模式，代碼：2 

C. 關閉冷氣，代碼：3 

2. 綜合上述的資料庫設計及儲存間隔數據量，每一間教

室的資料量三年大約是 50Mbyte，因此 x教室數就是總

容量。 

3. 模擬資料匯出後，再匯入系統中，確實進行兩個資料

點位檢核，確認功能及資料呈現是否正確無誤 

預期結果 
模擬 3年資料匯入資料庫儲存，兩個資料點位檢核後，確

認功能及資料呈現正確無誤。 

實際結果 

□ 同預期結果  

□ 其他： 

 

 

 

 

 

 

結果 □ 通過測試  □ 測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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