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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WampSever



下載WampSever

下載網址：http://www.wampserver.com/en/

點選此處進
入下載頁面

依據作業系統環境及需求選取一個下載

本次選取64bit作業系統使用的
(OS: Windows 7 SP1 x64)

http://www.wampserver.com/en/


下載WampSever

點選此處直接下載



安裝WampServer

將安裝的軟體及版本資訊

按下 “Next >”繼續安裝



安裝WampServer

選取“ I accept the agreement”
按下 “Next >”繼續安裝



安裝WampServer

指定安裝路徑
本次使用預設值”C:\wamp”

確認安裝路徑後
按下 “Next >”繼續安裝



安裝WampServer

確認是否建立捷徑後
按下 “Next >”繼續安裝

確認是否需建立程式捷徑
本次勾選在“桌面建立捷徑”



安裝WampServer

確認安裝路徑及建立的捷徑無誤後
按下 “Install ”開始安裝



安裝WampServer

安裝中…

跳出選取預設瀏覽器視窗，本次選擇以 Firefox 作為預設瀏覽器



安裝WampServer

按下 “Next >”繼續安裝

輸入 SMTP 及在 PHP 中調用 mail() 函式
時所要用到的 Email

不確定的話，請保持預設值不要更動



WampServer安裝完成！

按下 “Finish”完成安裝
並啟動WampSever 2

勾選後會在按下“Finish”
後執行 WampSever 2



透過 phpMyAdmin
操作資料庫



軟體環境簡介

執行 WampSever 後，工具列右下角會出現常駐圖示
可用圖示顏色判斷軟體執行狀態

所有服務皆未執行，此時資料庫及phpMyAdmin不可用

部份服務執行，此時資料庫及phpMyAdmin可能不可用

所有服務皆正常執行，此時資料庫及phpMyAdmin可用



軟體環境簡介

查
看
關
於
、
幫
助
、
及
變
更
語
言

開始、停止程式服務、
變更線上狀態、
以預設瀏覽器開啟主畫面、
phpMyAdmin

點選 Localhost 開啟
WampServer 主畫面



軟體環境簡介

顯示 Server 基本資訊

點選此處開啟 phpMyadmin 開始操作資料庫！



使用phpMyadmin

變更 phpMyAdmin 介面語言

Database內使用的語言編碼
請確保設定為“utf8_gerenal_ci”
攸關表格內的中文資料是否能正常顯示

預設資料庫

按下“SQL”輸入SQL指令



新增資料庫(CREATE DATABASE)

新增一個名為“online_shop”的資料庫
指令格式：
CREATE DATABASE 資料庫名稱



刪除資料庫(DROP DATABASE)

剛剛新增的資料庫

使用“DROP DATABASE”指令刪除資料庫
會發現系統禁用了這個指令
那麼要如何才能刪除資料庫呢？



刪除資料庫(透過phpMyAdmin介面)

點選左邊資料庫名稱進入欲刪除的資料庫

點選「操作」進入此頁面

點選此處即可刪除資料庫



新增資料表(CREATE TABLE)

• 因為剛才把“online_shop”資料庫刪
除了，所以要再次新建一個

• 使用“USE”指令切換到
“online_shop”資料庫

使用“CREATE TABLE”指令新增資料表(表格)
指令格式：
CREATE TABLE branch
(

branch_name char((16), 
branch_city char(16)
PRIMARY KEY(branch_name)

)

設為PRIMARY KEY
表示該欄位不得為空值
且為唯一



DESCRIBE Smart_Phone;
＃顯示 Samrt_Phone 的中欄位

顯示資料表(DESCRIBE)

剛剛新建的資料表欄位資訊



操作資料表

剛
剛
新
建
的
資
料
表

目前位置在“smart_phone”資料表中

指令快速選取區



新增資料(INSERT)

新增多筆資料
指令格式：
INSERT INTO `表格名稱` (`欄位1`, `欄位2`)
VALUES
(資料1, 資料2),
(資料3, 資料4)



新增資料(INSERT)

剛剛新增的資料



新增資料(內含空值時)

由於不知道該手機的價格，
因此不輸入

系統出現錯誤訊息



新增資料(使用NULL)

空值的位置可輸入“NULL”



新增資料(使用NULL)

可以看到在“Price”欄位值為“ NULL”



查詢資料(SELECT)

查詢作業系統為“Android”的手機

指令語法：
SELECT `欄位1`, `欄位2` FROM `資料表名稱` WHERE 敘述式



檢視查詢結果

查詢到的資料



檢查第一次新增的資料

原來第一次輸入錯誤了！
這時就要用修改(UPDATE)指令來更新資料內容



修改資料(UPDATE)

指令語法：
UPDATE `資料表名稱` SET 將被修改的欄位和內容 WHERE 要修改的位置



檢視修改結果

內容已被順利修改



再次查詢“Android”

順利查詢到三筆資料！



刪除資料(DELETE)

若有產品要停止販售時該怎麼辦呢？
這時就需要用刪除(DELETE)指令來刪除資料

指令語法：
DELETE FROM `資料表名稱` WHERE 要被刪除的條件



刪除資料(DELETE)



檢視刪除後的結果

符合刪除條件的資料都被刪除了
只剩下這三筆資料囉！



讓phpMyAdmin

正常顯示中文資料



中文資料無法正常顯示？！

可以發現資料庫的預設文字編碼設定為“latin1_Swedish_ci”



中文資料無法正常顯示？！

建立一個名為「測試」的資料表
內含一個名為「欄位1」的欄位

欄位的預設文字編碼也是“latin1_Swedish_ci”



中文資料無法正常顯示？！

輸入一筆中文資料試試看
內容為「中文」



中文資料無法正常顯示？！

剛剛輸入的文字都變成“??”



讓中文資料正常顯示！(修改資料庫編碼)

將文字編碼改為“utf8_general_ci”

進入要修改的資料庫

點選這裡進入此畫面



讓中文資料正常顯示！(修改資料表編碼)

將資料表的文字編碼改為“utf8_general_ci”

點
選
這
裡
進
入
要
修
改
的
表
格



讓中文資料正常顯示！(修改欄位編碼)

將欄位的文字編碼改為“utf8_general_ci”



測試輸入中文資料



測試輸入中文資料

中文資料順利顯示囉！



phpMyAdmin操作心得



心得感想
 這次學習使用SQL語言，我發現它和其他程式語言有

很多類似的地方，如果有學過其他程式語言，只要
熟悉SQL的指令語法，很快就能上手。目前預計要製
作一個網路商店的商品販售型錄資料庫。

 若是沒學過其他的程式語言也沒關係，只要瞭解資
料庫的整個結構(資料存放在表格中，表格又存放在
資料庫中)，很快地也能瞭解要如何利用資料庫這個
有用的工具。

 我覺得要熟悉一個程式語言最快的方法就是「用」，
不只是程式語言，學習任何語言的不二法門都是一
樣的，唯有常常使用它，我們才能快速地掌握該語
言。

 這次學習的最大收穫，除了會使用基本的指令操作
資料庫外，最重要的是學到如何解決「中文資料顯
示亂碼」的問題，透過自行摸索與網路搜尋，很多
問題都可以被解決。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