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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市調機構 ABI Research 報告顯示 2012 年起新
出廠的智慧型手機會有高達 50%內建 NFC 技術，
而全球將會有 30%人數使用 NFC 手機。主要在
NFC 快速成長下代表行動支付商機非常龐大，而
且 Gartner 預估到 2015 年，三成消費品牌會將行動
支付整合至行動應用程式中，由此顯示行動支付規
模持續擴大，消費者的習慣因此產生改變，由於行
動裝置多樣且使用情境各有不同，本研究以目前行
動商務使用的行動支付付款模型進行探討，發現其
交易模式複雜且使用情境繁多，為了呈現其行動支
付架構與流程，所以採用統一塑模語言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進行建模，利用其物件
導向技術工具呈現，將 NFC 行動支付模式與模型
以可視化的使用案例圖表示，並提出使用案例圖、
類別圖與循序圖，建模過程中以系統化之方式描
述，讓系統開發人員有一套遵循之方法，可作為未
來規劃行動支付之商務模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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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2 年新出廠的智慧型手機有 50%內建 NFC
功能，在全球將有三成的人數使用 NFC 手機[1]。
行動支付與行動應用的方式相當多元，而且已經悄
悄的融入我們的生活中，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已不僅
僅用來打電話、傳簡訊與上網瀏覽，在行動付款快
速發展下，原來常見之金融服務板塊將會朝行動支
付邁進。Gartner 預估到 2015 年，三成消費品牌會
把行動支付整合至應用程式中[2]。行動商務之付
款方式尚未完整結合商家，過渡時期中之支付模式
將成為商家與支付業者的挑戰。隨著電子商務與行
動商務盛行，加上行動支付方式繁多，系統整合與
標準化，成為商家與支付業者的挑戰且值得深入探
討與研究。
2. 研究目的
為了呈現其行動支付流程，採用統一塑模語言
進行建模，以使用情境著手設計現有支付模型。
行動支付方式種類繁多，商家與行動支付業者無法

掌握支付的流程，使用統一塑模語言表示。
3.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為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發展快速加
上行動支付應用廣泛，塑模以 NFC 付消費者使用
情境為主。
研究限制為行動支付付款機制安全、消費者接
受程度、不記名之支付方式與現行台灣金融法規限
制不在探討範圍內。
二、文獻探討
1. 行動商務定義
簡單的行動商務，為行動商務將網際網路導入
無線化並加上電子商業之功能[3]。
2. 行動支付定義
即利用行動電話或是行動裝置等行動通訊設
備做支付的動作[4]。
3.統一塑模語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
統一塑模語言為 1994 年 10 月 Grady Booch 與
Jim Rumbaugh 在 Rational Software 公司時，為了
整合 Booch
（Grady Booch 提出之方法理論）
與 OMT
（Object Modeling Technique) Jim Rumbaugh 所提
出之方法理論[5]。
通常 UML 之設計順序為 1. 使用案例圖(Use
case diagram) 2. 類別圖(Class diagram) 3. 循序圖
(Sequence diagram)，設計初期使用案例圖與類別圖
可同時進行，最後再設計循序圖，三者經過多次循
環，類別圖才成型穩定下來。本研究所採用之 UML
圖有使用案例圖、類別圖、循序圖，此三圖為專案
成型的基本要素[6]，如下進一步說明。
3.1 使用案例圖
使用 案例圖是 以使用者 或客戶 角度來看 系
統，並非以系統開發者的角度。使用案例圖的符號
（Notation）或稱為「圖示」
（Icon）是由動作者、
系統邊界、使用案例和連接線組成。部落格系統的
使用案例圖，如圖 2-1 所示。

圖 2-1 部落格系統使用案例圖
系統管理者(System Admin)為人形符號（Stick
Man）
，動作者是在系統外部與系統溝通的觀察者。
動作者可代表角色與實體：
角色（Role）：使用者在系統扮演的角色，以人來
說通常就是職稱。
實體（Entity）
：動作者不一定是代表人的使用者，
可能是一個東西，即與系統溝通的外部系統
（External System）
，例如：資料庫系統和帳務系統
等[7]。
部落格系統為系統邊界（System Boundaries）
可以明確標示系統之範圍，通常可使用長方形框來
包含使用案例。建立部落格帳號採用橢圓形表示，
也就是動作者做此事情後接下來系統需要作什麼
動作，此狀況為使用案例情節（Scenario）
。連接線
（ Communication Lines ） 是 使 用 結 合 關 係
（Association）連接動作者與使用案例，所以可以
以一條直線來表示。

圖 2-3 圖書銷售系統產生報表循序圖
4. 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NFC 技術具有下列優點，故逐漸成為行動支
付技術之主流，特性為耗電量低，傳輸速度快，使
用 方 便 ， 安 全 性 及 保 密 性 高 。 如 圖 2-4 NFC
SE(Secure Element)功能主要有三種模式，1. SE 內
建於手機。2. SE 內建於 SIM。3. SE 內建於 SD[8]。

3.2 類別圖
類別圖是類別圖示和類別關聯性連接線建立
的符號圖形，在類別圖中使用多種連接線來標示不
同的類別關聯性，如圖 2-2 所示。
圖 2-4 安全晶片嵌入示意圖

圖 2-2 圖書銷售報表類別圖
3.3 循序圖
循序圖的垂直軸是時間，可以顯示時間順序的
訊息傳送；水平軸是隨著訊息傳送，從一個物件旅
行至另一個物件的互動過程。
如圖 2-3 圖書銷售系統產生圖書銷售報表的
循序圖表達物件之間的互動，作者 (Author) Eric
送出訊息請求 bookid 書號的銷售報表，gen 物件送
出訊息建立 report 物件後，gen 依序送出訊息設定
report 物件的內容，最後傳回 report 物件給作者
Eric。

NFC 應用類型大致上可分以下四類
(1) Touch and Go 主要用在票證及門禁如車票、門
票及門禁卡等。
(2) Touch and Confirm 用在行動付費使用者須輸入
密碼，即可完成付款。
(3) Touch and Connect 使用兩個或多個 NFC 裝置可
做音樂、影像資料交換或同步分享。
(4) Touch and Explore 可讓使用者自行探索 NFC 之
內容。
5. NFC 手機使用者的一天
有別於過去現金交易、ATM 轉帳與信用卡刷
卡的模式，智慧型手機與 NFC 技術結合將付款之
模式簡化。使用者在付款交易時，只要有適當的裝
置，就可在各個地方以最短的時間讀取晶片，快速
的完成支付之目的，如圖 2-5 所示。

圖 2-5 NFC 手機使用者的一天[9]

2. 行動支付類別圖
類別圖的屬性在設計過程中可顯示每個類別
之關聯與運作，消費者(Consumer Class)持有 NFC
行動裝置(Mobile_Device Class) 與信用卡(CARD
Class)而信用卡的付款方式又可分為(NFC Class)、
(ATM Class)與(WEB Class)，消費者由網路購物訂
購 商 品 (Online Store Class) 購 物 成 功 後 會 產 生
(Payment_SECTION Class)至銀行完成交易。此類
別圖之重點為消費者使用行動裝置(Mobile_Device
Class)在交通(Traffic Class)、電信(MNO Class) 、
超 商 (Chain_Store Class) 、 金 融 機 構 (Financial
Institution Class)中之關係，如圖 3-2 所示。

6. 然而在台灣使用情境從交通、電信、銀行、超
商著手劃分其市場佔有率，本研究設計此四個情境
切入行動支付之模型。
(1)交通：悠遊卡發卡量突破 3000 萬張，ETC 用戶
突破 330 萬 eTag。
(2)電信：根據 NCC 統計資料，2012 年 12 月底止，
台灣共有 28,675,132 用戶數。其中，中華
電信用戶佔 36%，台哥大與遠傳佔 24%，
亞太佔 10%，威寶佔 6%，2G 用戶仍有
近 600 萬用戶，佔所有用戶 21%，3G 用
戶佔 79%[10]。
(3)銀行：以信用卡發卡量計算，現在前五大信用
卡銀行，排名上為中信銀、國泰世華銀、
台新銀、玉山銀和花旗銀行，中信銀達
540 萬張，遠遠超越第 2 名的 347 萬張。
(4)超商：全台 icash 的發卡量早已突破 1 千萬張，
是市場上使用最廣泛的電子錢包。
三、研究方法
依據文獻內容，研究其各種行動支付情境，進
行行動支付模型研究，其次說明應用模式及研究架
構，以統一塑模語言表示。

圖 3-2 行動支付類別圖
3. 行動支付循序圖
從循序圖中可看出兩個面向，垂直維度顯示訊
息與事件發生順序，水平維度顯示對象與訊息傳
送，循序圖可呈現每個類別中之時間關連。
圖 3-3 是以交通與 NFC 為主，以循序圖呈現
行動支付交通、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主要是描述中
間運作之順序，消費者下載金融機構所提供之手機
應用程式，使用應用程式得知 NFC 相關資訊，最
後可從手機查詢交通終端設備扣款之結果。

1. 行動支付使用案例圖
使用統一建模語言設計一套行動支付模型，由
各個行為者中設計了行動支付使用案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3 交通與 NFC 結合之循序圖

圖 3-1 行動支付使用案例圖

圖 3-4 是以電信與 NFC 為主，以循序圖呈現
行動支付商店、消費者與金融機構，只要有電信之
小額付費額度即可使用。

圖 3-4 電信與 NFC 結合之循序圖
圖 3-5 以銀行與 NFC 為主，用循序圖呈現行動支
付商店、消費者與金融機構，重點為 NFC 安全晶
片是從金融機構取得。

圖 3-5 銀行與 NFC 結合之循序圖
圖 3-6 是以超商與 NFC 為主，用循序圖呈現行動
支付商店、消費者與金融機構。

圖 3-6 超商與 NFC 結合之循序圖
四、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統一塑模語言是一套能完整呈
現之圖形語言，可利用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並且可
將結果產出文件，我們可發現從上述之使用案例
圖、類別圖、循序圖結果呈現行動支付使用情境塑
模是有效的，利用塑模之前置作業讓架構與流程更
容易理解，可幫助系統設計人員提早發現未來在開
發過程中可能會面臨到的問題與情況，發現後可及
早做修正，減少其設計時間與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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