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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行動裝置例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第三代通

訊網路 (Third generation, 3G)等逐漸普及，行動裝置幾乎已成

為每一個人的必備品。在硬體的規格上，行動裝置感測器的

部分也不斷推陳出新，加速度感測器 (Accelerometer Sensor)、

指向感測器 (Orientation Sensor)、陀螺儀 (Gyroscope)等等，

而我們可以藉由這些感測器製作出許多方便且實用的行動

裝置應用程式 (Application)與遊戲。  

以往在學校上下學時段家長都會一昧的將小朋友送往

單一校門，而其他側門卻幾乎沒有家長及小朋友，造成校門

人數及車輛過多導致接送時間延長，危險性也隨之提高。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改善學校上下學時段過於擁擠的校門，本

小組為此開發了家長接送智慧導航系統，利用行動裝置的定

位及導航功能將家長分配至各個校門，讓家長可以更快速且

有效率的接送小朋友。  

 

關鍵字：家長接送智慧導航系統、Application、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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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由於現今科技的進步加上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上網人口

比例不斷增加而應用程式 (Application)也蓬勃發展，行動裝

置也打破了傳統電腦上網的限制，相對所創造出來的商機也

相當有潛力，在整體使用行動裝置的出貨方面，在所有連網

運算裝置中，手機預計將主宰整個裝置的出貨量，2014 達到

18.9 億支，比起 2013 年的 18 億支，年成長率達 5%。包含

平板電腦、混合與翻蓋式筆記型電腦的行動裝置，於 2014

年將呈現 54%的成長率而達到 3,963 萬台的出貨量，如圖 1.1

所示 [1]。  

 

圖 1.1 2012 年至 2015 年全球行動裝置出貨量之排行  

(單位  :千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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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發達，行動裝置幾乎已經是人手一機，

由圖 1.1 的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銷售量可證明，智慧型

手機的發展將是未來的一大趨勢。App 可說是行動裝置中的

精隨所在，許多的企業也都認為這會是未來的商機，因此投

入研究 App 資訊的人員也越來越多。本專題小組看到許多家

長常常為了到學校接送小孩導致路段癱瘓、圔車，只有幾個

特定的一、兩個校門口特別擁擠，而其他幾個校門口則特別

空曠，如圖 1.2 所示。因此小組討論研究一個結合全球定位

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GOOGLE MAP 地圖

及導航系統所開發出來的一個 App。  

 

圖 1.2 校門雍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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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讓各個校門口能夠平均分配家長的

車輛，讓每個校門口不會再如此雍圔。所以我們開發一個給

家長使用的 App，這個 App 結合 GPS 定位系統、GOOGLE MAP

地圖及導航系統，能夠導航家長去特定的校門口。老師會攜

帶一台平板電腦，平板端也有一個專用的 App，會顯示家長

距離多遠及到達時間，如果家長靠近指定門口，老師必頇把

該學生帶領到該門口，能做到控管學生的作用，使學生能夠

平安到家，如圖 1.3 所示。 

 

圖 1.3 車輛分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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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圖 1.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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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手機定位裝置  

 近幾年來，無線通訊與無線網路的發達，造就了大量

的無線數據服務產生並部屬到行動裝置上從，其中一部分應

用就是定位技術。   

手機定位技術大致上可分為細胞識別碼 (Cell Id)、TDOA

信號到達時間差異定位、GPS 定位、AGPS 定位。  

2-1-1 Cell ID定位  

可以說是手機基地台的識別碼，每一個基地台都有一個

行動裝置國家識別碼和行動裝置網路識別與一個地區識別

碼以及一個基地台識別碼，原理很簡單，利用手機現在所使

用的基地台 Cell Id 再根據基地台的數據就可以大略的知道

目前所在的位子，Cell Id 在室內可以使用、速度快但是需要

透過網路才能查詢且精準度低，服務中的手機都會被定位到

同一個位置，也就是基地台的所在位置，誤差是一個扇形，

較常使用在查詢，如圖 2.1 所示。例如行動版 Google Map 中

的「探索鄰近地區」功能，利用你手機所使用的基地台去尋

找範圍網路上所擁有的資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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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Cell ID 定位圖  

2-1-2 TDOA定位  

到達時間差 (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 , TDOA)是利用兩

個行動基地台訊號抵達的時間差，也可稱為雙曲線導航，可

說是無線導航的基礎。  

所有基地台發送訊號的時間是一致的，而手機會最先接

收到距離較勁的基地台訊號，當接收到第二台基地台訊號時

會計算出時間差，在乘上光速可算出兩台基地之間的距離差

和一條雙曲線，利用第三台基地台使用同樣的方法取得第二

條雙曲線，兩條曲線的交叉點便是實際的位子。如圖 2.2 所

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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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TDOA 定位圖  

2-1-3 全球定位系統 (GPS) 

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起初是用

於軍事方面最後慢慢才移至民間使用。全球定位系統 (GPS)

是利用全球 6 軌道上共 24 顆人造衛星來做運算軌道與赤道

面之傾角為 55∘高度約 2 公里，周期為 12 小時，每顆衛星

皆可發送 2 種頻率的無線電提供定位使用；地面控制系統部

份，主要是由 1 個主控制站與 5 個監控追蹤站所組成，其主

要工作是監控衛星的健康狀況，定位方面最少需要使用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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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上的衛星所產生數據來計算，優點是定位精度極高，缺

點則是 GPS 訊號是靠電磁波傳遞，容易受天氣因素或遮蔽

物太多降低訊號強度，如圖 2.3 所示 [3]。  

 

圖 2.3 GPS 定位圖  

2-1-4 輔助型全球定位系統 (AGPS) 

補助型全球定位系統 (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GPS)以 GPS 的為方式中加入網路伺服器所收到的基地台訊

號作為補助，原先 GPS 所需要的準備動作大部分都在伺服器

中處理完畢了，再利用手機周圍的基地台發出的定位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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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能加快定位的速度以及精準度，也克服了室內無法使用

的缺點，如圖 2.4 所示 [4]。  

 

圖 2.4 AGPS 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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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定位系統比較  

每個定位系統都有其優缺點，接收速度的快慢、成本的

花費等等，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手機定位系統比較表  

技術 Cell Id TDOA GPS AGPS 

速度 快 慢 慢 快 

誤差範圍 大 小 小 小 

成本 低 低 高 高 

2-2 Google Map 

Google Map API 是 Google 提供可讓開發者將 Google 

Map 的功能鑲嵌到自己的應用程式及網頁中， Google Map 

API 可以協助開發者在 Google 地圖上兼標記、繪製線條與多

邊形、加上圖層、以及改變地圖的呈現方式，讓開發者們可

以設計出自己獨一無二的 Google Map，使用前必頇先向

Google 申請 Google Map API Key，再將啟動碼輸入自己的程

式中，Google 提供所有 Key 每天最多免費載入 25000 次地圖，

也就是說當使用者重新開啟應用程式或網頁時就算 1 次，當

每日配額不夠時可和 Google 購買額外配額 [5]，本次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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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運用的其中的功能有：  

1. 定位  

2. 導航  

3. Mark 標記  

4. 交通路況  

 

 

圖 2.5 Google Map 網頁地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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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行動裝置 Google Map 地圖 [6] 

2-3 ANDROID 

是一個以 Linux 為基礎的開放原始碼行動裝置作業系統，

主要用於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2003 年 10 月，有「Android 之父」之稱的安迪•魯賓，

建立了 Android 科技公司，於 2005 年被 Google 收購，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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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Google 與多家硬體製造商、軟體開發商成立開放手持裝置

聯盟來改良 Android 系統，並且開放 Android 系統原始碼，

讓各廠商在自行出廠的行動裝置上他載入 Android 系統。  

Android 提供完善的開發環境，支援各種先進的繪圖、

網路、相機等處理能力，方便開發者撰寫應用軟體。Android 

開發的程式可相容於不同規格的行動裝置，不需開發者費

心。  

目前使用 Android 系統的手機數量已超越 iPhone 系統，

成為全球使用量最大的手機系統。隨著 Android 手機的快速

普及，對於 Android 應用的需求勢必越來越大，其所擁有的

市場商機也將日益龐大。  

2-3-1 ANDROID系統架構  

Android 是由以下五個部分所組成： [7] 

1. Applications (應用程式 ) 

2. Application Framework (應用程式架構 ) 

3. Libraries (函式庫 ) 

4. Android Runtime (Android 執行環境 ) 

5. Linux Kernel (Linux 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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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Android 系統架構圖 [8] 

 

圖 2.8 Android 應用程式檔案產生流程圖 [8] 

 

 

2-3-2 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比較  

以市面上較常見的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來比較，如表 2.2

所示，Windows Phone 提供大量的資源與平台，但系統開發

限制上大，導致使用者的量較為稀少，而 Apple 的 iOS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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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問題，且 App 的開發與上架限制較為嚴格，入門的門

檻也較高，相較之下 Android 公開原始碼的特性，讓開發者

之間可以不斷分享自己的開發資訊，支援也越來廣 [9]。  

表 2.2 手機作業系統比較表 [10] 

作業系統  Windows Phone iOS Android 

廠商  微軟 Apple Google 

開發難易度  低 高 適中 

限制  多 多 少 

使用者數量  少 多 多 

2-4 AJAX 

傳統的 Web 應用中在新增或維護資料時，Web 會向伺服

器傳送一個請求。來伺服器接收並處理傳來的資料，然後傳

回一個新的網頁，但這個做法浪費了許多頻寬，因為新的網

頁與舊的網頁中的大部分 HTML 碼都是相同的。由於每次變

更資料時都需要向伺服器傳送請求，應用的回應時間依賴於

伺服器的回應時間。這導致了使用者介面的回應比本機應用

慢得多，如圖 2.9 所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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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同步要求圖  

與此不同，AJAX 應用可以僅向伺服器傳送並取回必要

的資料，並在客戶端採用 JavaScript 處理來自伺服器的回應。

因為在伺服器和瀏覽器之間交換的資料大量減少 ,伺服器回

應更快了。  

AJAX 並 不 是 新 技 術 ， 而 是 將 已 存 在 一 段 時 間 的

JavaScript 和 XML 組合起來，提供另一種瀏覽網頁的體驗。

由於 Google 大量應用 AJAX 於其 Google Mail、Google Map

等服務，使 AJAX 短時間爆紅起來 [11]。  

AJAX 的最大優點，就是能在不更新整個頁面的前提下

維護資料。這使得 Web 應用程式更為迅捷地回應用戶動作，

並避免了在網路上傳送那些沒有改變的資訊，例如瀏覽

GoogleMap 時瀏覽器還在等待伺服器傳送地圖內容，我們仍

然可持續進行放大、縮小、移動位置、改變檢視方式等操作，  



17 

 

不 會 被 要 求 、 回 應 的 動 作 打 斷 ， 以 及 大 家 現 在 常 用 的

Facebook 動態訊息，如圖 2.10 所示 [11]。  

 

 

圖 2.10 AJAX 非同步要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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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說明  

對於接送小孩時許多家長都會選在學校正門等待小孩，

都忽略掉還有側門，使得在正門的路段交通阻圔容易發生危

險，而我們所開發的 App 主要就是要分散車流並降低危險，

當家長登入 App 且接近學校約三公里時會幫她安排較為通暢

的校門，老師的平板電腦便會顯示某位家長在多久後會到達

哪一校門接他的小孩，當家長快到達時老師會帶領學生到安

排的校門等待，在最快的時間內將小孩接走。  

3-2 可行性分析   

執行可行性：  

在網路上有即時路況，但是幾乎都沒有即時路況的應用

程式，所以我們想說可以把即時路況應用在接送小孩上面，

讓家長可以避開那些擁擠的校門口，更快速的接送小孩  

技術可行性：  

在行動裝置越來越普及的現在，使用 Eclipse 配合 PHP

動態網頁程式語言來開發軟體是現在比較常見，且容錯率也

比較高，是適合新手的軟體工具。資料庫管理則使用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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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管理系統 MySQL 即可輕易上手。  

效益可行性：  

對現在這個繁忙的社會而言，許多人認為時間就是金錢，

幫忙省時間就是賺錢，藉由現在幾乎人手一機，我們可以利

用電腦、平板和手機的應用連結，來達到節省時間的效果。 

3-3  硬體規格  

表 3.1 伺服器基本配備表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元作業系統 

處理器 Intel Celeron E1500@2.20GHz 

記憶體(RAM) 4.00GB 

顯示卡 內建整合晶片 

硬碟容量 500GB 

 

表 3.2 使用者端基本配備表  

作業系統 Android 4.0 以上版本 

處理器 MediaTek MT6577 1GHz 以上處理器 

記憶體(RAM) 1GB RAM 以上記憶體 

網路 支援 HSPA / WiFi 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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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統開發工具  

3-4-1  Eclipse開發環境  

在開發系統過程中，我們選用 Eclipse 作為我們系統開

發的工具。Eclipse 佔據全世界 Java 開發環境市場中超過 50

％，所以我們才選擇 Eclipse，而且 Eclipse 可以額外的附加

功能擴充。Eclipse 本身就有 Android 模擬器，可以隨時測試

程式，一有錯就可以馬上修改比較方便，不用再另外下載模

擬器 [12]。  

 

圖 3.1 Eclipse 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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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Eclipse Android 模擬器使用介面  

3-4-2  MySQL資料庫  

MySQL 資 料 庫 是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RDBMS，而且是目前市面上最快速且最

穩定的資料庫之一，在目前 PHP 配上 MySQL 資料庫是使用

最為廣範的，使儲存、更新和存取資訊更容易。也提供網頁

式的操作管理畫面，讓使用者簡單易學，方便管理 [13][14]。  

3-4-3  PHP動態網頁程式語言  

 PHP 可簡單視為一種動態網頁用的程式語言，可以用

來設計動態網頁，具有免費、跨平台、易學及高效率等等的



22 

 

優點。由於開放原始碼，用戶可以任意使用軟體，自由瀏覽

與修改軟體原始碼，隨意複製、散佈原始或經修改的軟體

[14]。  

3-4-4  Apache 

是全世界市占率最高的網站伺服器，提供基本 http 通訊

協定外，對於虛擬主機、網路安全傳輸的規格的程式模組擴

充功能都有支援。無論在商業或實驗用途上，都可建立極為

穩定的系統。且公開程式碼，代碼可以自由下載修改與釋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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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架構  

4-1 系統架構  

4-1-1  前台系統架構  

當使用者的行動裝置距離學校約 1.5 公里處時，系統回

傳使用者行動裝置的位置至伺服器後，伺服器端會計算人潮

較少的校門並安排路徑，接著回傳至使用者的行動裝置，告

知使用者依指示路徑前往該校門；平板的部分則由伺服器端

傳回家長預計多久時間抵達指定校門後，老師帶學生到系統

指定的校門等待該家長，整個系統的運作如圖 4.1 所示。  

 

圖 4.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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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管理者系統架構  

 

圖 4.2 管理者功能架構圖  

家及學生資料：新增、刪除、修改家長及學生資料。  

教師資料：新增、刪除、修改教師資料。  

班級：指派教師管理班級。 

監控中心：查看學校周圍家長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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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流程  

4-2-1 家長GPS定位確認  

GPS 定位確認步驟：  

開啟 App 後系統會彈跳視窗詢問是否有開啟 GPS 定位，

開啟則會跳到下一步驟，若沒開啟系統會直接轉跳到行動裝

置的 GPS 定位設置畫面請使用者開啟 GPS 定位，如圖 4.3

所示。  

 

 

圖 4.3 GPS 定位確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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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系統登入  

系統登入步驟：  

使用者 (家長 )利用學生的學號 (帳號 )及生日 (密碼，例 103

年 1 月 1 日，輸入 1030101)進行登入，正確則跳到下一步驟，

不正確請重新輸入帳號密碼，如圖 4.4 所示。  

 

 

圖 4.4 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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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教師登入  

教師登入步驟：  

使用者 (導師 )利用導師的編號 (帳號 )及生日 (密碼，例 103

年 1 月 1 日，輸入 1030101)進行登入，正確則跳到下一步驟，

不正確請重新輸入帳號密碼，如圖 4.5 所示。  

 

圖 4.5 教師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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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管理者登入  

管理者登入步驟：  

管理者利用專屬的帳號及密碼進行登入，正確則跳到下

一步驟，不正確請重新輸入帳號密碼，如圖 4.6 所示。  

 

圖 4.6 管理者登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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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系統流程  

 

圖 4.7 理想狀況系統流程圖  

步驟一：GPS 定位  

當使用者開啟 GPS 後，衛星會定位出使用者行動裝置目

前所在的位置。  

步驟二：傳送座標  

利用 GPS 定位到使用者目前的位置後，系統會利用 3G

網路將使用者目前的座標傳回至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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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規劃路徑  

當使用者的座標位置靠近學校方圓半徑約 1.5 公里時，

伺服器會為使用者規劃車輛較少的路徑及校門。  

步驟四：路徑確認  

路徑規劃及校門好後會回傳至使用者的行動裝置，如果

使用者同意伺服器安排的路徑，會請使用者點擊 ”確認路徑 ”

後回傳至伺服器。  

步驟五：家長資訊  

當家長登入系統後，行車的資訊會顯示在教師端的平板

電腦上，包含家長姓名、接送學生、距離伺服器安排的校門

的剩餘距離、抵達時間等等，讓教師可以知道家長位置以便

將學生帶至校門。  

步驟六：通知學生  

當平板電腦顯示家長的剩餘距離約一百公尺時，集合管

制的老師會通知學生至指定校門等待家長。  

步驟七：接送確認  

當在大門的老師看到家長將學生接走之後，會在平板上

的家長資訊欄點擊，會出現彈跳視窗詢問學生是否確認接送，

點擊＂是＂則將訊息寫進資料庫，資料庫會標記 ”已接送 ”。  



31 

 

4-3 E-R Model 

家長接送智慧導航系統應用程式 E-R Model 實體關係圖，

如圖 4.8 所示。 

 

圖 4.8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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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資料庫  

App 手機端資料庫明細  

「 count」為回傳資料的計數器；「 latitude」及「 longitude」

為使用者目前的經、緯度位置；「 speed」為目前使用者的行

車速度；「 avg_speed」為平均速度，必頇藉由計數器及速度

來做計算產生；「 destination」為距離目的地剩餘的距離，

必頇藉由目前位置及平均速度來做計算；「 arrive_time」為

抵達目的地的時間，必頇藉由平均速度及距離來做計算；

「date」作為回傳資料的時間，如表 4.1 所示。  

表 4.1 App 手機端資料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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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資料庫明細  

「parent_account」為使用者登入的帳號，也是資料表主

鍵；「parent_passwd」為使用者登入的密碼；「 student_no」

為接送學生的學號，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家長資料庫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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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料庫明細  

「 student_no」為學生學號，由於學號是在學期間不會

變動的，跟座號可能因為有其他學生加入或退出而變動不同，

所以將學號設為主鍵；「 sex」為學生性別；「 class」為學生

所在班級，也是決定哪個老師負責的班級，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學生資料庫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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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資料庫明細  

「 class」為班級，設為主鍵；「 grade」為年級；「 teacher_no」

為教師編號，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班級資料庫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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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平板端資料庫明細  

「 teacher_no」為教師編號，由於編號不會重複，故設

為主鍵；「 teacher_account」為教師平板端的登入帳號；

「 teacher_passwd」為登入密碼；「 teacher_name」為負責的

教師姓名，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教師資料庫明細表  

 

接送資訊資料庫明細  

「parent_account」為家長帳號；「pick up」為接送資訊，

當平板端在家長資訊頁點擊 ”確認接送 ”後，該欄位會標示 ”

已接送 ”，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接送資訊資快庫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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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實做  

5-1 前台使用者介面  

5-1-1 GPS確認  

使用者第一次開啟 App 時如尚未開啟 GPS 定位系統會

出現彈跳視窗，詢問是否開啟 GPS，如圖 5.1 所示。點擊 ”

啟用 ”則跳到 GPS 設定頁面，如圖 5.2 所示。  

 

 

圖 5.1 GPS 確認圖   

 

圖 5.2 GPS 設定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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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登入畫面  

圖 5.3 為使用者手機登入畫面，輸入帳號及密碼即可登

入會員。使用者若不想要使用預設密碼，則可點擊 ”密碼修改 ”

進到更改畫面。  

 

 

圖 5.3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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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密碼修改  

圖 5.4 為密碼修改畫面，使用者必頇輸入帳號及原有的

密碼，然後輸入想更改的密碼及新密碼的確認，當更改完成

後新密碼會自動寫進資料庫。點擊 ”返回 ”則回到登入畫面。  

 

 

圖 5.4 密碼修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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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系統畫面  

圖 5.5 為登入後系統的畫面，結合 Google Map、GPS 定

位及導航系統，使用者可自行縮放地圖大小。當靠近學校約

1.5 公里，系統會自動安排最佳路徑。上方為接送學生的姓

名，下方為接送資訊。左方的 Mark 標記為嶺東科技大學，

右方 Mark 標記為樹義國小。  

 

圖 5.5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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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為系統選單，包含交通狀況、登出，結束程式、

關於 App 等等功能。選取交通狀況第圖會顯示當前路段的壅

圔及暢通程度；選取登出則會回到系統登入畫面；選取結束

程式則會離開應用程式；選取關於 App 會有一些關於系統的

資訊。  

 

圖 5.6 系統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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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為目前各道路的交通路況圖，綠色表示該路段為

行車通暢，紅色表示該路段車潮雍圔。左方的 Mark 標記為

嶺東科技大學，右方 Mark 標記為樹義國小。  

 

圖 5.7 交通路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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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平板端登入畫面  

圖 5.8 為平板端手機登入畫面，輸入帳號及密碼即可登

入會員。使用者若不想要使用預設密碼，則可點擊 ”密碼修改 ”

進到更改畫面。  

 

 

圖 5.8 平板端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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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平板端密碼修改  

圖 5.9 為密碼修改畫面，教師必頇輸入帳號及原有的密

碼，然後輸入想更改的密碼及新密碼的確認，當更改完成後

新密碼會自動寫進資料庫。點擊 ”返回 ”則回到登入畫面。  

 

 

圖 5.9 平板端密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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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平板端系統畫面  

圖 5.10 為教師端的平板畫面，第一頁為家長資訊，包含

家長姓名、電話、接送學生、距離及抵達時間。  

 

 

圖 5.10 家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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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長將學生接走，點擊該家長欄位會出現彈跳視窗詢

問該學生是否確定被家長接走，點擊 ”是 ”則會將訊息寫入資

料庫，資料庫會標記 ”已接送 ”，如圖 5.11 所示。  

 

 

圖 5.11 確認接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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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為第二頁為學生資訊，包含學生學號、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及班級。  

 

 

圖 5.12 學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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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訊頁中的左上方為 ”年級 ”下拉式選單，可依所選

擇的年級對應到該年級的所有學生，如圖 5.13 所示。  

 

 

圖 5.13 下拉式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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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訊頁中上方可以輸入學生學號，點擊 ”查詢 ”可以

查看該學號的學生的所有資訊，如圖 5.14 所示。  

 

 

圖 5.14 學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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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後台管理者畫面  

5-2-1 後台登入  

後台管理者登入頁面，輸入管理者專屬的帳號及密碼即

可登入，如圖 5.15 所示。  

 

 

圖 5.15 後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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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後台首頁  

後台首頁，左邊列表包含家長資料、老師資料、班級、

監控中心、回首頁，如圖 5.16 所示。  

 

 

圖 5.16 後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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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家長資料  

管理者可在此頁面新增、刪除、修改學生及家長資料，

如圖 5.17 所示。  

 

 

圖 5.17 後台家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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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教師資料  

管理者可以在此頁面新增、刪除、修改教師資料，如圖

5.18 所示。  

 

 

圖 5.18 後台教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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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班級資料  

管理者可在此頁面新增、刪除、修改班級資料，如圖 5.19

所示。  

 

 

圖 5.19 後台班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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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監控中心  

當使用者進入學校範圍約半徑 1.5 公里時，監控中心的

地圖可以顯示使用者目前的位置，並以 Mark 標記，如圖 5.20、

圖 5.21 所示。  

 

圖 5.20 監控中心地圖  

 

 

圖 5.21 家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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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近年來由於智慧型手機與智慧型平板的興起，使得我們

生活都處於資訊化的時代，不論需要什麼資訊現在都能直接

透過智慧型裝置來取得，但是本專題小組發現許多家長常常

為了接送小孩而導致路段癱瘓、圔車，所以就打算為此設計

一個 App。  

本研究為此做了一套完整的家長接送智慧導航系統 App，

這套系統是由家長手機、老師平板、學校伺服器三種組成，

我們分別在家長手機與老師平板安裝我們的 App，家長手機

進入學校約 1.5 公里後，App 會傳送家長位置到學校伺服器，

伺服器便會開始安排路徑，之後伺服器會回傳至使用者的行

動裝置且指示該前往哪個校門的資訊，最後老師的平板電腦

則由伺服器告知家長預計多久抵達。  

未來希望能夠將伺服器的功能做得更加完善、安全性可

以有更防護的作用，當然事後的伺服器維修工作、定期保養

是要持續下去的，而手機平板方面，我們會再繼續研究更多

的功能加進到裡面，如：做個能讓家長老師溝通訊息的介

面…等，讓這個系統能夠更加有效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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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甘特圖  

    預期進度 

     已完成進度 

  年月份 

 

 

工作項目 

103 年 104 年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決定專題 

題目 

              

蒐集文獻 

資料 

              

整理相關 

資料 

              

撰寫書面 

報告 

              

訂定系統 

架構 

              

系統建置 

與規劃 

              

第一階段 

口試 

              

系統測試 

與修改 

              

第二階段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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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