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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畢業在即也許對很多人是一段歷程的結束，但對於我們五人而

言，為專題付出的時間與心力，將成為未來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非常美

好的回憶，更重要的是我們背負著一項重要的任務與挑戰－運用四年

來老師們耐心教導的各項專業技能與知識，共同完成本組的製作。過

程中雖然遇到非常多的問題，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方面，但我們竭盡

所能，只因為這能完整的呈現這四年來的學習成果，在組長的細緻分

工下，組員們也一一將問題解決，完成了此專題。 

  從一開始對彼此一知半解的我們，在指導老師吳槐桂老師的耐心

指導下，以及口試老師陳志樺老師、謝偉強老師及陳澤龍老師所提供

的寶貴意見及批評，透過組長多次協調並與組員細心的溝通討論後，

發現彼此各有各不同的專長領域，所以組長更加了解該如何將我們分

組去完成專題，每個人在分配到自己專長的位置時，更能善加發揮所

長，相信專題製作的過程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都人迎刃而解。

同時，在這樣的歷練之下我們也將有所成長，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也

將成為我們的基石利器，即使生活或求職路上遇到了困難和組饒，只

要我們秉持著製作專題的毅力與決心，必能克服一切困難。 

  感謝 老師對我們無私的付出與指導，感謝大學四年路上有你們

的指導與陪伴，人生的路上有你們真好。 

 

 

黃胤穎、羅祥倫、黃之顥、張庭維、涂宇璿 

 2014 年 05 月 22 日 於嶺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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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發生山難的登山者普遍缺乏設備的操作能力，以往設計都以

觸發型按鈕發送求救訊號，或藉由藍牙與手機作為發送訊號的方式，

但登山客在遭遇山難時，往往已失去自主能力或是失去意識，根本無

法使用觸發性按鈕求救，手機可能因撞擊而無法正常運作。 

本專題利用樹莓派（Raspberry Pi）做為基底，運用脈搏測量感測

器、體溫感測器與 GPS 模組探測人體數據做為輔助，並蒐集相關醫

療資訊，擬訂出正常生理範圍，一但有異狀便回傳警告訊息給管理

者，使搜救隊能更準確搜尋到該登山客。 

  本專題改善其他生理紀錄器之無法立即回傳資料的缺點，並使用

資料庫做資料的儲存及查詢，以便的觀測使用者的生理狀態，不但可

以讓登山管理員清楚知道登山客的生理狀況，且在發生山難時利於救

難隊進行搜救。 

 

 

關鍵字：生理感測、登山、山難、救助器、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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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臺灣所在氣候位置位於溫帶與熱帶的交會處，因此氣候的變化使

山嶺呈現不同的面貌，深受登山愛好者與攝影迷的青睞。 

隨著登山者登山的人數與頻率的增加，山難次數也隨之攀升，失

蹤與死亡總人數 71 人、受傷人數為 117 人，至今累積總件數為 1,273

件，以缺乏專業訓練的登山客居多，但許多自然因素也是主要的原因

之一，如圖 1.1 所示。 

為了降低事故發生率，業者也開發了相關的山難救助器，而目前

市面上大多數使用觸發型按鈕發送求救訊號，或藉由藍牙與手機作為

發送訊號的方式，但登山客在遭遇山難時，往往已失去自主能力或是

失去意識，根本無法使用觸發性按鈕求救，手機也可能因撞擊而無法

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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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山難事件發生直條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登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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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臺灣具有多樣化的地貌，根據統計，臺灣地區海拔高度超過一百

公尺以上的面積，約佔總面積的 68.7%；超過一千公尺的山地面積，

約佔總面積的 31.5%，如此廣泛的高度變化，加上臺灣的地理位置位

於溫帶與熱帶的交會處，使得臺灣的山嶽具有多樣化的生態環境，配

合四季不同的景觀，呈現出多樣化的地形地貌，具有絕佳的休憩潛

力。由於上述之活動需要深入山區，導致活動者不可避免的需面對山

區的各項危險因素，使得山難發生的機率大幅提高。加上山區多變的

地形地貌使得救援不便，一旦發生山難，若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尋獲

受困者，則受困者生還的機會將大為下降【1】。 

人為因素可透過正確的登山態度、妥善的規劃及訓練加以避免，

但自然因素卻難以預防。不論是自然因素還是人為因素，山難的救援

將花費社會龐大的救援成本。因此，如何在山難發生時能及早得知並

進行救援，以降低救援所花費的時間並提高受困者生還機率，實為重

要之課題。然而，目前大多數山難發生時的通報，皆是由受難者或同

行者進行通報，然而若當受難者因天氣因素發生失溫或無知覺時，容

易導致受難者無法及時進行通報，進而降低受難者的生還機率。 

受難者若是因迷失方向或對周圍環境不熟悉而進行通報時，因不

瞭解自身位置，無法使救難者得知自身位置，此時救難者只能依照受

難者所提供的各種線索如周圍景物、聲音等，猜測受難者目前方位進

行搜救，如此將增加搜救的時間，大幅降低搜救的效率，甚至造成無

謂的浪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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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之國內外文獻探討分析後，後續進行裝置硬體規劃與線路

設計、訊息格式與傳輸流程訂定，並於初步模擬完成後進行裝置及平

臺開發，完成整合測試後將立即開放試用。  

 

1.3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部分我們概分於實體操作及網站架構兩面去做探討。專

題研究流程如圖 1.2 所示。 

本組經討論時訂定研究方向後，藉由蒐集各式相關資料驗證初步

研究概念，並探討出已開發相關研究的優劣與本組不同之處。資料庫

規劃設計採用 MySQL，成本低、高效能，易於安裝使用、跨平台、

穩定性佳而作為本組資料庫規劃設計之首選。硬體設計製作採用樹莓

派（Raspberry Pi）開發板作為山難救助器的主體，透過脈搏測量感

測器、體溫感測器、GPS 模組與 3G 模組建置後，並能即時回傳使用

者測得生理數值與方位。基礎架構雛形時以室內實際測量方式進行系

統除錯與修正及模擬配戴裝置，除錯無誤後方能以室外實際配戴進行

最後測試，經營討論後測試結果即為本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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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專題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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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組開發限制 

本組之專題預期將對於登山人士有一定的幫助，然而由於目前相

關技術與時間設備等限制，故本專題之成果以雛形為主。茲將本專題

開發上所受到之限制以技術、時間、成本與硬體四個角度分別列出如

下： 

1. 技術：台灣市面上僅有的相關產品不多，蒐集相關文獻時曾一度

碰壁，須測試與驗證之相關硬體設備使用上需格外小心。 

2. 時間：因之前並無接觸相關應用與技術，在學習上花了相當多的

時間。 

3. 成本：因開發資金受限，本組以價格較為低廉硬體做使用，相關

耗材耗損也成為本組研究一大負擔。 

4. 硬體：因開發成本受到限制，本組裝置使用之電池經實際測得

其續航力最多只能維持 72 小時，對於攀登高山時（登山時

間超過 3 天）並未能維持完整路線之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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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山難成因與現況 

由表 2.1 得知，目前大多數山難成因以迷路、墜崖及溺水為多數，

其前兩者因素又佔居多，但意外的形成卻與登山者自身體能不適佔據

極大因素。為了避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的發生，本組決定開發一套有效

設備，不僅運用 GPS 模組定位登山者位置，使山難發生時縮短搜救

時間，並透過 3G 行動網路通訊系統即時回傳登山者之生理數值，進

而達到山難發生前時即時預防【3】。 

 

表 2.1 全台山難件數、受傷與死亡人數統計表 

  項目 

 

 年 

迷路與失蹤 墜崖與滑落 溺水 

件數 死亡 受傷 件數 死亡 受傷 件數 死亡 受傷

89 年 2 0 1 3 2 1 1 1 0 

90 年 4 4 0 3 3 0 2 2 0 

91 年 2 2 0 1 1 0 1 2 0 

92 年 12 3 0 4 3 1 2 2 1 

93 年 7 1 2 6 2 4 0 0 0 

94 年 1 1 0 6 1 6 0 0 0 

總計 28 11 3 23 12 12 6 7 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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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山難救助器器發展與現況 

「山難救助器」能在出發前使愛好登山與攝影的朋友們增添信心

與安心，藉由配帶救助器讓使用者多了一份保障。市面上已開發得山

難救助器僅用於山難發生後緊急求救及生理數據暫存來記錄使用者

的體能發展，雖然能做到第一時間罹難位置回報，卻無法得知罹難者

的身體狀況，因此本組利用結合 GPS、無線網路和基本生理數據測

量，在固定的時間點內即時回傳測得數據記錄該救助器的使用者之生

理狀況，若測得異常生理數據時將立即通報救難隊並給予該使用者之

生理數據及所在位置，不僅方便救難隊在第一時間的搜救，也能預防

因體力不支而罹難之可能性，進而增加受難者的獲救率。 

 

2.3 3G 行動通訊技術 

依照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對第三代通訊技術所訂下的定義，行電電話除了能語音通訊之外，還

提供數據資料傳輸功能，將傳輸速度降為最低為 384kbps，最高頻寬

為 2Mbps，利用行動電話進行影像、多媒體、檔案進行傳輸，3G 大

可分為三種，歐規（Wide 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WCDMA），韓國與美國用的是 CDMA2000，中國用的是（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SCDMA）。 

  台灣目前使用的 3G 標準是歐規 WCDMA 寬頻分碼多工，是利

用 3G 蜂巢式網路，再使用部分協定與 2G GSM 標準相同。歐洲電信

標準委員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

在 GSM 之後開始研究 3G 標準，其中幾種方案是基於直接序列展頻

分碼多工（Direct-sequence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而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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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研究也是使用寬頻分碼多工技術。之後以兩者主導進行融合，在

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研究

發 展 成 了 第 三 代 行 動 網 路 通 訊 系 統 （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UMTS），並且提報交給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國際電信聯盟接受了

WCDMA 作為 IMT-2000 3G 標準的一部分【4】。 

 

2.4 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技術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為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他可以包含地球表面絕大區域的精準位置及定位功能，所

以可滿足人們的需求。GPS 系統於 1970 年由美國政府研製並於 1994

年建成，使用者只需擁有 GPS 接收器即可，無須付費，當時 GPS 分

為民用及軍用，美國政府害怕敵國會利用民用頻道，所以在民用加入

選擇性誤差，使其最終精確度大概在 100 米左右，軍用在 10 米以下。

2000 年後，柯林頓取消這項政策，現在民用也可達到 10 米左右定位

精度。近年來國民對於旅遊品質要求增加，其中，旅遊的正確性、豐

富性為民眾選擇的要素，因此，如何能快速找到遊玩地點，亦成為高

速需求。全球定位系統可滿足位於全球任何地方或近地空間的軍事用

戶連續精確的確定三維位置、三維運動和時間的需要【5】。 

  目前 GPS 有 GPGGA（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

GPGLL（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eographic Position, Latitude / 

Longitude and time）、GPRTE（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Routes）等

非常多種的格式，每種表示方式都有它不同的使用之處，例如：GPRTE

較適用於路線的規劃，而本組則所使用的格式為全球定位系統修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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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GPGGA 的格式，這個格式裡面所得到的數據為時間、位置和固定

的 GPS 接收器相關的數據，而其如表 2.2 所示【6】。 

表 2.2 GPGGA 座標表示 

GPS 座標 

位置說明 

<1>,<2>,<3>,<4>,<5>,<6>,<7>,<8>,<9>,M, 

<10>,M,<11>,<12>*hh 

<1> UTC 時間，hhmmss（時分秒）格式   

<2> 
緯度 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 0

也將被傳輸）  

<3> 緯度半球 N（北半球）或 S（南半球）  

<4> 
經度 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 0

也將被傳輸）  

<5> 經度半球 E（東經）或 W（西經）  

<6> 
GPS 狀態：0=未定位，1=非差分定位，2=差

分定位，6=正在估算    

<7> 
正在使用解算位置的衛星數量（00~12）（前

面的 0 也將被傳輸  

<8> HDOP 水準精度因數（0.5~99.9）  

<9> 海拔高度（ -9999.9~99999.9）  

<10> 地球橢球面相對大地水準面的高度  

<11> 
差分時間（從最近一次接收到差分信號開始

的秒數，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將為空）   

<12> 
差分站 ID 號 0000~1023（前面的 0 也將被傳

輸，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將為空）  

資料來源：人人 IT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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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脈搏速率平均值 

每個人因個人體質、性別與年齡等因素，其脈搏亦將隨之有所差

異。由於性別與年齡為影響脈搏較主要之因素，故本組參考 XXXXX

文獻之分析結果並製作不同年齡性別與其對應之正常心跳範圍數值

如表 2.2 所示。此外就實務上而言，針對進行運動的人士其最大心跳

率之計算方式為 220-年齡。如果運動過於強烈，難以維持心跳，以偵

測到數值再乘以 0.75，0.75 是以最大心跳率 75%最為目標，再加以計

算，但近年來有學者提出較為精準的公式：最大心跳率=206.9-（0.67×

年齡）可視為精準的公式，做為採用。【8】。 

 

表 2.2 各年齡參考脈搏速率 

年齡 正常範圍（次/分鐘） 平均值 

青少年 

12 歲 

14 歲 

16 歲 

18 歲 

男性 

65～105 

60～100 

55～95 

50～90 

女性 

70～110 

65～105 

60～100 

55～95 

男性 

85 

80 

75 

70 

女性 

90 

85 

80 

75 

成年（18 歲以上） 60～100 72 

老年人（65 以上） 70～80（70～100）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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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體溫介紹 

  體溫是身體深部體腔的內部溫度，主要攝取食物在體內代謝而產

生，其次有肌肉運動、甲狀腺荷爾蒙作用以及副腎髓質荷爾蒙作用，

體溫有發熱溫度標準【9】。 

 

表 2.3 體溫標準 

      體溫 

發熱分度 
溫度 

低熱 37.5℃～38℃ 

中度熱 38℃～39℃ 

高熱 39℃以上 

超高熱 4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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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救難裝置比較 

     裝置 

功能 
本組裝置 Garmin Ferunner® 620 

GPS 定位功能 有 有 

生理測量 體溫和脈搏 
血氧量和脈搏 

（需外掛） 

監控平台 後端網站監控 個人智慧型手機記錄 

續航力 42 小時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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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與組成 

3.1 系統架構 

  本組以樹莓派結合 GPS、3G 無線網路、體溫感測器及心跳感測

Sensor 技術來做研究。系統包含了山難救助裝置及山難救助平台二部

分。本組開發之系統雛形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由於裝置包含了許多

測量及發送訊號的元件，為降低裝置的能量消耗以增加工作時間。 

 

圖 3.1 本組開發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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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山難救助器裝置硬體介紹 

3.2.1 樹莓派介紹 

  樹莓派（Raspberry Pi）是一款基於Linux大小約一張信用卡的開

發板，其硬體介紹如表3.1所示，這塊開發版是由英國的樹莓派基金

會所開發，目的是以低價硬體及自由軟體刺激在學校的基本的電腦科

學教育。外觀看起來小小的沒甚麼作用，但是他在廣泛的應用下，證

實了它可以媲美一台較初階的電腦，更包含了許多的IO接腳，如：AV

影像輸出、耳機孔、USB 2.0接孔兩個、網路接孔、相機連接埠（Camera 

Serial Interface, CSI）、高解析度多媒體介面（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HDMI）影像輸出、Micro USB、螢幕連接埠、SD卡槽及

26支通用型輸入輸出控制接腳（General Purpose I/O, GPIO），市面上

也有許多人將其使用於非常多不同的用途上，例如：Web伺服器、家

庭自動化、P2P（Person to Person）下載器、Web Cam服務器、天氣

預報站、家用多媒體中心、私人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服務

器系统、檢測網路流量等【11】。利用通用型輸入輸出（General Purpose 

I/O, GPIO）來控制本專題所需之溝通，樹梅派本身提供的GPIO port

有BCM GPIO及WiringPi Pin兩種傳輸介面，本專題是使用BCM GPIO

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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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樹莓派硬體介紹 

硬體型號 SoC Broadcom BCM2835 

CPU 700 MHz ARM1176JZF-S core 

GPU Broadcom VideoCore IV, OpenGL ES 2.0 

Memory 512 MB（SDRAM） 

Video outputs Composite RCA, HDMI 

Audio outputs 3.5 mm jack, HDMI 

Onboard storage SD, MMC, SDIO card slot 

Onboard network RJ45 jack 

表 3.2 開發板比較表 

     裝置 

 功能 
Arduino 副廠 Raspberry Pi 

價錢 400 台幣 35 美金 

效能 低 高 

支援作業系統 
只支援本身原有 

作業系統 
GNU/Linux、Android

支援程式語言 少 多 

可擴充功能 少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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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數位類比訊號轉換 

  本組在數位類比轉換（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上，選

用的是MCP3008，該元件為10位模擬數字轉換器，結合了高性能和低

功耗的小型封裝，非常適合嵌入式控制應用。該MCP3008採用連續漸

進暫存器（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SAR）架構和串列外設

介面（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Bus, SPI）進行接口，允許10位ADC

功能被添加到任何PIC®單片機。該MCP3008配備200K採樣/秒，8個

輸入通道，低功耗（消耗5nA典型待機，425μA典型活動），並提供16

引腳PDIP和SOIC封裝。應用的MCP3008包括數據採集、儀器儀表與

測量、多通道數據記錄儀、工業電腦、電機控制、機器人、工業自動

化、智能傳感器、便攜式儀表和家用醫療器械等【12】。 

 

3.2.3 心跳脈搏感測器 

  脈搏感測測量方式利用紅外線接收電晶體、紅外線LED

（940nm），藉由紅外線接收電晶體去偵測因為每一次心跳造成在微

血管裡血液的流動所引起的細微之遠紅外線的變化。以每次量測到的

脈搏與上一次脈搏的時間間隔，換算成每分鐘脈搏數。【13】 

 

3.2.4 體溫感測器 

  DSl8B20溫度感測器，如圖3.2所示，本身提供9位（二進制）溫

度讀數。信號經過DQ訊號接腳作輸入輸出的動作，因此從主機到

DS18B20僅需一條線（和GND地線）。DS18B20的電源可以由信號接

腳本身提供而不需要外部電源，VDD電源接腳為可選擇的+5V電源。

因為每一個DS18B20在出場時已經給定了唯一的序號，因此任意多個



18 

 

DS18B20可以存放在同一條訊號接腳上。這允許在許多不同的地方放

置溫度感測器。DS18B20的測量範圍從-55℃到+125℃，誤差值為0.5

℃，可在1秒內把溫度變換成數字【14】。利用樹梅派載入模組

（modprobe）來讀取暫存在溫度感測器的數字。 

 

 

圖 3.2 DS18B20 溫度感測器接腳標示圖 

 

3.2.5 VK16U6 ublox 晶片介紹 

  VK16U ublox 晶片採用 25×25×4mm 高靈敏度 GPS 天線，傳輸介

面為 UART/TTL232，內建 RTC 晶體及皮法電容更快的熱啟動，內置

EEPROM 可自由配置參數，輸出為 NMEA 0183 V3.0 協議數據，本專

題使用其中的 GGA 資料格式【15】。 

表 3.3 GPS 模組比較表 

    GPS 模組 

 功能 
VK16U6 ublox 內嵌式 M-91 GPS 

價錢 低 高 

消耗功率 低 低 

體積 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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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山難救助平台軟體工具介紹 

3.3.1 資料庫系統概述 

  資料庫系統內涵元素有資料表、欄位、紀錄各類屬性等等，本小

節將針對市面上較常用的資料庫系統軟體重點性介紹，並將與各軟體

作比較，作為本組使用之軟體。市面上許多常用的資料庫管理系統有

MySQL、Microsoft SQL Sever、Oracle，我們將這幾款軟體的特點做

比較如表 3.3 所示，而我們選用 MySQL 的原因是因為 MySQL 是最

常用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RDBMS），原開發者瑞典的 MySQL 

AB 公司，在 2008 年被昇陽微系統收購，隔年又被甲骨文公司收購生

楊維系統公司，成為 Oracle 旗下產品，MySQL 由於成本低、高效能，

且可靠性高，成為最流行的資料庫，隨著 MySQL 不斷成熟改良，逐

漸用於更大規模網站應用。MySQL 的特色為易於安裝使用、跨平台、

穩定性佳且能夠節約成本，因此許多知名網站皆是使用 MySQL，例

如：維基百科、Google、Facebook、Youtube、Twitter、Flickr 等【16】。 

 

表 3.3 資料庫系統比較表 

   資料庫

功能 
MySQL SQL Server Oracle 

價格 低 高 高 

平台整合度 可跨平台 Windows 平台 可跨平台 

效能 普通 中等 高速 

操作介面 容易 普通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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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大致分為網頁登入、使用者資料、租借歷史紀錄、現在使

用裝置和裝置歷史紀錄。web_login 資料庫為網頁登入時儲存登入使

用者的 username 及 password。在 now_driver 儲存著所有裝置目前的

資訊，包含裝置序號、脈搏、體溫、GPS、海拔高度及時間。history

儲存資料序號、裝置序號及該裝置的每筆記錄。user 儲存租借人的身

分證字號、姓名、性別、年齡、電話、緊急連絡人姓名、緊急聯絡人

電話及備註。rc_list 儲存資料序號、身分證字號、裝置序號、租借時

間、歸還時間及備註。 

利用 user 資料表中的使用者身分證（user.ID）作為 Primary Key，

確認租借人不重複。now_driver 的裝置序號作（now_driver.Drive_ID）

為 Primary key，確認該裝置存在。再以兩者關聯到 rc_list 進行租借

資料，並以資料序號（rc_list.R_ls）作為 Primary Key，確認每筆資料

的記錄。history 則以資料序號（history.list）確認每筆歷史紀錄。 

 

圖 3.2 資料庫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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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網頁設計語法 

網頁設計有分靜態網頁設計和動態網頁設計兩種，而靜態網頁設

計的優勢為搜尋引擎所接受，而動態網頁設計指的是可以與網頁作互

動編譯的網頁，並非是指動畫網頁，其內容隨著用戶的輸入和互動而

有所不同，市面上有很多動態語法，常用動態語法有ASP（Active 

Server Pages）、JSP（Java Server Pages）和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

等編譯方式，【17】。我們採用PHP是因為PHP學習起來十分容易，程

式碼也非常的簡潔，速度更是無話可說。如果有的程式語言基礎，就

能自短時間內，對PHP有相當的認識，並且可以自己寫出簡單的網頁

【18】 

 

表 3.4 動態網頁語法 

語法 

功能 
ASP JSP PHP 

特點 

使用VB Scrip簡

單易懂的腳本語

言，容易編寫 

使 用 強 大 的

JAVA 跨平台和

通用性，使開發

人員不必重改代

碼 

良好的安全性及

與資料庫完善的

溝通能力，較能

發揮資料庫最大

效能 

可使用平台 
只能使用微軟平

台 
可跨平台 可跨平台 

 



22 

 

第四章 實作結果 

4.1 前言 

 本次專題實做了硬體與網站，硬體樹梅派接上心跳脈搏感測器、

溫度感測器及 GPS，利用 GPIO 讀取數值，再透過網路直接寫入

MySQL，再利用 php 撈取資料，呈現給登山管理員進行觀察與追蹤。 

 

4.2  使用者租借流程 

  如圖 4.1 所示，本裝置從開始運作的當下，就不斷地做脈搏及體

溫的測量，並在回傳資料時，連同 GPS 讀取到的數值一併傳回資料

庫做儲存，若沒有關機，裝置將持續進行原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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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租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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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裝置配戴示意圖 

  由於登山客在進行登山時，都希望以輕便不影響行動為主，所以

考量到登大小岳的裝備差別，從輕便裝到重裝都可適用此裝置，設計

為一個具備皮帶及霹靂包掛勾的腰帶，體溫則直接由腹部表皮做測

量，而心跳脈搏則由一條可伸縮的線做連接至手臂，搭配鬆緊帶做配

戴，以防脫落時造成的心跳脈搏異常。 

 

 

圖 4.2 裝置佩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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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裝置實際運作圖 

  本裝置基於原型機，及測試方便的部分，使用了較多的單心線去

作延長的連接，其中 GPS 的訊號有無，可由上面顯示的燈號去做立

即的判斷，如圖 4.3 燈號顯示長亮紅燈為無接收訊號，但如為圖 4.4

所示閃爍綠燈即為正在接收訊號的表示。 

 

圖 4.3 裝置實際運作圖 

 

圖 4.4 裝置實際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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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裝置電路圖 

 

4.5 網站架構 

本次專題利用 MySQL 作為資料庫，儲存租借使用者的資料以及

記錄脈搏、體溫、GPS 等數值。再藉由 php 呈現觀察者所需的資料。

網站有基本的登入驗證，新增、修改、刪除會員資料，察看現在裝置

狀況及查詢過往紀錄。 

 

4.6 登山入口管理者端操作介面 

  如圖4.6及圖4.7管理者進入登入畫面，登入成功將直接到登入首

頁，登入失敗將會在帳號密碼欄位上做顯示，已告知其帳號或密碼輸

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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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管理者登入流程圖 

 

 

 

 
圖 4.7 管理者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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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登入錯誤畫面 

 

4.7 山難救助平台首頁 

  如圖4.9所示觀察者可以透過此畫面觀察裝置使用者，觀察使用

者心跳、體溫和脈搏是否皆正常，如果發現異常則會迅速通知使用

者，如使用者通知無回應，將會進行搜救的工作。而也可從此頁面做

新增使用者的動作。 

 

圖 4.9 裝置觀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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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新增使用者 

  如圖 4.10 所示使用者如要租借裝置，必須先要建立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的內容包含使用者的身分證、姓名、電話、緊急聯絡人姓名

及電話和附註，方便記錄使用者預計下山時間及行程，以及是否有特

殊病史如圖 4.11 所示，詳細扼要的資料可確保使用者的安全與保障。 

 

圖 4.10 新增使用者流程圖 

 

圖 4.11 新增使用者介面 



30 

 

4.9 使用者資料的修改 

  由登山客資料詳情的介面還可做修改及刪除的動作如圖4.12所

示，以利於管理者在資料詳情的部分能更清楚的控管資料。修改資料

如圖4.13所示，可能因使用者有換電話或更換緊急聯絡人資料，就可

以做及時的修改。刪除資料如圖4.14所示，當使用者有特殊要求，我

們也可整筆刪除其資料。 

 

圖 4.12 修改使用者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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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登山客資料詳情 

 

 
圖 4.14 修改資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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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刪除使用者資料流程圖 

 

 

圖 4.16 刪除資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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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裝置租借 

  如圖4.17所示當使用者欲領取配戴裝置時，需由使用者ID做頁面

的超連結如圖4.18所示，在新頁面上則可新增裝置租借紀錄，避免裝

置遺失或是使用者資料錯誤。 

 

租借裝置

裝置資料是否回傳

選取並確認裝置序號

完成裝置租借

將使用者資料與裝置做連結

是

否

 

圖 4.17 租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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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裝置退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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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 研究結論 

本系統整合了山難救助裝置與山難救助平台，山難救助裝置藉由

網路進行資料傳輸，搭配GPS定位及生理訊號感測，可隨時知道登山

者的生理狀況及所在位置，並於生理狀況異常時可由平台上觀測登山

客異常訊息。 

山難救助裝置方面，可藉由心跳、體溫簡單的量測登山客基本生

理資訊，當山難發生時可藉由GPS定位快速的登山搜救。 

山難救助平台方面，使用LAMP（Linux、Apacheserver、MySQL、PHP）

解決方案，使用MySQL儲存紀錄登山客資料並由PHP網頁方式呈現。 

山難救助平台可記錄登山客過往的生理資訊，也可調閱過往紀錄，以

利搜救隊預測需要的救援。 

 

5.2 貢獻及未來展望 

目前市面上的運動紀錄器如：Nike+Fuelband SE、Jawbone UP 都

是非即時性的，只能在日後做查詢，而本專題可即時性的偵測與回報

該使用者生理狀況。 

本裝置也不只用在登山搜救，也可用在遠距居家照護及老人小孩

走失協尋。未來無線網路更加發達，訊號可以傳遞更遠讓深山使用者

能使用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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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分配如下表： 

事件 負責人員 

專題題目訂定 黃之顥、羅祥倫 

資料文獻蒐集與整理 黃之顥、張庭維 

網頁製作 羅祥倫、黃胤穎 

資料庫規劃 羅祥倫、黃胤穎 

伺服器架設 羅祥倫 

裝置硬體組裝與測試 羅祥倫、涂宇璿 

裝置軟體規劃與修改 羅祥倫、黃胤穎、涂宇璿 

企劃書與簡報撰寫 黃之顥、張庭維 

邀卡與海報製作 黃之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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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甘特圖： 

年月 
 

工作項目 

102 年 103 年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專題題目訂定 
            

            

            

探討專題內容 
            

            

            

資料蒐集 
            

            

            

網頁製作 
            

            

            

相關研究探討 
            

            

            

資料庫規劃設計 
            

            

            

硬體設計製作 
            

            

            

資料分析與探討 
            

            

            

程式撰寫 
            

            

            

裝置硬體組裝測試 
            

            

            

裝置軟體規劃修改 
            

            

            

問題偵測與修正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