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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產業發達，醫療技術在各方面都達到相當高的

水準，但高齡化及少子化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改善。考慮未

來社會面臨照護人員缺乏之情況，若能使用資訊網路技術協

助高齡者進行自我保健及生理參數的整合，便可使高齡者了

解自身的生理狀況，以降低家屬的負擔，同時降低照護人力

的需求。  

   由於高齡者普遍缺乏資訊設備的使用能力，故傳統高齡

者對於生理資訊的紀錄一般還是使用紙筆，然而紙本紀錄保

存統整不易，且容易發生錯誤，使得生理資訊的紀錄無法完

整長久。近年來出現了許多遠距照護的設備，嘗詴使用資訊

技術協助高齡者進行生理照護，然而這些方案普遍存在著需

網路連線及操作不易、價格高昂等缺點。因此，本專題嘗詴

透過無線感測網路技術結合紀錄功能，並以大眾為考慮起點

之低價位理念，協助高齡與疾病患者完整的進行生理資訊紀

錄，以達遠距照護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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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專 題 透 過 ZigBee 無 線 傳 輸 結 合 無線射頻辨識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術，從高齡者的觀點下手，以

友善的介面及自動化的紀錄流程詴圖改善一般傳統量測紀

錄的不完整性、難以統整及不易保存的問題，同時透過RFID

技術提高資料的可攜性，並可將資料更新至PC端，透過本裝

置之協助，高齡者或病患於未來，僅需攜帶一張RFID卡，即

可將自身之生理資訊紀錄隨身攜帶，並於就診時提供醫護人

員參考。  

 

關鍵詞 :ZigBee、RFID、Mifare、遠距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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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醫療的技術不斷進步，人口高齡化的問題屢次被提出

討論，所謂的高齡化，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定義，就是年齡超過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佔該國總人口數達 7%以上時，稱為「高齡化社會 (Ageing 

society)」，達到 14%時稱為「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倘

若當時的老年人口比例達到 20%時，則稱為「超高齡化社會

(Super-aged society )」，我國目前已屬於「高齡化社會」的階

段，對照現今人口老化的情況，依照經建會的推估，將會在民

國106年步入「高齡社會」[1]，而與老年人有關聯之慢性疾病，

將會是首當其衝的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另一項的報告指出，

在未來十年，全球將有三億八千八百萬人死於慢性疾病，其中約八千

萬病人將發生在同文化、同種族的大中華地區，僅心臟病、中風、糖

尿病等疾病，即帶給這地區至少五千五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光是這

些地區所消耗的醫療資源就相當的可怕[2]。近年來慢性疾病因為社會

高度工業化，伴隨著大環境結構的改變，國人生活方式被迫影響，慢

性疾病不再只是老年人的專利，更逐漸成為大眾的通病。面對國人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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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發展現況這方面，衛生署在民國101年公布100年台灣人口主要

的十大死因 [3]，其中指出有7%的國人死於糖尿病、10.9%死於

心血管疾病，相較於99年公布的數據，死亡人數 (圖1.1)有逐漸

上升的趨勢，由於國人的飲食習慣不良，導致肥胖人口比例上

升，膽固醇就是造成疾病的元兇之一，從病發的人口來統計，

患者的年齡層明顯開始下降，這代表我們該注重的不只是老年

人的健康保健，年輕族群的預防工作也要一同進行。  

一般步入中年後的老人，身體機能及行為思考能力皆大幅度下降，

心血管疾病、慢性疾病、肢體障礙發生的機率相對上升。老年人礙於

行動上的不便，穿梭在車水馬龍的路上將增添許多危險性，想要獨自

往返醫療院所做健康檢查也是相當困難的事情，日常生活中又缺少定

期人員照護之情況下，若是疾病突發，且無法緊急通知醫療院所，不

僅有立即的生命危險，可能因此就錯過了急救的最佳時機。有鑑於此

老年人口得更注重慢性疾病的預防及控管，居家自我量測的紀錄則變

得相當重要，每日生理控管不僅可減少醫療人力上的不足，更能增加

醫療判斷時的數據，為後續的治療帶來不少幫助，日常生活的不良習

慣也可因此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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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99 年及 100 年主要死因死亡人數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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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針對人口高齡化趨於嚴重，以及價值觀改變、社會環境變

遷及經濟壓力過大種種原因，導致國人的生育率大幅下降，造

成新生兒的人口數過低，也就是「少子化」的問題一併發生。

少子化意味未來人口的減少；許多社會的運作都得依賴人方推動，人

口的減少將使各行業在營運上面臨淘汰或轉型。而老年人口在未來

將會面臨照護人員不足之情況，居家生活中的安全則有相當大

的疑慮，對於老年人本身的健康狀況更是一大堪憂。因此希望

透過生理參數的相關量測數據，讓老年人知道自己的生理狀況，進

而改善不良的生活作息，藉由生理參數的數據可以反映出一個

人的身體是否正常，因此血壓、血糖、溫度等等的量測紀錄，

都是相當重要的依據以供診療醫師的判斷，並做後續的追蹤治

療，改善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  

1.3 研究目的 

一般傳統的生理量測器材，在於生理訊號上的儲存往往僅

止於紙張紀錄，甚至於只是顯示於介面上，並沒有一套完整的

紀錄功能，這對於老年人及一般使用者在使用上會造成些許問

題。通常老年人一般的紀錄方式是習慣於紙本作記錄，但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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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機能的退化，在抄寫數據上發生錯誤則在所難免，而紙本

在保存上也是相當不易。為了減少類似的情形發生，於是本組

決定研究一套小型的無線傳輸量測器，將量測器結合無線傳輸  

，把量測出的訊息傳送到使用者介面，並結合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術可將資料儲存於PC端也可讀取量測出

的數據；外型上除去不必要的線路提供一個簡便型的工具，系

統整體上採取低耗材的方式，這樣一來硬體層面可節省不必要

的浪費降低成本開銷，介面可讓使用者容易上手及理解。現今

的網際網路隨著國人各種需求，在資料的連結及通訊上都有顯

著的成長，並應用於各個層面，而RFID的使用也趨於大眾化，

在各方面都有實質的應用，因此希望整合無線傳輸的高穩定傳

輸方式及RFID的多功能實用性，讓量測工具與儲存更為可靠，

並加入生理數值異常警示以增加技術上無法達到的完整，進而改善眾

多老年人口與疾病患者使用上會遇到的問題，並提供一個完整的紀錄，

給醫生一個參考的依據。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藉由自我的檢測，將

從中得到的數據拿來參考並去改善，養成自我生理管理的習慣，

去減少突發的症狀，以降低國人死亡率的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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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研究希望能達到的功能如下 : 

一 . 當受照護者量測生理訊號時可透過ZigBee將資料無線傳

輸到裝置並顯示於裝置之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二 . 將顯示的數據儲存於RFID卡，並將卡片數據更新到PC端裡。 

三 . 紀錄儲存於RFID卡可將資料隨身攜帶以提高攜帶性。  

四 . 就診時可藉由讀取RFID卡來迅速提供生理參數的紀錄。  

五 . 能透過查詢功能找出先前量測後儲存的紀錄。  

近年來醫療院所的規模越來越大，相關的醫療資訊也趨於完整，

但往往缺少的是病人本身相關之資訊，因此本系統提供了使用者的每

日生理數據信息，加強病人方面的資料，這對於診療醫生的判斷具有

一定的幫助，病人方面則可藉由搜尋紀錄來了解自我生理狀況，在生

活中予以適當的改善，降低病情突發的產生。系統上的規劃則是希望

透過完整且正確的傳輸與紀錄，加強病人在與醫方對談中提供詳細的

資訊，達到醫療體制上的完整運作，以求國人生命上的安全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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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如下可見圖 1.2，其過程敘述如下 : 

一 . 探討研究方向 :對於時代不停的進步，人們的健康狀況卻沒

有向前邁進，醫療的發達卻無法改善人口死亡率的攀升。

於此針對這項問題去改善停滯不前的現況。  

二 . 確立研究目標 :藉由醫療院所及量測者的問題，能發現之中

有許多能借鏡的資訊可供參考，於是乎確立了生理量測器

的研究，希望以此能改善問題的發生。  

三 . 蒐集相關資料 :針對生理訊號我們收集相關的數據予以參

考，並改善傳輸與紀錄保存這方面的加強。  

四 . 研究動機及目的 :希望透過本研究改善高齡者在數據上能

容易保存且紀錄是完整無誤，也能每日檢測自己的生理狀

況，達到身體生理上的一個帄衡。  

五 . 相關研究探討 :利用本研究的進行，去探討相關的文獻資訊  

，改善本研究的一些缺點，進而補充缺少的部分，更加強

此研究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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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系統分析與架構:系統架構方面結合ZigBee及RFID的運用，配合這

兩點的功能，並分析系統上的流暢及使用者操作時的便利性，以建

構我們的系統。 

七 . 系統設計與開發 :經過審慎的分析後，統整相關資訊，開始

設計可行的系統功能，並加強功能上的實用度及操作性能，

在予以開發。  

八 . 系統功能測詴 :將針對開發出的系統進行功能及使用上的

測詴，利用親身操作的方式，去檢測系統的架構關係，提

高系統的相容性，排除不安定因素，在予以修正改善運作

上的問題。  

九 . 測詴結果是否無誤 :當結果出現錯誤，再採取系統功能修改  

，若確認無誤則進行下一步驟。  

十 . 結論與建議 :經由各項要點的結合，比較前後的優劣，取出

相容的結論，並可發展研究更多可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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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系統功
能測詴

結論與
建議

 

圖 1.2 研究流程圖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技術介紹 

我們在本章文獻探討中，將主要探討的方向分為兩個主軸，這兩

個主軸分別是 ZigBee 以及 RFID，這兩個主軸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專題

中，最基本以及最需要具備的知識之一，在現在這個科技日漸進步的

社會中，這兩項技術其實已經充斥在我們的生活裡，以後或許還會應

用在更多提升人們生活品質的輔助工具上，可能還有些想像不到的創

意或發明，大家有了大致上的方向，剩下的就是該怎麼去實行了。 

2.2 ZigBee 應用 

ZigBee 是由 Honeywell 等公司所組成的 ZigBee Alliance[4]所制定

的，他們從 1998 年開始發展，然後在 2001 年的時候向電機電子工程

師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提案納

入 IEEE 802.15.4 的標準規範中，他們分別制訂硬體與軟體標準，ZigBee

是基於 IEEE 802.15.4 協定中的無線個人區域網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s) 標準，在 IEEE 802.15.4 協定中只定義了物理層以及媒

體接入控制層，但是 ZigBee 還定義了更高層的網路層及應用層等等[5] 

。它主要是應用在一些低功率傳輸技術的領域上，ZigBee 它相較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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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無線通信技術之下，它擁有著許多的優點： 

低功耗、價格低廉、靈活，可靠並具備自愈功能、支持大量節點、

配置快速便捷、使用安全、可以全球使用、產品相互相容、生產商互

相獨立。 

目前 ZigBee 已經被廣泛的應用在家庭自動化、家庭安全、工業與

環境控制與個人醫療照護，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領域中：如設備管理、

燈光控制、自動抄表、無線煙霧及一氧化碳探測器、空調及通風設備

控制、家居控制，如防侵入感測器、玻璃破碎探測器，噪音探測器等、

環境控制、醫療監測、遠居家居控制、工業與樓孙自動化。 

從以上的報告看出 ZigBee 的應用層面真的是非常的廣泛，我們現

在就以跟本專題相關的醫療監測作介紹，在健康照護這塊領域中，

國外大多將 ZigBee 應用在作監測這方面，並且分為三大用途：  

一、慢性病監測 (Chronic Disease Monitoring) 

慢性病它的種類非常多，包括糖尿病、心臟病、氣喘、睡眠

障礙等，這些慢性病都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監測，尤其是在這些

疾病的末期的時候更是特別重要。慢性病的監測依據慢性病階段

的不同，又可以分成三種監測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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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偶發性病人監測  

這個監測的類型適用於一些並非處於發病期的病人，ZigBee

可以定期追蹤病人的特定指標，就可以掌控病人的病況以及復原

的情況。例如：糖尿病的病人他們一天只需要量測數次的血糖值，

這些血糖值是不需要直接上傳到遠端的伺服器，所以它能夠先把

血糖值先暫存在病人身上的監測裝置裡，之後再透過 ZigBee 傳

輸資料。  

（二）、連續性病人監測  

 此監測的類型適用於一些需要持續監測的重症病患，ZigBee

也可以持續性的傳輸病人的生理資訊。例如有心律不整的病人，

以及一些突發性症狀，昏厥、疲勞、頭暈的情況，這些症狀都非

常的短暫，就算到醫院檢查，也很難立刻的探測出問題，這個時

候就可以讓病人穿戴可以監測 (Electrocardiogram,  ECG)值的裝置  

，做長時間持續性的監測，一直到偵測出問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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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人警示監測  

這個監測類型適用於一些特殊情況（像是身上某些生理指標

超過正常的範圍），病人所穿戴的監測裝置能夠透過 ZigBee 來

觸發警示。例如：糖尿病的病人，在他的血糖值超過正常標準的

時候，就會馬上傳送警示訊號給病人與醫生。  

 

圖 2.1 身體各部位監測器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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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健康監測(Personal Wellness Monitoring) 

這個類型的監測可用來監測老人們的日常活動與安全狀況。

以圖 2.2 顯示出在老人安養中心的情境中，有許多裝置都能夠透

過 ZigBee 傳輸老人的健康狀況和即時資訊，包括血壓計、體重

計、手機、煙霧訊號偵測、定位手環、緊急按鈕、跌倒偵測器等。

當老人的生理訊號出現異常情況時（例如：血糖值過高），護理

人員的手機就會立即收到文字簡訊，掌握老人的健康狀況。  

 

圖 2.2 老人安養中心個人健康監測示意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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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境中的監測，不會專以監測老人的健康狀況為主，

因此配戴在老人身上的監測裝置必頇要能分辨老人們不同情況

的資訊蒐集（例如：老人配戴的手錶，除了可以定時測量血糖外，

也要在老人跌倒的時後能夠立刻的偵測到），而且也可以幫助個

人健康日誌(Journaling)紀錄的功能，讓老人可以評估以及了解自

己的病況。   

三、個人健身監測(Personal Fitness Monitoring) 

現在的人們普遍對於健康都相當的重視，所以ZigBee也進

入了個人健身的市場，它並不是只能應用在病人的監測上，例

如：民眾在使用跑步機的時候，身上所穿戴的監測裝置能夠馬

上記錄使用的心跳血壓等資訊，而且能夠立刻或者是稍後透過

ZigBee再傳輸到遠端的伺服器上。監測裝置也能夠達到警示的

功能，例如：使用者的心跳過快的時候，監測裝置會馬上將訊

息傳到遠端的伺服器上，在由伺服器發命令讓跑步機的速度變

慢，就能夠降低使用者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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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ZigBee 與其他網路協定的比較 

    此下表列出了各種的網路協定以及它所應用的領域和資源要求，

以下這三種協定都是在未來具有發展性的網路協定，不過他們也各自

有不同的發展限制存在，三者之間彼此互相競爭也彼此互補，未來還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我們要比較各種低功耗的協定時，應該注重的

是各種協定他們有別於其他協定的特性，所以我們使用了表 2-1 來提供

比較的參考。 

表 2-1 網路協定要求表  

Market Name 

Standard 

ZigBee 

802.15.4 

Wi-Fi 

802.11b 

Bluetooth 

802.15.1 

Application Focus 
Monitoring & 

Control 

Web , 

Email , 

Video 

Cable Replacement 

System Resources 32KB – 64KB+ 1MB+ 250KB+ 

Battary  

Lite(days) 

100 – 1,000+ .5 - 5 1 - 7 

Network Size Unlimited 32 7 

Bandwidth(KB/s) 20 - 250 11,000 720 

Transmission 

Range(meters) 
1 – 100+ 1 - 100 1 - 10+ 

Success 

Metrics 

Reliability , 

power , cost 

Speed , 

Flexibility 
Cost ,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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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RFID 的介紹 

 RFID 這個技術最早是在 1948 年 10 月 Harry Stockman 在無線電

工 程 師 協 會 (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 IRE) 中 ， 所 發 表

的”Communication by Means of Reflected Power ”[6]裡面有提到。之後

到了 1950 年，由 F. L. Vernon’s 所發表的”Application of the microwave 

homodyne ”[7]和 D. B. Harris 所另外發表的”Radio transmission systems 

with modulatable passive responder ”[8]文章後，RFID 這項技術才算正式

發展。在之後開始有比較正式的應用，Mano W Cardullo 在 1973 年 1

月 23 日，以可重複寫入的主動式無線射頻辨識標籤（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ag,  RFID Tag）獲得了第一個美國專利之後，在同一年

Charles Walton 以 RFID Reader 配合被動式 RFID 標籤開啟門鎖，而獲

得了另外一個專利。 

 RFID 標籤這項技術有著遠距讀取，高儲存量等等的特性，因此在

自動化管理這方面的應用，有著越來越普遍的趨勢。現在物流業以及

零售業也都希望能夠經由這項技術的投入，能夠提高整體的工作以及

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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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電子化商品編碼聯盟對 RFID 有做過以下的定義: RFID 是利

用無線電波來傳送識別資料的系統。RFID 系統的組成主要分為四個部

份，分別是無線電射頻辨識標籤（RFID Tag）、讀取器（Reader）、

天線，以及後台系統（Middlewave）。 

 RFID 運作原理其實很容易理解，見圖 2.3 一開始天線（Antenna）

會先發出指定頻道的電波，當範圍內有標籤（Tag）經過時，天線所發

出的電波會啟動標籤，讀取存於標籤內的資料；天線會接收這些資料，

並於讀取器（Reader）分析，最後將資料傳回電腦，便完成整個過程。

[9] 

 

圖 2.3 RFID 運作原理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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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以 RFID 裡的 RFID 標籤、讀取器、天線三個部份加以介紹。 

一、RFID 標籤（RFID Tag） 

    RFID Tag 分為兩類，分別是主動式電子標籤（Active Tag）以及被

動式電子標籤（Passive Tag），Active Tag 它除了有晶片跟天線之外還

有一顆電池，也有比較大的記憶體能夠儲存比較多的資料，讀取接收

的距離也比較遠，Passive Tag 則有著價格較為便宜跟體積較小的優點，

以下是這兩類的比較表。 

表 2-2 電子標籤比較表(資料來源:江美英，2006) 

 
主動式電子標籤 被動式電子標籤 

讀取距離 較遠 較近 

電源裝置 內建電池 無內建電池 

單位價格 較高 較低 

使用年限 七到十年 使用年限較長 

環境狀況 環境敏感度高 環境敏感度低 

設備裝置 較大 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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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標籤可以因應各種用途，設計成各種不同的尺寸或者是形狀 

，依照使用特性可以分為唯讀型跟讀寫型，以下是兩種特性的比較表。 

表 2-3 RFID 標籤特性比較表(資料來源:江美英，2006) 

 
RFID 標籤 

唯讀型 讀寫型 

安全性 較高 較低 

記憶體 較少 較多 

時點 任何時點都能讀取 

重複性 無法重複寫入 可 

 

圖 2.4 主動式電子標籤(Active Tag)圖 [10] 

 

圖 2.5 被動式電子標籤(Passive Tag)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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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取器及天線 

Reader 本身有兩組裝置，分別為控制傳輸模組（Controller）跟無

線電頻率模組(Antenna)，無線電頻率模組負責讀取，控制傳輸模組則

是負責傳輸。Reader 在不同的操作使用上應具有彈性，依照使用的場

合來分類可以分為三種，固定位置型、攜帶型、可程式化之攜帶型。 

 天線通常都會具有分離無線雜訊及干擾的功能，還有其他像是配

餵檢核反覆讀取結果之比較，天線內部只能放置體積微小卻重要的電

路，因此天線的體積是非常小的，因此它所能設置的位置相當的自由，

只要做好將控制器部份與電氣雜訊隔離的保護措施即可。 

 

圖 2.6 RFID Reader 天線圖 [11] 

 

圖 2.7 RFID Tag 天線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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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組成與開發環境 

3.1 系統建置工具 

本系統以C++語言為基礎，由 Jennic Code Blocks軟體來編

譯連結。資料庫系統方面則是使用Visual Basic 2008、SQL Server 

2005。表3-1為我們系統開發所使用之工具。  

表 3-1 使用設備表  

開發工具  Jennic Code Blocks IDE 2.6.3 

燒錄軟體  Jennic Flash Programmer 

資料除錯介面  超級終端機  

程式設計開發  Visual Basic 2008 

資料庫  SQL Server 2005 

一、 Jennic Code Blocks 

Jennic Code Blocks是由 Jennic將Code Blocks軟體[13]客制化

所提供的一個使用工具。CodeBlock是一個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

物件工具集，由於本身是由(Windows and X widgets,  wxWidgets)工具

寫成，其函式庫可用於建立基本的圖形使用者介面。而函式庫所開發

的軟體只需要對原始碼這點做部分更改，就能在各種不同的作業帄台



 

23 

 

上編譯並執行。因此具備了跨多種帄台（Windows、Mac OS X、Linux）

的能力。 

Code Blocks也支援多款編譯器，如GCC、Microsoft的Visual C++、

Intel C/C++等。除此之外，CodeBlocks還支援匯入Dev-C++與Visual C++

專案的能力；同樣一個專案，你不必使用Visual C++的IDE在特地創建

一個，只要切換編譯器就可以了。 

Code Blocks 具有完善的功能，Debugger、Pre-build steps、自動完

成等功能該有的都具有，例如在#include 按右鍵選擇開起該檔案就可以

直接開起那個表頭檔，名稱按右鍵也可以找到定義或實體。不僅如此

它的語法高亮度編輯器也相當實用，且具良好的擴充性；它支援外掛

程式的功能，如果你不滿意某些功能或想要加強，可以上網找外掛程

式甚至自己寫一個適合的程式，而專案的樣版也一樣可以自行修改、

新增或上網下載。[14] 

二、 Jennic Flash Programmer 

此軟體是 Jennic公司對應於 JN51xx自行研發的軟體，其主

要功能是將Code Blocks編譯好的代碼燒進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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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級終端機  

超級終端機是一個圖形介面的 Telnet 軟體，在傳輸過程中，傳輸

的狀態會顯示在超級終端機視窗中。藉由數據機、數據機電纜線或乙

太網路連線，可以利用此軟體連接到其他電腦、佈告欄系統、Telnet

網站、線上服務以及大型主機電腦。儘管使用具有佈告欄系統的超級

終端機，存取遠端電腦上資訊的可用性仍不如全球資訊網，但是在設

定數據機及測詴數據機或檢查與其他網站的連線，利用超級終端機則

是個相當有用的方法。[15] 

超級終端機會記錄電腦或連接另一端所傳送與接收的訊息。因此

在設定或使用數據機時，可以做為一個有效排解疑難問題的工具。若

要確定數據機連線是否正確，或是要檢視數據機設定，則可以透過超

級終端機來傳送指令及檢查結果。超級終端機的捲動功能可讓您查看

收到但已經捲動出螢幕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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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Visual Basic 2008 

 (一)、物件和事件基本觀念 

     Visual Basic 是一種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開發軟體。所謂的「物件

導向」就是把現實中的現象，利用更自然的形式把它從電腦中反映出

來。一個物件有屬於自己的屬性和方法，任何物件與物件之間則是靠

著方法來傳遞物件的訊息。[16]以下為之相關名詞介紹: 

 物件(Object) 

VB 中物件是由程式碼和資料組合，物件可被視為一個完整單元。

物件可以是應用程式之一部分，如一個表單或控制項，而整個應用

程式也是一個物件。 

 屬性(Property) 

每個物件都有其特性，利用其特性來描述此物件的外觀，如表單大

小、標題文字等，於此稱之特性為「屬性」。 

 事件(Event) 

在 VB 中在某個物件上移動、拖曳或點擊滑鼠都會產生反應，將此

反應稱為「事件」。當 VB 收到某物件的事件時，其處理方式則是

去執行該物件相對應的程式碼，稱為「事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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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QL Server 2005 

 (一)、SQL Server 基本觀念 

SQL Server 為一種主從式資料庫伺服器，它並沒有像 Access 提

供使用者操作介面元件以便開發用戶端程式。伺服器本身並不需要著

重在使用者介面這正是主從式架構的特點；而透過伺服器所支援的各

項存取方式，使用者能經由 Access 存取，或是以多種不同的開發工具

如 Visual Basic、C++、Delphi、ASP 來開發用戶端應用程式，再與後

端資料庫 SQL Server 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應用系統。[17] 

(二)、結構化查詢語言 SQL 

    SQL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中文譯為結構化查詢語言，它目

前是關聯式資料庫系統使用最普遍的查詢語言，換句話說就是大部分

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都支援 SQL，所以使用者能方便利用 SQL 語

法直接對關聯式資料庫進行存取與管理間的操作。 

(三)、資料庫的正規劃分析 

正規化的目的： 

讓資料庫中重複的欄位資料減到最低化，能快速的尋找到資料，以

提升關聯性資料庫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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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化前： 

 資料表必頇先設定好 Primary Key。 

 確定資料表中所有欄位的值是不可分割的。 

正規化規則： 

 第一階段正規化 

除去相同類型的欄位，同類型的欄位不能重複。  

 第二階段正規化 

除去僅與部分 Primary Key 相依的欄位，非 Primary Key 的欄

位需與整個的 Primary Key 有直接關係。  

 第三階段正規化 

除去所有非 Primary Key的欄位的相依性，亦即非 Primary Key

的欄位間不應有從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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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組成 

本系統開發採取低價位生理參數裝置，屏除龐大的設備及

繁複的線路，屬於一種小型的可移動裝置，資料可攜性較高，

相對於一般生理參數裝置，本系統著重於便利性，因此在成本

花費上能減少不必要的負擔。主要的使用設備如表3-2所示，包含了資

料處理、生理量測裝置及資料儲存媒介三部分，每項設備如下表。 

表3-2 使用硬體設備表  

資料讀寫及收發處理 
Jennic JN5139-EK010 

RFID reader RF-221 

生理量測裝置 

(支援ZigBee無線傳輸) 

血糖血壓機(Fora TD-3260) 

耳溫槍(Fora TD-1261A) 

資料儲存媒介 Mifare S70 RFID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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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硬體工具 

一、 Jennic JN5139 

JN5139[18]是英國 Jennic 公司所開發的微處理器，使用 IEEE 

802.15.4/ZigBee 標準[19]進行資料傳輸，可在符合 IEEE 802.15.4 規範

下，建構具低傳輸速率、低功率消耗及低成本的無線感測網路。我們

於進行開發時使用之版本為 JN5139R1，相較於 JN5139，JN5139R1 與

IEEE 802.15.4 具有較佳的相容性。 

JN5139主要特性 : 

模組 : 

 操作頻率 2.4GHz，符合 IEEE 802.15.4規範。  

 操作電壓 2.7V-3.6V。  

 睡眠電流 2.6uA 

微控制器 : 

 操作頻率 16MHz，內建32位元RISC處理器。  

 內建192KB動態唯讀記憶體 (ROM)。  

 內建 96KB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RAM)，同時也支援

32KB、16KB、8KB的RAM配置，適用於低成本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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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建4個12位元類比數位轉換器 (ADC)，2個11位元數位

類比轉換器 (DAC)，2個比較器、 1個溫度感測器。  

 內建2個應用端計時器與計數器 (Timer/Counter)，3個系

統計時器 (Timer)。  

 內建2個UART。  

 內建1個SPI埠及5個選擇項。  

 內建1個2線串列介面。  

 內建21個通用 I/O端 (GPIO)。  

 內建高效率電源管理器。  

收發器 : 

 操作頻率 2.4GHz，符合 IEEE 802.15.4規範。  

 內建128位元AES安全加密裝置。  

 睡眠電流 0.2uA。  

 

 (a)JN5139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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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內部系統圖  

圖 3.1 Jennic JN5139 微處理器圖 [18] 

以下針對本組使用之介面進行介紹 : 

(一 )、SPI 

序列周邊界面（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是一種同步序

列資料傳輸的協定，用來作為微處理器與周邊裝置在短距離內快速的

的通訊，亦可作為兩個微處理器間的通訊。 

(二 )、UART 

UART 是一種非同步式收發傳輸器，負責將資料由串列信息與並

行信息間作傳輸轉換。最常應用於 RS232 的連結上。UART 訊框

包含起始位元、停止位元、資料位元、同位元檢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2%E8%A1%8C%E9%80%9A%E4%BF%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6%E8%A1%8C%E9%80%9A%E4%BF%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6%E8%A1%8C%E9%80%9A%E4%BF%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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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DC 

類比數位轉換器（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DC）是將類比訊

號轉換成數位訊號的一種裝置。常用於通訊、測量和儀器以及電腦系

統中，便於資訊儲存和數位訊號處理。一般常規下，ADC 的功能會與

數位電路整合在同一晶片上，但部份設備仍需使用獨立的 ADC。 

(四 )、DAC 

數位類比轉換器（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DAC）是將數位訊

號轉換成類比訊號的一種裝置。常用於儲存在媒體或是傳輸線中的數

位訊號；以及經數位訊號處理過的訊號用 DAC 將其轉換回類比訊號，

便於控制、資料顯示及進一步的類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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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JN5139-EK010 

JN5139-EK010為基於JN5139R1之開發套件，提供開發者進行開發

之用，JN5139-EK010包含了控制電路板(Controller Board)及感測電路板

(Sensor Board)二個部分，其介紹如下 : 

(一 ) 、Controller Board 

主要扮演著ZigBee網路中之協調者的角色。其中控制電路

板如圖3.2所示包含了 LCD，可提供開發者開發使用介面，與使

用者進行較多之互動，並可作為網路中之協調者。 

 

圖 3.2 JN5139 Controller Board 圖  

  



 

34 

 

  (二 ) 、Sensor Board 

此模組中主要扮演著 ZigBee網路中之終端節點設備角

色。感測電路板則僅包含JN5139R1模組及感測器，可作為一般

之感測節點，如圖3.3所示。 

 

圖 3.3 JN5139 Sensor Board 圖  

區域網路協調者應用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 

 尋找可使用的工作通道 (Channel)。  

 啟動一個網路使之終端節點設備可加入。  

 允許其他終端節點設備可連接協調者。  

 透過無線傳輸並以UART去傳遞資料給PC端。  

終端節點設備應用主要包含以下 : 

 搜尋可用的通道，並尋找可加入的協調者位置。  

 尋找到協調者時，嘗詴加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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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ifare系列卡片介紹  

Mifare是屬於一種非接觸式智慧卡，最初由荷蘭廠商

飛利浦公司所設計、開發推出，其設計是遵循 ISO 14443A

規格，並屬於RFID技術的其中一個規格，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

量最多、技術最成熟、性能最為穩定、內存容量最大的一種智慧

卡 [20]。Mifare卡系列，於應用上的差異而提供多種規格可

選，包括Mifare 1、MifareUltraLight、Mifare Pro X，使用

的是13.56 MHz，傳輸速度為106 K bit/sec。而本研究使用

的卡片為Mifare 1 S70。  

 以下針對本組所使用之卡片規格、安全機制及優點介紹 : 

(一 )、Mifare 1 

Mifare 1是由Mifare卡規格化後的產品，其分成S50與

S70兩種款式；主要差異在記憶體大小，S50為1KBytes，

S70為4K Bytes。從規格層面觀察，Mifare 1 S50在EEPROM

可用空間比S70稍微少一些，但具備成本較低的優勢。實體

開發過程中，S70可作為系統初期開發的樣品，若要做為大

量使用，還是選用成本較具優勢的S50為優先，以卡片成熟

度與單價來說，就比S70更為成熟價格也較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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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fare 1 S50的EEPROM規劃見圖3.4，全部的記憶體是

1Kbyte，總共被分割為 16個儲存區域 (Sector)，其中 1個

Sector再劃分為4個儲存欄 (Block)，1個Block有16 byte，而

每1個Sector都有專屬的控制欄 (Sector Trailer)，每1組Sector 

Trailer均存有2組金鑰給使用者運用。  

圖 3.4 MF1S50 卡片規格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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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fare 1 S70的EEPROM規劃與S50有些微差異見圖3.5 

，全部的記憶體是4Kbyte總共被分割為40個Sector，其中32

個Sector以每個劃分為4個Block，其餘8個Sector以每個再劃

分為16個Block，而每1組Sector都有專屬Sector Trailer，每

1組Sector Trailer存有2組金鑰給使用者運用。  

 

圖 3.5 MF1S70 卡片規格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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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系統選用的非接觸式智慧卡不同，其安全機制

也會有所不同，基本上認證機制多採用 ISO 9798-2的驗證

流程，確保智慧卡與讀卡設備雙方的使用合法性與驗證

正確性。此外，不同智慧卡的硬體安全機制亦有不同架

構。  

 

圖 3.6 Mifare S70 圖 [22] 

Mifare 卡保有接觸式 IC 卡的原有優點之外，還具有以下優點： 

 操作簡單 

由於無線射頻辨識技術的結合，使用時沒有插拔卡及方向性

和正反面的限制，所以對於使用者的便利性有相當高的價值。

在無過大阻隔之下，於最遠距離約10公分以內即可達成一筆

交易，完成一次讀寫的動作只需0.1秒，大幅提升了每次使用

的速度，不僅適用於一般公眾場合，面對快速及高流量出入

的場所更可以發揮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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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干擾能力: 

Mifare卡中有防碰撞機制，同一時間內有多卡進入讀寫範圍

中時，讀取正確性不會受其他智慧卡干擾，能有效防止

卡之間出現數據衝突，讀寫裝置可逐一對卡進行處理，提高

了效能的並行性及系統運作的速度。 

 可靠性高: 

Mifare卡與讀寫器之間沒有過多的接觸，避免了由於機械接

觸造成的表面磨損，及進一步產生的各種錯誤；而且卡中的

晶片和感應天線均安全密封在標準(Polyvinylchloride, PVC)

塑膠中，進一步提高了應用的可靠性和卡的使用壽命。 

 安全性高: 

Mifare卡中的序號是獨一無二，且具不可更改性；資料讀寫

時卡與讀寫器之間進行三次雙向認證動作，相互驗證使用的

合法性，並在資料傳輸過程中加密所有的數據；此外，卡片

各個區域都有各自的讀寫密碼和訪問功能，卡片內的數據得

到了安全上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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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RFID Reader 

本系統使用 RFID Reader RF-221 模組，選擇此模組是在於低

價位的優點及規格使用上符合本組需求，其支援符合 ISO 

14443A 規格的卡片，最常見就是飛利浦公司開發的 Mifare

卡，也就是普遍應用的悠遊卡。下表為我們使用的模組介紹。 

表 3-3 RFID Reader RF-221 模組表 

RF 發射頻率 13.56MHz 

遵循規格 ISO 14443A 

天線規格 環形天線，50 歐姆 

工作溫度 0℃到+85℃ 

儲存溫度 -10℃到+85℃ 

電源供應器 DC 5V±5% 

耗電量 閒置時 30mA，工作時 40mA 

重量 5g±1% 

尺寸規格 30×25×7.1（長 x 寬 x 高） 

 

  



 

41 

 

第四章 系統架構 

4.1 系統架構 

 

圖 4.1 硬體架構圖 

圖 4.1 為本系統之架構圖，介面裝置為本系統之核心，使用控制電

路板開發，並透過 ZigBee 無線傳輸的方式與生理參數量測裝置進行資

料傳輸，並結合 PC 端裝置與伺服器功能。 

高齡者於量測生理資料後，生理資料量測裝置將生理資料傳送至

介面裝置，介面裝置於接收生理資料後，將資料透過 RFID Reader 儲存

於 RFID 卡片，以便年長者將資料攜帶至醫療院所進行判讀，此外，高

齡者亦可將 RFID 卡片置於 RFID Reader 後，於 PC 端裝置查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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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RFID 卡片格式 

不可使用 Block : 

0、3、7、11、15、19、23、27、31、35、39、43、47、51、55、

59、63、67、71、75、79、83、87、91、95、99、103、107、111、

115、119、123、127、143、159、175、191、207、223、239、

255(以上 Block 是原廠配置給使用者加密，所以無法更改使用) 

可使用 Block 共 : 210 個 Block 

Byte Number 

Number 0 : 年  

Number 1 : 月 

Number 2 、 3 : 日期  

Number 4 、 5 : 小時 

Number 6 : 類別(類別一為收縮、舒張壓、脈搏。類別二為體溫) 

類別一 :                       類別二 : 

Number 7 、 8 、 9 : 收縮壓    Number 7 、 8 、 9 : 體溫 

Number 10 、 11 、 12 : 舒張壓 

Number 13 、 14 、 15 : 脈搏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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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 : Block 1 

Number 0~3 : 卡片驗證 

ID(身份證字號) : Block 2 

Number 0~8 : 為身份證字號 9 碼(不含英文碼) 

資訊位置 : Block 4 

Number 0~15 : 判斷最後寫入的位置 

基本資料 : Block 5 

Number 0~ 9 : 聯絡號碼 10 碼 

備用 Block: Block 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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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軟體架構 

本系統使用 Jennic ZigBee Protocol Stack [23]進行開發，Jennic 

ZigBee Protocol Stack之軟體架構如圖五所示，包含了Data Link Level、

ZigBee Stack Level 及 Application Level。本系統於 Application Level 建

立三個 Application Object，分別擔任進行使用者介面、RFID 讀寫及生

理資料傳輸之工作。 

 

圖 4.2 軟體架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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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庫分析 

(一)、資料庫關聯圖 

資料庫關聯圖如圖 4.3 所展示的是本系統資料庫內部各資料表

於功能間呼叫時所對應欄位。

 

圖 4.3 資料庫關聯圖 

(二)、資料庫結構 

下面為資料庫各個資料表名稱。 

 Hospital 資料表： 

欄位包括 Account、Pwd、Competence，其中以 Account 為主

鍵。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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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Hospital 資料表 

性質 欄位 資料型態 長度 說明 

PK Account varchar 10 管理者帳號 

 Pwd varchar 10 管理者密碼 

 Competence varchar 10 權限 0:後台,1:醫生,2:護士 

 

 User 資料表： 

欄位包括 ID、Name、Sex、Address、TEL，其中以 ID 為主

鍵。如表 4-2 所示。 

表 4-2 User 資料表 

性質 欄位 資料型態 長度 說明 

PK ID integer 4 使用者身分證字號 

 Name varchar 10 使用者姓名 

 Sex varchar 5 使用者性別 

 Address varchar 50 使用者住址 

 TEL varchar 10 使用者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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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d_Pressure 資料表： 

欄位包括 ID、Date_Time、SBP、DBP、HR，其中以 ID 為外

來鍵。如表 4-3 所示。 

表 4-3 Blood_Pressure 資料表 

性質 欄位 資料型態 長度 說明 

FK ID integer 4 使用者身分證字號 

 Date_Time varchar 50 量測時間 

 SBP integer 4 收縮壓 

 DBP integer 4 舒張壓 

 HR integer 4 脈搏 

 Temperature 資料表： 

欄位包括 ID、Date_Time、Temp，其中以 ID 為外來鍵。如

表 4-4 所示。 

表 4-4 Temperature 資料表 

性質 欄位 資料型態 長度 說明 

FK ID integer 4 使用者身分證字號 

 Date_Time varchar 50 量測時間 

 Temp float 8 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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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修改/刪除使用者系統 E-R Model 圖 

 

圖 4.4 E-R 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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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流程 

一、本機操作流程

開機

放置
卡片

選單
量測
數值

讀取最
後一筆

傳送

顯示
螢幕

讀取下
一筆

讀取上
一筆

顯示
LCD

寫入
RFID

顯示成功
Sucess

查詢 測量

回選單
 

圖 4.5 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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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機查詢流程  

開機

Read 
RFID

讀取RFID
驗證

進入
選單

讀取最
後一筆

顯示LCD

讀取
按鈕

讀取-1 讀取+1

顯示LCD

下
一
筆

上
一
筆

讀取
按鈕

顯示LCD

 

圖 4.6 查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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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機測量流程  

開機

Read 
RFID

讀取RFID
驗證

進入
選單

讀取
按鈕

進入測
量模式

等待
Device
 join

封包傳
遞解讀

資料顯
示LCD

封包
組裝

寫入
成功

LCD顯
示成功

寫入
失敗

寫入
RFID

 

圖 4.7 測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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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C 端新增和移除使用者 

開始

登入
介面

輸入
帳密

登入

最高權
限介面

輸入帳
密權限

新增

回到
介面

登出

輸入
帳號

移除

密碼
錯誤

 

圖 4.8 新增和移除使用者圖 

 在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如果此帳號為最高權限使用者，進入

最高權限的新增或移除使用者介面，在新增或移除完後回到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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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C 端新增和修改用戶基本資料 

開始

登入
介面

輸入
帳密

登入

護士
介面

輸入基
本資料

新增

回到
介面

登出

修改

密碼
錯誤

輸入身
分證字號

刪除

輸入身
分證字號

查詢

 

圖 4.9 新增和修改用戶基本資料圖 

    在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如果此帳號權限是護士的話就進入新

增/修改/刪除/查詢用戶基本資料介面。在新增/修改/刪除/查詢完回到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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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C 端新增和查詢用戶生理數值 

開始

登入
介面

輸入
帳密

登入

醫師
介面

查詢

顯示卡片用
戶生理數值

登出

新增

卡片資料寫
入資料庫

密碼
錯誤

 

圖 4.10 新增和查詢用戶生理數值圖 

在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如果此帳號權限為醫生的話就進入新增

/查詢用戶的生理數值介面。新增可以把卡片的生理數值寫進資料庫，

查詢可以把用戶生理數值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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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實際操作 

一、本機端操作 

(一)、耳溫槍 

 

 

圖 4.11 體溫量測實作圖 

使用者使用耳溫槍的量測畫面如圖 4.11 所示，使用者進行耳溫量

測後，耳溫槍進入(PC Link, PCL)模式以搜尋協調者(控制電路板)，並

於與協調者完成連線後，將量測到之體溫傳回至協調者後關機。協調

者於收到體溫後，將所收到之體溫顯示於螢幕供使用者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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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糖血壓機 

 

 圖 4.12 血壓量測實作圖 

使用者使用血壓血糖機進行量測之畫面如圖 4.12 所示，使用者進

行血壓量測後，血壓血糖機進入 PCL模式以搜尋協調者(控制電路板)，

並於與協調者完成連線後，將量測到之心跳血壓傳回至協調者後關機。

協調者於收到資料後，將所收到之心跳血壓體溫顯示於螢幕供使用者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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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C 端使用介面 

(一)、管理者登入畫面 

 

圖 4.13 管理者登入畫面圖 

圖 4.13 為管理者登入畫面，一開始輸入帳號密碼，如果權限為後

台管理者的話就進入新增/移除管理者介面，權限為護士的話就進入新

增/修改/刪除/查詢使用者介面，權限為醫生的話就進入新增/查詢生理

數值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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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權限介面 

 

圖 4.14 最高權限介面圖 

圖 4.14 為最高權限界面圖，後台管理者可以在此新增權限為醫

生或護士的管理者。當此管理者在離開工作單位或是其他原因離開

此醫院也可以將此管理者的帳號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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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護士介面 

 

圖 4.15 護士介面圖 

圖 4.15 為護士介面，護士可以在此新增使用者的基本資料至資

料庫中並做開卡的動作。查詢中輸入使用者的身分證字號，就會將

此使用者的基本資料顯示出來。使用者若想修改基本資料的話也可

以在此修改。在刪除使用者的基本資料後也會將此使用者記錄在資

料庫裡的生理數值一並刪除。   



 

60 

 

(四)、醫師查詢介面 

 

圖 4.16 醫師查詢介面圖 

圖 4.16 為醫生查詢介面，醫生在此可以將使用者卡片中的生理數

值新增至資料庫中。查詢後會將此卡片使用者的姓名、ID、量測時間

和生理數值都顯示出來，顯示出來的數值最上面為最新的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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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使用情境 

 情境一: 

使用者到醫院後，如果是第一次來的話，先填寫基本資料交

給護士，再經由護士為使用者做開卡動作並把基本資料寫入

資料庫，此動作完成後將量測工具及本機與卡片交給使用者

帶回家中測量。 

 情境二: 

使用者於自家中時，使用本組的系統在量測的時候打開。可

以量測血壓血糖以及體溫，量測出的數值利用 ZigBee 無線網

路傳輸，並將數值由量測端收集到本機端。本機端會將數值

透過 RFID Reader 寫入到 RFID 卡中，使用者也可以透過本

機介面進行查詢動作，查閱先前所量測的紀錄。 

 情境三: 

如果使用者到醫院就診，使用者可把卡片交給醫生，讓醫生

將卡片裡的生理數值寫入資料庫並做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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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 研究結論 

為達到在有限的預算內提升高齡者生活的品質，監測高齡者的生

理狀況為必要的動作。本研究提出之低價位生理參數收集裝置，可使

高齡者於有限之預算內完成生理裝置之量測及記錄，並提供查閱功能

及增加紀錄的可攜性，必要時更可將資料更新至醫護端查閱，使得使

用者得以瞭解自身之生理狀況，以達關心健康之效果。 

5.2 未來展望 

    技術層面如有機會我們希望再增添一些更適用於高齡者及一般使

用者使用的介面功能，不單單只是記錄量測與查詢，能有更多人性化

的輔助功能。達到使用上的便利性更符合人體操作上的流暢度，整個

提升系統本身的高完整度。 

人員發展則是經由次專題的考驗後，讓我們小組在資料搜尋、彙

整、應用及撰寫各方面都有效成長，對於未來在相關產業發揮能有可

觀的成果。也藉著此專題的研究累積了不少實際經驗，為將來奠定許

多專業的基石，持續充實專業知識並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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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組員  

專題討論  江承洋、徐健易、黃百傳、彭正傑  

文獻蒐集  江承洋、彭正傑  

資料統整  江承洋、徐健易、黃百傳、彭正傑  

系統分析  徐健易、黃百傳、彭正傑  

裝置搭接RFID硬體  徐健易、黃百傳、彭正傑  

RFID reader 黃百傳、彭正傑  

本機介面設計  黃百傳、彭正傑  

PC端介面設計  江承洋、徐健易  

本機程式編輯  黃百傳  

PC端程式編輯  徐健易  

除錯整合  徐健易、黃百傳  

本機端測詴  黃百傳  

PC端測詴  徐健易  

投影片報告製作  江承洋、徐健易、黃百傳、彭正傑  

書面製作整合  彭正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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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甘特圖                                                                                                                                                                                                                                                                                                                                                                                                                                                                                                                                                                                                                                                                                                                                                                                                                                                                                                                                                                                                                                                                                                                                                                                                                                                                                                                                                                                                                                                                                                                                                                                                                                                                                                                                                                                                                                                                                                                                                                                                                                                                                                                                                                                                                                                                                                                                                                                                                                                                                                                                                                                                                    

 

執行計畫
2013年2012年

02月01月06月 09月07月05月04月 08月 04月03月

1 專題題目確立

3 蒐集相關資料、統整

5 探討研究架構

7 撰寫書面報告

9 系統架構分析

11 系統設計、開發

13 系統功能測詴

15 完成報告

12月10月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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