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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在無線通訊日益發達的二十一世紀，近距離無線通訊日益受到全

球關注。其中 RFID(無線射頻辨識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靠著

非接觸性讀取晶片資料，具有非接觸式讀取、資料容量大且可更新、

可重複使用，更可同時讀取多個辨識標籤。比起現行必須逐一刷過條

碼才能讀取資料的技術更先進、更快速，不但可以運用於物流管理、

倉儲管理、供應鏈管理、醫療管理方面尤其受到各方重視。本研究即

是探討 RFID 技術在藥品管理運用上，將在之後做詳細介紹。 

 

1.1 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紀世界醫療體系蓬勃發展，醫院在醫療過程中醫療疏失

事件層出不窮。醫療疏失的發生，大多不是單一因素引起，可能發生

在醫療作業流程的任何一個步驟，諸如：診斷、檢驗、手術、治療、

給藥等錯誤，因此造成很多的醫療糾紛，同時也付出很高的社會成本。 

2009 年國內發生了一件非常嚴重的醫療疏失，一名婦人帶國小

五年級兒子到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看診，因為兒子吃葡萄

舌頭輕微破皮，結果護士看錯藥名給了他具有腐蝕性的三氯乙酸香港

腳的藥，害這名小弟的舌頭傷口更為嚴重，最高法院判決高醫敗訴應

賠償 40 萬(李惠珠,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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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藥政處處長王惠珀表示，根據美國各種統計資料顯示，醫

療疏失佔全部醫療行為的七至十五％，而美國每年健保資源中，約有

七％是花在給錯藥所產生的後續醫療支出，因此如何防錯、除錯非常

重要(周富美, 2003)。 

當每個病人到醫院或診所求診時，從一開始的掛號診察到最後的

治療給藥，所有的動作都須依賴資訊系統化來減少出錯的機會，畢竟

病人的生命不容半點錯誤的機會，那麼醫療院所對於資訊系統的要求

便與日俱增，基於這樣的背景考量本研究希望能利用 RFID 藥品管理

系統來為病患做多一層的把關。 

 

1.2 研究動機 

研究指出給藥錯誤的發生率於醫療疏失中居首，三軍總醫院資訊

室主任黃援傑引述衛生署的資料顯示出 2004 年醫學中心給藥錯誤件

數達 3,144 件、區域中心給藥錯誤件數也多達 4,398 件(劉麗惠,  

2007)。 

用藥準確性攸關著病人生命安全，藥劑師給錯藥的新聞也時常發

生，原因是隨著藥品種類的增加，間接導致藥劑師取藥時失誤率的提

升，因此如何提升醫院用藥安全管理是一項刻不容緩的重要議題。 

過去藥劑師配藥過程均為紙本與人工管理，若能將整體醫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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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化，包含藥品身分識別、資料庫資料傳輸、儲存、警示系統

等，當藥品要進入醫院時，若先在藥品管理上導入 RFID 這項技術，

那麼藥劑師在取藥的過程中將會減少給錯藥的機會，因此多一道檢驗

程序將確保藥品交予病人手中的正確性。 

 

1.3 研究目的 

為了改善過去藥劑師取藥以人工方式核對藥品經常發生錯誤的

情形，加入 RFID 後其安全性便又有所提升，有了幫助應用 RFID 技

術將 RFID TAG 貼附於藥品上，領藥時透過 RFID 讀取器來管理其正

確性(如圖 1-1)，可幫助用藥安全建立一套高正確性的檢核系統，更

保障了用藥安全，本組建置此 RFID 藥品管理系統以希望達到之目的

如下： 

1. 藥劑師取藥時，透過此 RFID 系統能降低錯誤率 

2. 在藥師開立藥單時連結資料庫並同時扣除存量 

3. 藥品數量低於安全用量時，顯示警告並提醒補貨 

4. 此系統做為醫師與藥劑師之間直接傳輸的橋梁，不透過第三

者減少藥單拿錯的可能性 

5. 取藥時由系統做為判斷是否取藥正確，取代傳統醫護人員再

三確認，藉此降低人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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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RFID 領藥流程圖 

 

1.4 研究範圍 

無線射頻辨識是全球業界備受關注的新興無線應用技術，尤其在

醫療產業上，運用 RFID 技術提升醫療照護中「病人安全」之價值，

已被視為具有爆發性成長潛力的新科技應用，而 RFID 在醫療方面之

應用實在廣泛，本組專題研究開發系統僅限於藥單傳輸，藥品名稱、

數量檢核及庫存管理，暫不深入探討至資料傳輸安全性、使用者權限

等問題。 

 

 LAN 

3.取藥人員選取欲領取藥品， 

藥品櫃自動彈出該藥之抽屜 
1.護理人員刷取識

別證確認身份 

2.輸入病患身份，系統顯

示配備藥品清單 

5.系統紀錄取藥人員，單據編

號與時間作為事後追蹤 

4.若取出之藥罐非所 

選取之藥品，系統自動 

發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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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依圖 1-2 製作，詳敘如下：  

1.確立研究方向：醫療疏失是一項嚴重的弊端也是刻不容緩的探

討議題。研究第一步驟，即是確立研究問題與方向，以作為進行研究

的準則與目標。 

2.蒐集資料：針對 RFID 應用於醫療保健、用藥安全、藥品管理

範圍蒐集相關理論及文獻。 

3.設定研究目的：依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之研究，在藥品管理上

運用 RFID 這項技術，藉此多一道控管出納檢驗程序，以降低人為出

錯之機率。  

4.構建研究架構：藉由 RFID 觀念構建研究架構。 

5.建立系統內容設計：探討建立 RFID 系統作業之需求，逐一訂

出系統作業之要求，進而設計系統操作介面。 

6.系統測試：測試本研究硬體以及系統作業之功能性測試，相容

性測試，整合性測試，穩定度測試和效能測試。 

7.系統評估與改善：導入 RFID 藥品管理系統後，分析整合測試

結果並提出系統改進及效能提升之探討。 

8.結論與建議：經上述分析結果，比較導入前、導入後之優劣，

並提出未來可供研究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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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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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流程圖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主要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討 RFID

發展與現況；第二部分為 RFID 醫療與應用，歸納出國內、外醫療應

用範圍；第三部分是安全管理，探討藥品安全管理及電子病歷；第四

部分則規劃未來 RFID 產業趨勢作為本研究發展架構，如圖 2-1 所示，

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圖 2-1 文獻探討架構圖 

 

 

 

文獻探討 

RFID 發展與現況 RFID 醫療與應用 安全管理 

國外醫療應用 

國內醫療應用 

未來 RFID 產業趨

勢 

零售業 RFID 電子病歷

藥品安全 

RFID 技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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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RFID 發展與現況 

條碼已是一般生活上不可或缺的要素，現今也普遍應用於各大醫

療院所中，但是如何透過條碼和資訊科技產業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設備來有效提升醫療安全，為各家醫院近期來所努力的方

向。目前各大醫院導入條碼，主要應用在病人管理、藥物管理、行動

醫療管理，以及近期導入的醫材管理等方面。自從將條碼運用到醫療

體系後，不僅減少病患在治療上的安全顧慮，也大大減少醫療疏失的

發生，進而提升整體醫療品質與病患滿意度(傅新彬/胡寬裕, 2008) 

一、尚未使用 RFID 的時代-傳統條碼 

條碼(BarCode)的起源是由一群製造商、零售商、批發商組成美

國超級市場公會，為了降低人工作業謬誤與加速結帳流程所發展，稱

為「統一商品條碼」 （Universal Product Code，簡稱 UPC）。 

1977 年 UPC 的觀念與技術發展至歐洲，歐洲的 12 個工業國家

為了推廣條碼的應用，正式成立「歐洲商品條碼」(European Article 

Number，EAN)協會，並將條碼觀念散佈到其他地區。1981 年，EAN

發展為國際性組織，改名為「國際商品編碼協會」（International Article 

Nunbering Association），隨著條碼系統廣泛的運用，開始步入國際化

領域中(傅新彬/胡寬裕,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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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運用廣泛，不管在醫療、零售業、汽車產業等。像一則新聞

敘述在醫療方面運用到條碼，台北市第一與第二殯儀館首創建置遺體

條碼驗證系統，替每具大體製作專屬的條碼身分證，便於電腦化驗

證，防止燒錯大體的烏龍。(如圖 2-2) 

 

 

圖 2-2 遺體條碼驗證系統(資料來源:邱紹雯攝) 

 

台北市殯葬管理處副處長楊薏霖說，過去大體送進殯儀館後，家

屬填寫「治喪申請書」，由工作人員確認往生者身分，並手寫姓名吊

牌，掛在往生者手上作為辨識，在大體送進禮廳時，會請家屬再次確

認身分。她說，雖然已有兩道手續，但過去在外縣市或北市都曾意外

發生燒錯大體的事情，一來可能是工作同仁推錯，加上親人因過度悲

傷、太久未曾相見，往生者樣子變化太大等，導致難以彌補的「誤會」。 

為了將錯誤的機率降到最低，台北市殯葬管理處今年建置全國首

創的遺體條碼驗證系統，分別在第一與第二殯儀館的入館處與服務中

心都設置有 2 台儀器(邱紹雯,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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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薏霖說，現行作法改由電腦鍵入往生者資料，列印成條碼，並

製作成專屬的條碼手環，以辨識大體身分。大體送出庫前，冰庫管理

員會先以光學掃描器掃描條碼驗證身分，再由家屬簽名確認遺體無

誤，入殮時會拿掉手環，將條碼貼在棺木上，確認所有處理流程正確

無誤(邱紹雯, 2010)。 

二、顛覆傳統條碼的 RFID 時代 

由於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的普及，RFID 系統的原理可簡化為基於

資料儲存在一個透過無線電能夠被讀寫器讀取資料的標籤（tag）。一

個 RFID 主要是由三部分組成，RFID 標籤（tag）、RFID 讀寫器

（reader），應用系統(Application System)。 

 

傳統的條碼是由黑白直平行線條的粗細代替號碼數字來儲存資

料，利用光電效應原理，將光訊轉換成電訊後，以條碼辨識器讀出條

碼所儲存的資訊。傳統的條碼辨識系統受限於距離，只有在靠近條碼

辨識器時，訊號才能被讀取。而 RFID 標籤可以替代傳統條碼，它可

以不斷地主動或者被動地發射無線電波，只要處於 RFID 閱讀器的接

收範圍之內，就能被感應並且正確地被辨識出來，且 RFID 辨識器的

收發距離可長可短，根據它本身的輸出功率和使用頻率的不同，從幾

公分到幾十公尺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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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線電波有著強大的穿透能力，而無需拆開商品的包裝。另

外，RFID的掃描速度之快也是傳統條碼所不能與之相提並論的，RFID

的讀卡器每 250 毫秒便可從無線射頻標籤中讀出商品的相關數據。同

時，RFID 閱讀器甚至可以同時處理 200 個以上的標籤，而條碼標籤

則需一個一個識別。在處理數據方面，RFID 的優勢十分明顯，如表

2-1(廖啟男, 2007)。 

 

表2-1 RFID與條碼之功能比較 

功能 條碼 RFID 

讀取數量 

條碼辨識必需依靠人力來進行，

工作人員透過手持讀取設備，條

碼一次只能讀取一個，效率較差 

標籤資料 RFID 讀取設備是利

用無線電波，可以全自動瞬間

讀取大量標籤的資訊 

讀取環境 

傳統條碼掃描機必須在近距離而

且沒有物體阻擋的情況下，才可

以進行辨讀 

RFID 能夠穿透紙張、木材和

塑膠等非金屬或非透明的材

質，並能夠進行穿透遮蔽物來

達到通訊和辨識的功能 

資料容量 條碼儲存資料的容量較小 
RFID Tag 儲存資料記憶容量

較大 

讀寫能力 
條碼一經印刷上去之後就無法更

改內部資料 

RFID Tag 可以重複新增、修

改、刪除 Tag 內儲存的資料，

方便資訊的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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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性 
條碼屬於易碎標籤，由於物理、

化學的原因很容易退色、被撕毀 

RFID 屬於電子產品，可以在

條件苛刻的環境下使用 

讀取距離 條碼有效讀取距離是 0-2.5 公分 
RFID 主動式讀取距離可達到

120 公尺 

 

2.1.1 RFID 技術 

RFID 讀寫器所發送的工作頻率，稱為 RFID 系統的工作頻率或

載波頻率，主要依據世界各國開放的頻帶以及國際標準組識(ISO)的

規範，現今 RFID 最常使用的頻率有低頻 135KHz、高頻 13.56KHz、

超高頻 860M~960MHz(UHF)和微波 2.45GHz、5.8GHz 頻帶四種，操

作頻率除了決定讀寫器讀取標籤的範圍，更影響到資料讀取的傳輸速

率，亦即需要越高的資料傳輸速率，每種工作頻率各有其優缺點說明

如下(陳宏宇, 2003)： 

135KHz 以下為低頻頻帶，使用「感應耦合」的方式，當電子標

籤接近感應器的磁場範圍時，電子標籤的天線與讀寫器產生感應耦

合，便會產生電流獲得電源，資料將以 RF 形式傳送給讀寫器，因為

受限於讀寫器所產生的磁場而影響傳輸距離，其傳輸距離大約 10 分

分左右，主要應用於寵物、門禁管理和防盜追蹤方面產業。 

13.56KHz 屬於高頻頻帶，也是使用「感應耦合」的方式，其傳

輸距離最遠可為 1 公尺左右，高頻對於外在環境干擾較為敏感，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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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濕或金屬遮蔽的環境下，讀寫率效率較低，其應用相當廣泛，例如：

識別證、會員卡、機票或電子票務系統，為近年來快速發展的熱門項目。 

860M~960MHz 為 RFID 於超高頻的操作頻率，使用「反向散射

耦合」的感應方式，讀寫器發射出高頻電磁波碰到目標後便會反射，

同時將目標資訊回傳至讀寫器，所使用的電子標籤可為主動式或被動

式，讀取距離大約為十公尺左右，適合應用於物流供應鏈追蹤，

Wal-Mart 正是使用此頻率，並將其運用於產品物流管理等應用。 

2.45G~5.8GHz 屬於微波頻帶，也是使用「反向散射耦合」的感

應方式，採用主動式電子標籤，因此最佳傳輸距離可達到 100 公尺左

右，讀取速度快，但易受到金屬和水分的環境影響，常應用於車隊管

理、倉儲管理、即時定位系統或是道路收費系統等等(賴冠融, 2007)。 

表 2-2 為 RFID 操作頻率與特性比較表，比較各個頻率的讀取距

離、讀寫速度、全球接受的頻率和各個頻率主要的應用。 

表 2-2 RFID 頻率比較表 

項目 低頻(LF) 高頻(HF) 超 高 頻

(UHF) 

微波 

頻率 135KHz 以下 13.56MHz 860~960MHz 2.45~5.8GHz 

讀取距離 約 10 公分 小於 50 公分 約 10 公尺 約 100 公尺 

讀寫速度 不快  中  快 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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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接受

的頻率 

是 是 部 分

(EU/USA) 

部分(除歐洲)

主要應用 門禁、加油

站、洗衣店 

智慧卡、電子

票務、機場驗

票 

貨物記錄、卡

車登記 

公路收費 

 

2.2 RFID 醫療與應用 

RFID 不管是在商業物流、全球定位、金融認證、醫療服務等各

個領域廣泛應用。目前 RFID 在醫療產業的應用，主要有兩個方面： 

一、醫療器材 : 主要為植入身體的 RFID 晶片(Chip)，美國 FDA

在 2004 年 10 月公布一個新的分類規則，於 12 月生效，依據該分類

此種 RFID chip 如果用於讀取醫療訊息則可歸類在特殊控制類。因

此，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FDA)在 2004 年 12 月批准美國應用數

據公司(Applied Digital Solution co. , ADS) 公司銷售醫療 RFID chip 

的申請，正式上市。前 ADS 公司之子公司 Verichip 公司所生產的

Verichip 晶片大小如米粒(如圖 2-3)，可用注射方式植入人體上臂皮

下，整個過程只需數分鐘，亦不需縫合(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科技,產業

資訊室,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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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RFID 晶片專利技術(資料來源：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科技,

產業資訊室, 2003) 

二、製藥工業 : RFID 作為一種加密、防偽保護方法，包括優化

包裝及防盜功能，給製藥廠商及經銷商提供一個品質、病人用藥安全

及產品確保的方法(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科技,產業資訊室, 2003)。 

像美國食品暨藥物管理局指出，這批偽造的阿萊減肥藥包裝是

120 粒瓶裝，每粒為 60 毫克膠囊。阿萊是美國食品暨藥物管理局批

准的非處方減肥藥，主要有效成分為奧利司他，而這次發現的假藥中

並不含有奧利司他，卻含有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美國食品暨藥物管

理局批准的另一種處方類減肥藥的有效成分，使用這種藥物需要經過

專業醫師的診斷和監督，不能以非處方藥的形式銷售。 

阿萊由英國葛蘭素史克藥廠生產，美國食品暨藥物管理局指出，

目前查到的假藥都是透過網路出售，但不排除此藥透過其他途徑出售

的可能性。美國食品暨藥物管理局指出，經測定後，按照假藥所標劑

量服用，服藥者攝取的西布曲明劑量是正常用量的 3倍。使用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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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焦慮、噁心、心跳失常、失眠甚至血壓升高等不良反應，有心

血管病病史的人則有中風和心臟病復發的危險(張子清, 2010)。  

 

2.2.1 國外醫療應用 

藥品管制仍是各國將 RFID 在醫療的主要應用，包括韓國、印度、

義大利、美國、英國等皆為如此，韓國主要是用來作為打擊偽藥，聯

合醫藥公司(Unimed Pharma) 將 RFID 標籤貼在櫃檯銷售藥品上，每

年預計使用的標籤為 1 百萬個，韓國的 RFID 防堵偽藥專案，在 2004

年 9 月啟動後已見成效，8 週內進行了 13,500 個藥品的運送、追蹤、

追溯，接下來將從該專案中汲取經驗，擴大應用。 

一、印度的 RFID 藥品管制則是因應 Wal-Mart 的要求而生，主導

者是印度第二大藥廠 Ranbaxy Pharmaceutical，該廠將 RFID 標籤建置

在麻醉藥與止痛藥上，利用 RFID 來檢視藥品的保存期限，當使用期

限接近時，讀取器會警告管理者，將貨品送回製造商進行銷毀，接下

來 Ranbaxy Pharmaceutical 預計將整合 ERP、WMS 等系統。 

二、義大利的 Spallanzani 醫院將 RFID 晶片植入病患體內，這套

系統由 VeriChip 晶片公司進行讀取器製造與系統整合，晶片體積為

11 毫米，使用的頻段為 125～135KHz，植入病患的手臂脂肪層後，

可使用 20 年，該程序經過美國 FDA 核可，用以掌握病患的醫療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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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用藥情形，當病患發生緊急事故後，醫療團隊可在第一時間讀取病

人狀況加以診治。 

三、美國醫療業的 RFID 應用相當廣泛，除了藥品管制外，嬰兒

房的管理、失智老人的保護、急診室病患、輸血袋的控制、資產的管

理，都已有應用實例，除此之外，比較特別的例子是假牙與特定齒模

的製程管控，美國系統整合商 Dental@x USAUSA，將 RFID 晶片置

入齒模，在製造過程，該托牙床規格會被紀錄在晶片中，製造過程中

的每個步驟如使用材質、顏色、材料批號、製造日期等，都會被寫入

晶片中，為了保護病患，當齒模製造完成後，晶片中的資料將被封鎖，

並轉移到病患持有的智慧卡或其他書面載體，日後只要持讀取器便可

讀出該齒模資料，如此一來可有效控管假牙與齒模的品質。 

四、法國將 RFID 應用到輸血袋上，為了確保品質使之不易產生

不良變化，血液必須處在一定溫度下，因此 French Blood Agency 

Chemovigilance 與系統廠商 Technopuce 合作，這種應用必須將 RFID

晶片與溫度感應器結合，血液被抽取出來之後，即將晶片與感應器貼

附於血袋上，在運送、倉儲時，感應器所測得的溫度都會被紀錄在晶

片中，該血液被使用前，可透過讀取器看到所有的溫度紀錄，藉此判

斷品質，除了法國外，德國 RFID 元件供應商的 KSW Microtec 公司

也採用相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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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國也將 RFID 應用在血袋上，不過並非輸血用途，而是用

來作為身分識別，Portsmouth General Hospital 將血液樣本與血袋均貼

上 RFID 標籤，藉此降低血袋誤取的產生，並可將低人工成本，

Portsmouth General Hospital 認為，如果英國能全面使用該機制，每年

可省下 10 億歐元的成本，另外英國的郡立醫院也將 RFID 系統用在

資產管理，一改過去的公文紙張作業，利用 RFID 來管理各類設備的

租借。 

六、日本將 RFID 用在試管觀察上，Hitachi 公司將天線設計在矽

晶片上，不須再另外的天線或晶片，RFID 晶片設置在試管後，放入

試管盒中，盒層底部裝置有讀取器，藉此掃描試管情況，降低人工觀

察的時間，但是這套系統目前仍在實驗階段。目前 96 個試管的讀取

時間為 20 秒，將以 10 秒為目標邁進 (盈泰克, 2010)。 

 

2.2.2 國內醫療應用 

將 RFID 導入在不同垂直市場應用展現出真正的價值，一直是

RFID 廠商與用戶共同的目標。隨著 RFID 技術進入醫療健康產業，

愈來愈多的創新應用方式，已逐漸展現其採用的價值，也讓醫療產業

願意更積極的採用 RFID 技術，以下為本研究所整理有關 RFID 於醫

療產業的主要應用(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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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RFID醫療領域應用(資料來源：醫療領域應用,李明學, 

2009) 

 

一、病患管理與動向追蹤 

對於病患身上採用 RFID 手環，可用於門禁安全辨識管理與病患

動向管理，尤其以失智或有傳染病疑慮的病患辨識與行蹤記錄管理。

另外，亦可藉由 RFID 技術與遠距醫療服務系統的整合，並配合 3G

無線通訊技術與生理訊號設備使用，使病患能夠於任何地點，即時與

醫療院所取得有效的溝通，大大提高緊急醫療服務的效率，節省等待

的時間，爭取黃金救援時機。 

二、用藥安全管理 

醫療院所對於用藥安全一直以來都是以最嚴謹地態度來面對，要

求一定要做到「三讀」、「五對」（從藥櫃取藥時一讀、拿藥時二讀、

將藥放回藥櫃再看一次三讀，確認沒有拿錯藥；五對則是施打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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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要確認病人對、藥物對、時間對、劑量對、途徑對），應用 RFID

技術將 RFID Tag 貼附於藥罐上，領藥時透過手持式 RFID 讀取器來

管理其正確性，可幫助用藥安全建立一套高正確性的檢核系統，更保

障了用藥安全。 

一般本類型的應用是採一對一的 13.56 MHz 頻段 RFID 技術，其

功能可以用來： 

1、領藥人員身份識別 

2、輸入病患及選取欲領取藥品 

3、辨識領取藥品正確性 

4、記錄領藥資訊 

三、貴重儀器管理 

將 RFID Tag 貼附於貴重儀器財產上，可用來做盤點或者設備位

置追蹤記錄，如此將可有效管理儀器設備位置，如遇異常亦可主動警

示或發報，藉以避免因遺失設備所造成的財產損失與風險，一般是以

採用讀取距離較遠的主動式 Tag 技術為主。 

四、開刀房動向管理 

開刀房動向管理設計，開刀房進出、病人狀況透過 RFID 的輔助

應用，有助於簡化手術病患辨識流程，提升手術部位與身份的正確

率。病人從病房推出開始，進入開刀房，進入使用 RFID 辨識身份的



21 

檢查點，麻醉科的護士、開刀助理醫師、主刀醫師、手術後身份的再

確認、送進恢復室時再確認一次。除了病人的多重確認程序，透過

RFID 的導入，提供完整的病人核對資料。其作業流程至少包括： 

1. 病患身份與 RFID 標籤連結與關係辨識 

2. 病患手術流程管理 

3. RFID 結合手術動態顯示系統 

4. RFID 整合手術系統 

五、廢棄物管理 

醫療廢棄物處理也是醫療服務的重要環節之一，部份具污染性的

醫療廢棄物如果沒有做正確有效的管理，有可能造成環境的污染或不

可預期的災害產生。透過 RFID 技術的應用，亦可做好完善的管理，

也為符合環境保護法令規範。其作業流程包括： 

1. 環保回收公司人員攜帶具有 RFID 醫療廢棄物處理載具至醫

療院所。 

2. 抵達後以手持式 RFID 讀取器，讀取載具後交給醫療院所。 

3. 自醫療院所取已裝醫療廢棄物之載具，並手持式 RFID 讀取器

讀取記錄。 

4. 返回公司集中處理後依據正確的處理方式處理廢棄物，並讀

取其中 RFID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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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傳送相關資料至環保署(李明學, 2009)。 

 

2.3 安全管理 

台灣已經走入以服務為導向的社會，並從過去「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的傳統模式轉變為以病人為中心；講求的是病人安全與提供全

人照護。為了因應時代的改變以及資訊的應用，發展電子病歷和藥品

安全管理成為各醫院現階段推行的重點。 

 

2.3.1 電子病歷 

電子病歷，顧名思義，即是以數位的方式紀錄病患病歷中的內

容，用以取代原有的紙本病歷紀錄的方式 (如表 2-3)。 

表 2-3 病患紀錄 

基本資料 病歷資料 

(a)身分證統一編號 

(b)姓名 

(c)出生年月日 

(d)出生地 

(e)婚姻狀況 

(f)住址 

(g)電話 

(h)家屬父、母親姓名 

(a)病患號碼 

(b)入院/看診日期 

(c)主治醫師 

(d)病歷(包含診斷、處置、醫囑等) 

(e)用藥處方、藥局 

(f)檢驗結果 

(g)圖像(包含心電圖、X-Ray、MRI等) 

(h)其他各種醫事人員執行業務所製作之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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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紙本病歷除了是用以記載病患病程狀況的記錄外，也是具

有法律效力的文件。因此醫療人員在書寫完紙本病歷之後，都需親自

簽章以示負責。而在電子病歷的時代，病歷已經數位化了，不可能再

用傳統的方式簽名蓋章。因此取而代之的，是醫療人員必須在完成電

子病歷後以電子簽章的方式註明該份電子病歷的作者，並且加密，以

避免其他人員的篡改。目前國內最常使用的簽章工具是醫事人員的 IC

卡，數位化的病歷在醫事人員以 IC 卡簽章後，該份文件便成了電子

病歷。 

  

相較於傳統的紙本病歷，病歷電子化以後，病患資料在患者同意

下，可以直接傳輸至轉診之醫院，方便民眾就醫也減少醫療資源的浪

費。電子病歷有以下的優點： 

1. 高效率：紙本病歷書寫後僅能存在一個地方取用相當不便而

電子病歷在產生之後只要符合規定的醫療人員皆可立即取用對於立

即獲得病患及時的病況有很大的幫助。 

2. 正確性：相較於手寫的紙本病歷，往往醫療人員都難以辨識

書寫者的筆跡；電子病歷則不但清楚，也易於了解。 

3. 法律文件：電子病歷有嚴格的監控規範，在簽章後，僅原作

者可以修改，且不論是增、刪、修改、複製或檢閱文件，系統都會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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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紀錄。不會再有竄改病歷的事情發生。 

4. 永久儲存：紙本病歷保存不易電子病歷可以很容易的永久保

存也節省空間。 

5. 環保：在醫院施行電子病歷後，除非必要，可以不再印出紙

本病歷，有效減少紙張的浪費。 

 

2.3.2 藥品安全管理 

隨著假藥報導的消息日益增多，藥品鑑定引起了全球範圍的關

注。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全球醫藥市場中假藥占10%以上。發

展中國家使用的藥品中約有25%屬假冒的產品。在某些國家，這一比

例甚至高達50%。根據美國大眾醫藥健康中心(CMPI)預測，2010年全

球假藥銷售額將高達750億美元，比2005年增加90%以上。 

EFPIA（歐洲藥業聯合會）的數據顯示，單是假藥引起的死亡人

數就高達十八萬。2009年4月，美國著名研究機構美國企業研究所發

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歐盟海關官員統計的數據也顯示，中國是世界

上四大假藥出口國之一。在2005年，中國名列第三。以美國為例包括

Procrit, Lipitor, Zyprexa, Serostim 及 Oxycontin等，除使消費

者信心產生動搖，也產生消費後的爭議，例如訴訟問題及因治療效果

不佳所產生後續醫療資源浪費和費用增加等，難以估計。因此，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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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11月美國食品暨藥物管理局(FDA)提出藥品無線射頻辨識技術

(RFID)可行性研究計畫方案，針對藥品標籤、仿單、電子紀錄及品質

等方向，落實病人安全用藥安全為核心價值，應用至藥品製造商、重

新再包裝者、再標籤者、代理商、零售商等整體藥品遞送流程。 

 

ABI Research RFID及非接觸式技術研究總監Michael Liard指

出：「假冒藥品是直接影響患者安全的普遍性嚴重問題。在這場對抗

假藥的戰役中，RFID努力證明此技術是對抗假藥的重要工具，越來越

多的醫藥公司期望運用此項技術來保護消費者遠離假藥帶來的危

害，避免非法仿冒所導致的營收損失，並且保護整個供應鏈的安全。」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識別技術已成為國際

發展趨勢，許多醫療院所正積極推動 RFID 識別技術。美國食品藥品

管理局（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認為，RFID 技術是

解決假藥問題的最好辦法。比利時和義大利的醫藥業目前已強制執行

藥品批量序列號，許多歐洲國家也將採用同樣的方法，美國也表示可

能在不久的將來強制執行藥品標籤政策。 

真藥識別可確保病患的安全，提升藥品供應鏈的效率，減少假藥地下

市場交易。批量序列號技術可將重要的藥品安全資訊傳遞給藥局，一

旦發現非法藥品，就會被回收，還可防止藥品誤拿、藥品有效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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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所有藥品都符合相關鑑定，適合病患使用(劉文雄/涂祖強, 

2007)。 

 

2.4 未來 RFID 產業趨勢 

未來 RFID 應用的產業別方面，未來五年前關鍵應用產業為汽車

業、政府部門與運輸物流。2009 年這三個產業的產值就高達 37.5 億

美元，佔全球 67.6%，(Michael Liard, ABI)預測至 2014 年政府部門、

交通與物流這兩個產業的成長仍可超過一成。ABI 觀察如零售、製

造、健康照護、商業服務等產業，雖然目前產值和比重不高，但這些

領域至 2014 年，年複合成長率皆可超過 1 成以上。 

 

 

 

 

 

 

 

 

 

 

圖 2-5 全球 RFID 應用發展趨勢 2009-2014 (資料來源：台灣 RFID

產值分析,李雅妮,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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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NEC 於 2009 年 7 月舉辦 Solution Fair 2009，展示針對不同

產業的新一代 IT 應用，如針對醫療業的 RFID 開刀房管理系統，RFID

是這些新一代應用的重點，其中透過主動式 RFID，強化開刀房的控

管，開刀房透過主動式 RFID，掌握病人的身分與所在的位置，目前

包含國泰醫院與行政院衛生署立新竹醫院都已經著手導入。 

預計 2010 年正式開幕的長榮礁溪鳳凰酒店，則是將 RFID 應用

在樓層與客房的控管，將以 RFID 來管控樓層與客房的進出，進而降

低整體用電量，將 RFID 與目前最夯的節能技術相結合。 

美商德州儀器公司，發表門禁管制 『免接觸式』人員管制 TIRIS

系統：利用 RFID 來進行門禁管制，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免接觸式』。

利用這個特性，員工不再需要拿起識別證才能經過讀取器，只要識別

證在讀取器的有效範圍內，甚至是放在衣服口袋或是手提箱內，它還

是能有效的傳送資料。因為讀取器處理的速度很快，當換班，也就是

指大量的員工在同時離開廠區時，員工也不需在大門等候，只要依平

時的步調走出大門即可(游啟聰, 2010)。 

 

2.4.1 零售業 

環保已成國際共同關注議題，在過去因為追求便利性而犧牲了環

保已不再為地球村所認同，在京都議定書簽定後，很多人認為新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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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流通業革命(後便利商店時代) 即將開啟 Amenity Green Concept 

Store 美化綠化概念店更多應用，以日本長野縣為例，該縣已經開始

限制便利商店的營業時間，未來，RFID 多功能智慧型無人店鋪將可

能成為人們購物時的新選項。 

RFID 多功能智慧型無人店鋪概念主要是利用高科技結合環保節

能的潮流與促進流通產業高效經營理念下，所促成提供顧客安全便利

愉快的資訊服務與自在購物空間，在服務上標榜提供虛實整合、以極

合理且具競爭力的價位，提供顧客必要的實體商品(可包裝之商品)、

資訊服務、數位商品(線上充值)、分眾傳媒、金融服務(eATM)及數位

加密憑證(票券及有價憑證)等功能以外。 

RFID 多功能智慧型無人店鋪 Amenity Green Concept Store 美化

綠化概念店主要希望提供居民在結合都市便利與鄉村綠化、美化等優

點，結合以上的商品銷售、監控錄影、雙向互動、協力治安、代收繳

費、叫車服務、急難救助甚至醫療照顧等服務，同時顧到生態文化、

環境共生、都市景觀等重要議題，RFID 多功能智慧型無人店鋪(圖 2-6)

所能創造的金流系統，可節省通貨之使用，提升應用國際化的潛能(周

復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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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RFID 多功能智慧型無人店鋪(資料來源：RFID 應用推動

辦公室, 周復光, 2009) 

  

2.4.2 RFID 圖書管理 

RFID 帶來的便利性，同時被業者廣泛應用在各個層面，除了以上提

到之應用外，目前已有部分圖書館導入 RFID 技術以管理館內書籍，

也加速整個圖書管理流程，減低圖書館所需之人事成本。 

 RFID 圖書管理系統，大部份可提供之功能如下：自助借還書系統、

加速盤點作業、簡化借還書作業、防盜偵測系統、錯置書籍歸類，這

些功能帶來的效益，確實改善了以往圖書管理繁覆的手續及人員用量

上的缺失，有效加速並簡化作業流程 

RFID 應用在現代圖書館的優勢： 

1.自助借還書系統：目前圖書館的借還書作業除了刷條碼外，還需做

上磁及消磁的繁瑣工作，RFID 標籤取代條碼、磁條，加上RFID可以

一次讀取多筆資料，同時減少讀者的等待時間及館員的例行業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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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了圖書館的服務品質和形象。 

2. 加速盤點作業：目前圖書館盤點的方式一定要將書從書架上將每

一本書取出，RFID Tag 以無線電波傳送資訊，可以一次讀取數個RFID 

標籤資料，簡化盤點工作。 

3. 簡化借還書作業：利用圖書館自助借還書週邊設備，讓讀者可以

自行辦理圖書的借還。 

4. 錯置書藉歸類：利用 RF 無線電波感應技術，使放置錯架的圖書

能很快被發現，提高圖書館館員整架的工作效率(徐月美,2006)。 

 

結論:現在的醫療給藥仍有大量的失誤造成病人的用藥安全出現

問題，例如：藥師在配藥時取錯藥、藥師發藥時未與病人核對資料導

致誤拿別人的藥，這些都是目前較為常見的失誤。此次，本研究利用

RFID 的特性，透過 Reader 讀取貼在藥罐上已寫入藥品資料的 Tag，

進而核對藥品有無錯誤作為藥師取藥的多一層把關；並透過與資料庫

的連結應用方便藥師管理藥品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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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建置一個藥品管理系統。首先，本研究小組透過實習階

段與瑞帝電通公司進行系統研究，清楚並了解該使用何種工具及軟體

來建置系統環境。再者，經過文獻探討分析後，了解 RFID 系統的方

便性、降低失誤率以及藥物庫存管理，建置一個藥品管理系統。最後，

本研究採用實作的方式，建置藥品管理系統。 

 

3.2 需求分析 

模擬診所開立藥單與給藥的需求描述如下： 

1.開立藥單系統：提供醫師開立藥單的介面，以傳輸配藥單給藥劑師。 

2.藥品核對:拿取藥品讀過RFID Reader幫助藥劑師再次確認藥品是否

有誤。 

3.藥品數量控管:系統將自動扣除藥單上所使用的藥物數量，若剩餘量

低於安全存量時發出警示訊息。 

4.藥品新增與刪除：於藥劑師所使用的介面中，提供藥劑師新增與刪

除藥品的功能。 

5.使用紀錄：每日於門診時間結束時將自動統計當日各種類藥品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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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作業平台為 Microsoft Windows XP SP2 、套裝軟體

Flash CS4、程式語言 C#、資料庫 MySQL 以及 RFID 模組相互搭配使

用，以建置一個藥品管理系統環境。 

 
3.3.1 Flash CS4 

Flash 是 Macromedia 公司開發的網頁多媒體製作軟體，向量繪圖

與動畫編輯功能，簡易地製作連續動畫、互動按鈕、繪圖與音效在您

的網頁中使用。可以不需要任何程式腳本即可在網頁中增加互動式多

媒體。互動式的動畫和影音同步效果使網頁繪圖更加生動活潑，使用

了 Flash 製作的任何物件，皆可以時間軸與動態路徑的動畫設計方

式，由淺入深，容易學習與使用。 

 
Flash CS4 

Flash CS4 是 Flash 8 的升級版，整個軟體界面功能與 Flash 8 大

同小異，Flash CS4 則新增了許多功能，讓使用者使用起來更加方便

（唐有明, 2010)。 

1. 物件式動畫 

物件式動畫不僅可以大幅簡化 Flash 設計工作，還能提高您的控制能

力。補間動畫現在已直接套用至物件而非關鍵影格，如此一來，您就

可以精確地控制每個不同的動畫特質。 



33 

2. 移動編輯器面板 

透過關鍵影格編輯器，體驗完全地獨立控制每個關鍵影格參數，包括

旋轉、大小、縮放、位置、篩選等等。您可以使用關鍵影格編輯器，

以圖像方式控制使用曲線的加/減速。 

3. 移動補間動畫預設效果 

可以將內建動畫套用至任何物件，快速啟動您的專案。您可以從數十

個內建預設效果選擇，也可以自行建立並儲存新的效果。在數個團隊

之間共用預設效果，可以節省製作動畫的時間。 

4. 使用骨塊工具進行反向運動 

可以使用一系列的連結物件輕鬆地建立連鎖般的效果，或使用「骨塊」

工具快速扭曲單一物件。 

5. 3D 變形 

您可以使用新的 3D 變行工具，透過 3D 空間將 2D 物件製程動畫。變

形工具包含旋轉和轉譯，可以讓您對 X、Y 和 Z 軸製作動畫。套用

本機或全域旋轉，即可讓物件相對於本身旋轉，或相對於「舞台」旋轉。 

6. 使用裝飾工具進行裝飾繪圖 

可以輕易地將任何元件轉變成即時設計工具。無論是建立稍後可使用

筆刷或填色工具來套用的圖樣，或是使用一個或多個元件並搭配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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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工具建立類似萬花筒的效果，「裝飾」都能提供新的方式讓您搭

配元件進行設計。 

7. Adobe kuler 面板 

Kuler 面板是您通往色彩群組或主題的入口，而這些色彩群組或主題

則是由線上社群的設計人員所建立。您可以利用它瀏覽 kuler 網站上

數以千計的主題，然後下載以進行編輯或包含在您自己的專案中。您

也可以使用 kuler 面板來建立和儲存主題，然後上載到 kuler 社群與

大家分享。 

8. 為 Adobe AIR 編寫應用程式 

使用新的「發行至 AIR」功能，您可以在桌面上加入互動式體驗。

Adobe® AIR™ 是一種新的跨作業系統執行階段，可讓您利用本機桌

面資源以及資料來提供更具個人特色、更有趣的體驗。您可以使用和

發行至 Flash® Player 的相同技術，透過更多裝置 (例如網頁、行動

裝置和桌面) 來讓更多對象能看到您的內容。 

9. 樣本聲音元件庫 

建立包含聲音的內容時，新的聲音效果元件庫可以讓過程更為容易。 

10. 垂直顯示的屬性檢測器 

「屬性」檢測器現在已改為垂直顯示，可以讓寬螢幕使用者擁有更多

「舞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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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的專案面板 

新的專案面板能讓您更輕鬆地處理包含多個檔案的專案。例如，將屬

性變更套用至多個檔案、在建立元件時將元件儲存至指定的檔案資料

夾等等。 

12.支援 H.264 的 Adobe Media Encoder 

可以提供更高品質的視訊，並大幅提升您的操控體驗。使用其它 

Adobe 視訊產品 (例如 Adobe® Premiere® Pro 和 After Effects®) 

中的相同工具，即可編碼為 Adobe Flash Player 可辨識的任何格式。 

13.Adobe ConnectNow 整合 

Adobe® ConnectNow™ 可讓您和其他使用者在線上共用螢幕和舉行

會議。您可選擇「檔案 > 共用我的螢幕」，從應用程式介面直接開

啟 ConnectNow。 

14.在 Soundbooth 中進行編輯 

Adobe® Soundbooth™ 使用者現在可以直接在 Soundbooth 中編輯

從 Flash 匯入的聲音。編輯聲音檔案時，Adobe ASND 聲音檔案格

式能提供非破壞性的編輯方式。 

15.增強的中繼資料支援 

新的 XMP 面板可以讓使用者快速並輕鬆地為 SWF 內容指派中繼

資料標籤。此外，使用者還能將可辨識 XMP 中繼資料的 Ad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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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和其它 Creative Suite® 應用程式所能辨識的其它中繼資料加

入 SWF 檔中。這項支援可以改善組織並啟用快速搜尋和擷取 SWF 檔。 

16.與 Flex 開發人員合作 

匯入以 Flex™ Builder™ 開發、只有程式碼的 ActionScript® 3.0 

SWC 組件。 

17. XFL 匯入 

從 InDesign® 和 After Effects 匯入具有完整檔案的內容。XFL 是新

的檔案格式，可以讓設計人員輕鬆地建立能夠以 Flash 進一步開發的

內容。 

18.支援 Adobe Pixel Bender 

在即時需要表現創意時，讓您輕鬆地在執行階段套用自訂篩選和效

果。您可以使用 Adobe® Pixel Bender™ 建立獨一無二的濾鏡、混

合、和填色 (有了 Adobe Pixel Bender，這些項目都可以在數個應用

程式中使用)，以針對 Adobe Flash Player 執行階段環境產生引人注

目的隨選視覺效果。只需撰寫一次濾鏡，便可以使用 ActionScript 3.0 

來多次共用或套用這個濾鏡。 

19.消除 JPEG 的馬賽克 

如果使用這個發佈設定選項，便可以減少 JPEG 檔案在高度壓縮後

形成的一般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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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經過改善的元件庫面板 

經過改善後的新「元件庫」面板包含搜尋和排序功能，以及可以一次

設定多個元件庫項目的屬性，讓您處理資源時更為輕鬆。 

21.新的 Creative Suite 使用者介面 

透過直覺式面板鎖定及具備彈起功能的行為，協助您在 Adobe 的各

個 Creative Suite 中與各項工具互動，大幅提高您的效率。 

22.新的字體選單 

現在，在 Flash 的字體選單中，您可以預覽每個字體和其中內含的每

種樣式。 

23.硬體加速 

所發佈的 SWF 檔現在可以透過可用的硬體達成更佳的播放效能。 

24.社群說明 

「社群說明」是由 Adobe 和業界專家所主持、位於 adobe.com 網站

上的一個整合環境，可讓您存取各社群精心策劃提供的內容。使用者

的意見反應和分級評等將引導協助您找到解答。使用者可以搜尋「社

群說明」，以取得關於 Adobe 產品和技術的最佳線上內容(唐有明,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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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C# 

C#是一種先進的、物件導向的語言，可讓程式設計人員替新的

Microsoft.NET 平台快速建置各種應用程式，並提供完全利用運算與

通訊功能的工具與服務。 

C#是一種先進的、物件導向的語言，可讓程式設計人員替新的

Microsoft.NET 平台快速建置各種應用程式，並提供完全利用運算與

通訊功能的工具與服務。 

C#由 C 語言和 C++衍生而來，繼承了其強大的效能，同時又以.NET 框

架類別庫作為基礎，擁有類似 Visual Basic 的快速開發能力。 

一、生產力與安全 

新的 Web 經濟，競爭者僅在一指之遙，迫使商業以前所未有的

速度來回應競爭者的威脅。開發人員被要求縮短週期時間並生產更多

的程式增值修訂版，而不是生產單一的重要版本。 

C#在設計時是以這些考量為前提，此語言是要協助開發人員能少

寫幾行程式碼、少犯一些錯誤而可以多做一些工作。(Ivor Horton 著

蔡明志譯, 2008)  

二、擁抱新興的 Web 程式設計標準 

開發應用程式的新模型是指有越來越多的解決方案需要使用新

興的 Web 標準，像是超文字標記語言(HTML)、可延伸標記語言(XML) 

與 SOAP。現有的開發工具是在 Internet 盛行之前或今日我們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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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Web 正在起步階段時所開發的。結果，在使用新的 Web 技術時這

些開發工具有時就無法和新技術契合的很好。 

C#程式設計人員可以使用大規模的架構以便在 Microsoft.NET 

平台上建置應用程式。C#含有內建的支援，可以將任何元件轉換成

XML Web Services，讓您可以透過 Internet 從在任何平台上執行的任

何應用程式來叫用這些元件。 

更棒的是，XML Web Services 架構可讓現有的 XML Web Services

對程式設計人員而言看起來就像是原生的 C#物件，這樣就可讓開發

人員以他們本有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技術來利用現有的 XML Web 

Services。 

C#具有更精細的功能成就它為優異的 Internet 程式設計工具。例

如：XML 正做為透過 Internet 來傳送結構式資料的新興標準方式。這

樣的資料集通常都很小。如需較佳的效能，C#可讓 XML 資料直接對

應至結構資料型別而非類別。這是處理小量資料較有效率的方法(洪

國勝, 2006)。 

三、消除代價高昂的程式設計錯誤 

即使專業的 C++程式設計人員也可能會犯下最簡單的錯誤，例

如：忘記初始化某個變數，而這些簡單的錯誤常常會造成無法預期的

問題，並且可能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被發現。一旦某個程式已經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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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工作上，即使是最簡單的程式設計錯誤也可能要花很高的代價來

修正。 

C#的先進設計消除了最常見的 C++程式設計錯誤，例如：記憶

體回收解除了程式設計人員手動管理記憶體的負擔、環境會自動初始

化 C#中的變數、變數為型別安全(Type-Safe)。 

最後的結果是成就一種語言，可讓開發人員更加容易的撰寫與維

護可解決複雜商務問題的程式。 

四、使用內建的版本控制支援來降低進行中的開發成本 

更新軟體元件是一件很容易發生錯誤的工作，修訂程式碼時很可

能會不經意的變更了現有程式的語意。為了協助開發人員避開此問

題，C#在語言中包含了版本控制支援。例如：方法的覆寫必須要明確，

不能如同使用 C++或 Java 一樣不慎地發生。這樣可避免發生編碼錯

誤並維持版本控制的彈性。有一個相關功能是對介面與介面繼承的原

生支援。這些功能可讓複雜的架構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得以開發並進化。 

結合在一起後，這些功能可讓專案較新版本的開發程序變得更為

穩固，從而降低後續版本的整體開發成本。 

五、功能強大、善於表達與彈性又可細分為兩部分： 

1.商務程序與實作之間的較佳對應 

  由於公司在商務規劃上花費了高階的努力，在抽象的商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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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與實際的軟體實作之間建立緊密的連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

大部分的語言工具都沒有將商務邏輯與程式碼連結在一起的簡易方

式。例如：開發人員今天可能會使用程式碼註解來辨識有哪些類別組

成了某特定抽象商務物件。 

C# 語言可讓您使用可以套用至任何物件的型別、可擴充的中繼

資料。專案設計師可以定義網域特有的屬性並將它們套用至任何語言

項目、類別、介面等等。開發人員接著就可以用程式設計方式來檢查

每一個項目的屬性。這樣會變得比較容易，例如：撰寫一個自動化工

具，來確保每一個類別或介面都能被正確識別為某特定抽象商務物件

的部分，或只是直接依據物件的網域特有屬性來建立報表。自訂的中

繼資料與程式碼之間的緊密結合有助於強化預定程式行為與實際實

作之間的連繫。 

2.廣泛的互通性 

大部分的企業應用程式都適合 Managed、型別安全的環境。但

實際經驗卻顯示一些應用程式仍然需要有「原生」程式碼，除了因為

效能理由外也為了要和現有的應用程式發展介面(API)互通。即使當

開發人員比較喜歡使用較具生產力的開發環境時，這樣的情形也可能

會促使開發人員選擇使用 C++。 

C# 經由下列方式來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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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含對元件物件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COM)與

Windows 為基礎架構之 API 的原生支援。 

(2.) 允許有限使用原生指標。 

如果使用 C#，每一個物件都會自動成為 COM 物件。開發人員

不再需要明確地實作 IUnknown 以及其他 COM 介面。反之，這些都

是內建的功能。同樣的，C#程式可以自然地使用現有的 COM 物件，

不論這些物件是使用何種語言編寫而成。 

對於那些有此需要的開發人員，C#含有一個特別的功能，可讓程

式對外呼叫至任何原生 API。在特別標記的程式碼區塊內，開發人員

可以使用指標與傳統的 C/C++功能，例如：手動管理的記憶體以及指

標算術。這是超越其他環境的重大優點。亦即，C#程式設計人員可以

在現有的C 與C++程式碼基底上進行建置，而不是捨棄既有的程式碼。 

在以上兩個案例中，COM 支援與原生 API 存取，其目的是要替

開發人員提供必要的強大功能與控制而不需離開 C#環境 (陳錦輝, 

2006)。 

 

3.3.3 MySQL 資料庫 

MySQL 是一種資料庫的系統伺服器。MySQL 資料庫內的資訊以

相關的表格形式儲存，資料庫通常使用於網路應用的開發，並與 PHP

搭配使用，這是一個快速、多線性、多使用者和強壯的SQL資料庫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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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MySQL 資料庫伺服器中可以建立非常多個資料庫，而每一

個資料庫中又可以建立非常多的資料表，每一個表格也都可以存放非

常多的資料，因此資料庫的功能是非常強大的，不同的資料表格其實

也都可以放在同一個資料庫中(陳宗興, 2000)。 

對 MySQL 而言一個資料庫中放置上千的表格，上百萬筆隨時變

動的資料都不會有問題，但是對於管理上可能會比較麻煩，或者是資

料庫有彼此使用權限上區分的需求，就會需要較多的資料庫數量，當

然對使用者而言，也許數量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您的網站不會使用的

太多的程式和資料庫，也不會開很多的網站，其實資料庫的使用量就

不會太大(盧東華/廖文淵, 2000)。 

MySQL 是一個快速、多執行緒、多使用者且功能強大的關聯式

資料庫管理系統（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RDBMS）

以下是 MySQL 的特性： 

1.使用 C 和 C++編寫，並使用了多種編譯器進行測試，保證原始

碼的可移植性。 

2.支援 AIX、BSDi、FreeBSD、HP-UX、Linux、Mac OS、Novell 

Netware、NetBSD、OpenBSD、OS/2 Wrap、Solaris、SunOS、Windows

等多種作業系統，為多種程式語言提供了 API。 

3.這些程式語言包括 C、C++、C#、Delphi、Eiffel、Java、P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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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Python、Ruby 和 Tcl 等。 

4.支援多執行緒，充分利用 CPU 資源，支援多用戶。 

5.優化的 SQL 查詢演算法，有效地提高查詢速度。 

6.既能夠作為一個單獨的應用程式應用在客戶端伺服器網路環

境中，也能夠作為一個庫而嵌入到其他的軟件中。 

7.提供多語言支援，常見的編碼如中文的 GB 2312、BIG5，日文

的 Shift_JIS 等都可以用作資料表名和資料列名。 

8.提供 TCP/IP、ODBC 和 JDBC 等多種資料庫連線途徑。 

9.提供用於管理、檢查、優化資料庫操作的管理工具。 

 

3.4 RFID模組 

 

圖 3-1 RFID-EVAL-LABK 實驗模組(瑞帝電通) 

型號：RFID-EVAL-LABK 

名稱：平價型英國 RFID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發展開發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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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及產品特色： 

1. 英國 RF Solutions 公司原廠精心設計製造的一套以「平價設

計」卻能夠針對 RFID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的研究發展應用及教學開發

套件。 

2. 被動式無線射頻辨識技術(Passive RFID)：採用飛利浦公司

(Philips)被動式無線射頻辨識技術晶片可抽換式RFID 讀寫器模組設計。 

3. 完整軟硬體系統：RFID-EVAL-LABK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開發

套件內容標準配件提供： 

(1)一組 RFID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發展實驗板。 

(2)一組同時支援高頻 13.56MHz 雙系統(Mifare)ISO-14443A 及

(I-Code)ISO15693 國際標準之 RFID 讀寫器模組。 

(3)一組高頻(HF, 13.56MHz)Mifare 及 I-Code RFID Tag。 

(4)英國 RF Solutions 公司合法軟體及教學 CD 光碟。 

(5)RFID-EVAL-LABK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開發套件中文版實驗

教材及電腦連線 Cable 配件。 

4. RFID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加密(Encryption)」與「解密

(Decryption)」：RFID-EVAL-LABK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開發套件就利

用其提供的軟體操作範例說明 Mifare 系統最重要的「加密」與「解

密」之原理與實際操作方法應用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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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DK 軟體快速切換視窗：提供高頻 13.56MHz Mifare 與

I-Code，SDK 軟體快速切換視窗供使用者快速切換進入不同 RFID 資

料讀寫模式。 

6. RFID 無線射頻辨識技術實習教學：RFID-EVAL-LABK 無線

射頻辨識技術開發套件提供完整 RFID 教學課程，例如：讓學生透過

麵包板結合 RFID-EVAL-LABK 實驗板設計完成一個 RFID 門禁保全

系統(RFID Security Application)，並提供教授完整的中文實驗教材，

由實驗目的、實驗原理說明及實驗步驟等，讓學生不僅學習到 RFID

重要原理技術，同時透過實驗課程實際操作。 

7. 「GUI 人機介面操作軟體」與「資料庫軟體介面」：提供人機

介面操作軟體(GUI)，使用者可以實驗方式學習真正實務練習：RFID

在票務管理、交通卡管理(如：悠遊卡或會員卡)重要的「加值」、「減

值」之操作；以「Access」資料庫軟體介面，可以記錄資料、設備或

人員管理的資料庫開發應用(Data Base Application)。 

 

3.5 可行性分析 

一、經濟可行性分析 

  成本的考量，實行 RFID 藥品管理須負擔總硬體設備的成

本，主要分成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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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FID 器材：讀取器、標籤、傳輸線等。  

2.週邊設備：NB、延長線、網路線、(讀取器、天線)固定座等。 

    本研究主要為模擬使用，除負擔 RFID 器材外，並沒有其他

額外費用支出。 

二、技術可行性分析 

1.讀取速度：必須先瞭解硬體以及流程對於速度的影響以及限

制；此外物件之間的堆疊距離以及標籤相對位置也應該一併考量 

2.貼標方式：雖然 RFID 的讀取限制相對較小，但是仍會因為貼

標位置而有所影響，因此瞭解標籤貼附的方式的限制以做為天線架設

的參考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3.干擾因素：(一)周遭的金屬環境(二)機台以及其他無線環境的干擾 。 

4.系統整合：系統整合包含硬體與軟體的整合，及資料庫傳輸連

線問題。硬體整合方面，RFID 讀取器可能需要連接其他的訊號輸入

或輸出；軟體整合需確認讀取器與後端主機的資料連接方式(有線或

無線)、資料過濾或事件的條件以及資料傳輸的間隔時間等，在硬體

安裝後必須進行實測，確定資料的準確性以及讀取效能符合需求。在

某些情況下，讀取的效果會由於程式設計而有很大的差異。 

三、效益可行性分析 

1.護理人員：給藥時透過 RFID 的輔助作業方式刷入電腦系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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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減少因為人為疏失而發生的醫療問題避免給錯藥，落實用藥安全。 

2.藥事人員：有效確保病患身分之正確性、使用藥品的正確性(包

括醫師處方、藥師調劑及病患服用藥品等)及應用有效的臨床警示系

統於臨床實務，提升用藥安全。 

3.醫院管理部門：透過 RFID 的應用，可確認住院病患所有處方

用藥，包括各種注射途徑用藥、口服、外用藥及病人身份等，於床邊

給藥時透過電腦系統再確認，減少因人為疏失而發生的醫療問題，此

項功能不僅增加用藥安全，也增加醫病關係，減少因人為疏失所衍生

的醫療糾紛。 

四、RFID 藥品管理發展的障礙 

1.新舊結合：舊系統與新系統可能有銜接上的問題，以前和現在

的流程也有差異性問題。 

2.教育訓練：使用系統前實施教育訓練，如何可以讓醫療人員在

短時間內學會操作使用系統，而不產生銜接上的問題。 

3.普遍可行性：因礙於成本考量，各醫療院所不願多負擔高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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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實作與說明 

4.1 資料庫執行環境 

表 4-1 藥單內容資料表 

 
 

表 4-2 掛號系統資料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M_ID varchar(8) 
否 

1 
藥單號(主鍵)

M_name varchar(5) 
是 

 
病人姓名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M_ID Varchar(8) 
否 

1 
藥單號(主鍵) 

M_ID_M Varchar(32) 
是 

 
藥名 

M_number Int(32) 
是 

 
用量 

M_Day Int(32) 
是 

 
天數 

M_Sum Int(32) 
是 

 
總計量 

M_IDnumber varchar(8) 
是 

 
藥品代號 

M_out varchar(2) 
否 

x 
是否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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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藥品資訊資料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M_ID_M varchar(32) 
是 

 
藥品名稱 

M_IDnumber Varchar(8) 
是 

 
藥品代號(主鍵)

M_Have Int(32) 
是 

 
藥品數量 

 

表 4-4 病人與醫生關聯資料表 

欄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M_name  Varchar(5) 
是 

 
病人名稱(主鍵) 

M_DT  Varchar(5) 
否 黃大方 醫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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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架構 

圖 4.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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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流程圖 

依照系統的使用者分為掛號登入流程圖、醫師端流程圖、藥師配藥端

流程圖。 

 
 
 
 
 
 
 
 
 
 
 
 
 
 
 
 
 
 
 
 
 
 
 
 
 
 
 
 

圖 4-2 掛號登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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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端

進入醫師
開藥介面

選擇功能

刪除藥單新增藥單 查詢藥單

是否輸入藥
單號

是

否

讀取資料庫
資料

查詢資料庫
(藥單資訊)

是

否

點選藥單
點選

空白藥單

刪除資料庫
指定資料

新增資料至
資料庫

刪除資料庫完成新增資料庫完成

是

否

是

否

 

圖 4-3 醫師端開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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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藥劑師取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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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統資料庫-ER-model 

 

圖 4-5 資料庫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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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統介紹 

病人來看病時會先在掛號登入系統中輸入姓名，在按下更新按鈕以新增。 

 
 
 

\ 

圖 4-6 掛號系統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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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醫生介面時可在 1 號框裡面新增藥單再按下新增按鈕以新增

資料也可以刪除整筆資料，在 2 號框裡面可以修改資料，按下更新按

鈕以更新修改過的藥品資訊。在輸入要單查詢欄裡輸入要查詢的藥單

號則會將此筆藥單資訊顯示在下方。 

 

圖 4-7 醫師開立藥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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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藥單內容更新以更新上方的藥單資訊，由下方讀取藥品編號

然後扣除該藥品的數量再回寫資料庫，而上方藥品資訊更新按鈕是更

新有異動的庫存藥品。列印按鈕則是將庫存藥品資訊列印輸出。 

 

圖 4-8 藥劑師取藥與庫存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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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列印按鈕，即輸出庫存藥品資訊。 

 

圖 4-9 庫存資訊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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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結論 

隨著網路及無線通訊日益發達，本研究建置之藥品管理系統與

RFID 無線射頻技術連結，透過 RFID 辨識藥品用以降低取藥錯誤率。

現今不論在一般診所或是醫院，大部份都是藥劑師依照藥單人工核對

取藥，正因如此時常發生取錯藥導致病患誤服藥的事件，這樣的醫療

疏失也對病患帶來威脅。 

本研究便是針對此疏失建立一 RFID 藥品管理系統，本系統設計

之處方籤開立流程，除了改善原有藥劑師依照藥單人工核對取藥的動

作，也利用電腦及網路來加快藥單處理速度；由於 RFID 模組簡單且

容易操作，只要藥罐上的 Tag 經由 Reader 讀取，藥品比對機制便能

確認藥品是否錯誤並提出警告，有效減少藥品拿取錯誤的發生率，也

能隨時掌握藥品庫存量，大幅降低藥劑師及護理人員的負擔，本系統

主要的特性就是利用電子化作業來降低人為疏失錯誤的機會。 

 

5.2 未來展望 

本系統雖然已建置完成，但是仍在些許部分有缺失，這些缺失若

能在未來繼續研發並改善，相信能成功建立一套更完整的 RFID 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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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系統。以下幾點是小組經討論過後認為可繼續發展的方向： 

1. 系統安全性：本系統在安全性部份仍須改進，例如：藥單傳輸

加密機制、使用權限、資料庫安全等，都是可繼續發展的方向。藥單

傳輸加密即在資料傳輸時多一層保護，以免傳輸過程中被竊取並修改

藥單；使用權限也能有效區隔醫師、護理人員及藥劑師在系統內所使

用的範圍，避免使用權限越界的問題；資料庫安全性若更加完善也能

減少資料外洩或是被竊取的風險，以保障醫療院所內部資料及病患之

隱私。 

2. 醫師認證機制：本系統之醫師介面一開啟便直接進入開立藥單

的畫面，我們希望能為每位醫師設立專屬的帳號及密碼，或是配發給

每位醫師身份識別卡，於登入系統前須先認證醫師身份才能順利進入

開立藥單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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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使用手冊 

 

硬體要求 

作業系統需求：Windows XP  

Cpu：Duo T6570 

硬碟：500G 

記憶體：2GB 

 

安裝硬體及軟體 

安裝前注意事項 

檢查步驟： 

1. 檢查配件：RFID Reader、Tag、安裝光碟、RS-232 轉接線、Reader

電源供應器。 

2. 檢查配件是否有零件脫落或損壞。 

 

RFID 機器的組裝 

一.正確拿取讀取器姿勢 

1. 左右手拿取 RFID 讀取器四端位置。 

2. 請勿碰觸晶片，避免晶片刮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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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連接插頭 

1.將電源供應器與插座連接 

      

2.將另一個插頭與 RFID Reader 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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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S-232 轉接頭連接 

 

1.將轉接頭與 RFID Reader 連接 

   

2.將轉接頭與電腦 USB 插槽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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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D 進行軟體安裝 

1. 將光碟片插入電腦 CD-ROM 

2. 將光碟內系統安裝於電腦中 

RFID (Tag)讀取介面操作 

1. 開啟光碟中 MicroRWD_RFID 介面(MicroRWD_RFID(2).exe)，若

不能執行，請到 Microsoft 下載 NET.Framework2.0.exe，並執行安裝。 

2. 在安裝完光碟之後，開啟桌面→瑞帝範例程式→MicroRWD_RFID

應用程式。 

3. 進入 MicroRWD_RFID 介面 

介面裡有Connect(讀取、連接)、Password(密碼設定)及Block(區塊)。 

以下簡單介紹其介面功能。 

A.與資料庫連結的功能選擇鍵。 

B.硬體與電腦連結的 COMPORT 連結選擇與 UID 的顯示。 

C.Password 的設定與選擇。 

D.顯示所選擇的 Sector 資料。 

E.搭配 Change Name 顯示輸入的中文字。 

F.使用於系統中的加值和減值，更改金額。 

G.使用於系統中的加值和減值，顯示總金額。 

H.顯示 User Name 內輸入的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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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設定硬體與電腦連接的 COMPORT，選擇好按右側的 Start，電

腦就會自動讀取放在機器上的 RFID-TAG，並顯示其 Serial 

number。 

 

 

P.S 每台電腦的 COMPORT 不一定相同，從電腦-系統-裝置管理員

中就可以找到 COMPORT 值了。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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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 Tag 放置於 RFID-Reader 上， 電腦就會自動讀取每張 TAG 的

值，並顯示於介面上 Serial number 中。 

 

6. P.S  Serial number 所顯示的數值是每張 Tag 的辨識碼，相當於身

分證字號。 

 
 
 
 
 
 

【護士端】掛號功能 

1.這是一開始假設的畫面，這裡面的四筆資料是我們先為了測試輸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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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新增，進行新增一筆資，並打上要掛號人的姓名： 

 

3.再按下更新鍵，進行把資料寫入，完成畫面如下： 



72 



73 

【醫生端】 

1.一開始的畫面，可選是那位醫生看診的，旁邊有附下拉式選單。 

 

2.說明介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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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藥新增的辦法： 

 3-1.按下新增鍵，正常執行畫面： 

 

 3-2.請打進您要開的藥(紅色框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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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按下更新鍵進行寫入： 

 
 

4.刪除方法： 

 4-1.醫生如有輸入錯藥名，可點選藥品選項前的箭頭指標，並進

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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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按下刪除後，會跳出是否刪除的視窗，如藥劑師確定要刪除

的藥名正確，按下是既可進行刪除；再者，按否跳回前面並重新操作。 

 

5.查詢功能： 

 5-1.醫生要查詢要單時，在紅色框框內輸入您要查的單號，並按

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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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點下查詢，所查的藥品資訊會顯示在查詢旁的紅色框框內，

即可進行檢查藥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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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端】 

1.開啟的畫面： 

 

2.查詢病患用藥(使用紅框處進行下一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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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庫存扣除： 

 3-1.先在下面資料內打上 ITEM0001與100，也就是扣掉 ITEM0001

庫存 100 個，而這部份後來會用 RFID 讀入的這兩個值進行運算。 

 

 3-2.按下取出，即會把那筆扣除，並顯示出他所剩的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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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列印功能，按下列印即會列印整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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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甘特圖 

 

       99 年                            100 年 

            

   時間 

 

工作 

項目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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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研究主

題 

 

  

資料蒐集  

 

相關報導整

理 

 

 

撰寫書面報

告 

 

 

FLASH 元

件製作 

  

 

醫師介面修

改 

 

 

繪 製

ER-MODEL 

 

 

醫師程式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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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元

件修改 

 

 

藥劑師介面

修改 

 

 

藥劑師程式

修改 

 

 

繪 製

ER-MODEL 

 

 

製作使用手

冊 

 

 

書面報告總

彙整 

 

 

PPT 統整  

 

 

 目標進度：          實際進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