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 

專題研究報告 

 

 

具提醒及確認功能的智慧藥盒雛型設計  

   指導老師：林冠妤 老師、 

吳槐桂 老師 

     組    員：彭聖博、劉邦星、 

王琮勛、林誌啟、 

凃冠暉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



  

I 

誌謝 

本組報告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林冠妤老師與吳槐桂老師細

心引導且耐心的協助我們完成專題，從一開始的文獻探討提供了許多

寶貴的意見，並且透過每一次專題會議的指導，在過程中有許多的困

境，老師都很有耐心的指導著並提供相關的資源，讓我們的作品有機

會於2015年10月在日本大阪舉行的IEEE 4th Glob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GCCE 2015)進行口頭發表，並與現場的專家學

者進行討論。 

從過程中累積了實務經驗，也習得許多產品的相關知識和技術，

體會到研發人員的辛苦，便對於產品設計感到讚嘆，每一個產品設計

的背後是多少個專家學者的巧思與心力，反覆了無數的實驗與改進，

才能呈現出完美的成品，這是我們在製作專題過程中吸收的知識。 

最後感謝各組員之間的互相配合，過程中雖然有不少問題產生，

從一開始的資料蒐集或是書面製作，到程式撰寫都碰上問題，但藉著

我們組員的合力分工及老師的協助使得解決所有問題，更重要的是讓

我們了解互助、分工的重要性，使我們得到無法取代的經驗。 

 

 

 

 

 

 

 

彭聖博、劉邦星、王琮勛、林誌啟、凃冠暉 

謹致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於嶺東科技大學 



  

II 

摘要 

近年來醫療水準提升與經濟的發展，使得高齡化與少子化成為大

多數國家的顯著現象。就臺灣的高齡化而言，高齡患者由於身體機能

的自然退化，各項慢性疾病的發生率亦隨之上升，而慢性疾患者須長

期服藥，但在服藥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問題，包含了患者能否按時服

藥、患者的重複服藥問題、以及藥品儲存的衛生問題都是值得探索解

決方案的研究議題。若能針對這些問題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案，則可達

到控制病情甚至痊癒的效果。  

為解決上述高齡患者遺忘服藥的問題，本研究以醫療院所給藥時

常見的藥袋方式為基礎，運用聲響提醒並結合二維條碼技術進行智慧

藥盒的設計與開發，以往的智慧藥盒需手動分配藥物到藥盒中，過程

中藥物不僅接觸空氣及手部，甚至患者是否有確實洗手都會造成衛生

上的疑慮。為解決以上問題，患者每次服用之藥物分裝在藥包中並印

上二維條碼，使患者服藥前先透過藥盒上的鏡頭掃描來確認這包藥是

否為該時段服用的藥包，掃描之後能夠在藥盒上看見藥物資訊以及該

藥品的副作用等資訊，我們的作品簡易上手讓患者在忙碌的生活也不

忘按時服藥。 

關鍵詞：智慧藥盒、二維條碼、高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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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當今臺灣醫療技術的發達以及少子化影響造成臺灣高齡化人口迅

速成長，臺灣於民國82年9月高齡化人口超過7%[1]，正式進入高齡化

社會；高齡化問題全球都非常重視，臺灣只花了24年就進入老化型的

高齡化社會[2]，老化的速度令人憂心，如何有效使用科技降低此衝擊，

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為了解臺灣高齡化以及少子化比例，我們由內政部統計處查詢近

10年的人口比率，如圖1.1。民國94年老年人口的數量是總人口數的

9.74%，出生率則是0.9%；民國98年老年人口為10.63%，出生率則是

0.83%；民國103年的老年人口比率已達到12%，出生率則是停在0.9%；

民國94年的老年人口及出生率比例差了約十倍；民國98年的比例多成

長了約兩倍；到了民國103年老年人及出生比率沒有下降的趨勢，反而

差距更大，到達了十三倍[3]。 

圖1.1 人口比率表[3] 

 

9.74% 10.00% 10.21% 10.43% 10.63% 10.74% 10.89%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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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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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為協助患者培養良好的服藥習慣，由家屬或年長者將藥物依服藥

時間分別置於藥盒中，並依照服藥時間服藥，成為一種常見的方式。

藥盒發展主要可分為傳統藥盒與智慧藥盒兩種：傳統藥盒可置入一日

或一週的藥物，並依照每日的服藥時段將藥格予以劃分，以增加使用

者的便利性，由於傳統藥盒不具有提醒功能導致時常忘記服藥，且患

者分藥時會造成衛生上的問題；基本的智慧藥盒功能在於可依照患者

服藥時間，透過智慧藥盒發出聲音進行提醒，讓患者按照指定的時間

進行服藥。 

我們觀察到現今的藥盒都必須自行分藥，且導致藥物長時間暴露

於空氣中，可能會造成藥物氧化或滋生細菌；為解決上述的問題，本

研究以一般醫療院所給藥時常見的藥包為基礎，會將每次需要服用的

藥物封裝成一包，以便於患者服用。 

使用本研究之智慧藥盒時，將於藥袋與藥包表面印製QR Code，讓

患者使用智慧藥盒掃描QR Code，並透過QR Code裡儲存的患者服藥相

關資料輸入至智慧藥盒後即可使用，再利用本研究做服藥提醒以及服

藥流程確認，能夠確認該藥包及藥物是否為該時間需服用；本研究除

了能讓患者更準時服服藥物之外，也不需要擔心藥物會長時間接觸空

氣導致藥品潮解，也能節省分配藥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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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解決長期服藥患者煩惱為目的，我們蒐集患者使用智慧

藥盒時常發生的問題，如：是否已經服藥、自行分配藥物或藥物暴露

於空氣中等，為了改善以上問題，我們預計達成以下目的；應用QR  

Code技術印製在藥包上，讓患者透過智慧藥盒掃描是否為正確服藥時

間，同時也改善自行分配藥物的動作，因此不用擔心藥物會長時間暴

露在空氣而造成潮解或滋生細菌等問題。 

患者於醫療院所看診後，醫生將依病情開立適當藥物，看病過程

中會提醒服藥後的副作用，但是患者可能會忘記提醒的注意事項或是

藥物相關訊息；第一次使用本組作品時，需將藥袋上的QR Code做第一

次的掃描，將資料輸入到藥盒中，其中包含了服藥時段、服藥方式、

藥品名、副作用等相關資訊，讓患者在服藥時能夠更清楚的了解該次

藥物有哪些效用，確保藥物是否對病情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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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

訂定專題題目

文獻探討

蒐集相關資料

資料整理與使用
工具分析

系統建置與程式
設計

系統功能測試

功能是否達到預
期目的

結論與未來展望

是

專題完成

修正系統功能否

 

圖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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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藥盒概述 

智慧藥盒目前並不普及，在日常生活中多數以傳統藥盒為主軸，

為了能使生活更加便利，本組蒐集與智慧藥盒相關的文獻做參考，了

解智慧藥盒在社會上的接受度以及優缺點。 

現今的智慧藥盒主要以提醒為目的，而不同藥盒就有各類型的使

用者介面，所以使用者必須學習智慧型藥盒的操作介面，方能將使用

者資訊或藥物資訊輸入至藥盒中，但是這樣繁複操作程序，對於年長

者而言或許不善於操作電子產品，僅能由親屬代為操作，因而增加親

屬的負擔。為了解決以上問題，結合網路連線或通訊功能的智慧藥盒

陸續被實現，透過電話線與醫療院所端進行資料傳輸，接收服藥排程

的資訊並提醒患者服藥，同時提供分藥協助、服藥紀錄與搜索藥盒等

功能，為目前功能較齊全的智慧藥盒。  

結合網路連線或通訊功能傳輸服藥資訊，固然可以大幅增加使用

的便利性，但針對有預算限制的患者而言，將會提高購置的成本，造

成推廣的難度增加；此外，保存藥品最重要的原則是避光、避潮、避

熱，因為各種藥物的安定性以及特性都有所不同，通常在包裝上會有

特殊設計，如果藥物容易潮濕，分裝在藥盒中反而會增加藥物變質的

速度。 

因此，不是所有的藥物都適合使服藥盒分裝。現有的智慧藥盒或

服藥提醒系統，包括了以下問題： 

1.親屬或患者必須手動將藥物放置或分裝於藥盒，造成不必要的人

力負擔。 

2.藥盒密封度不夠或藥物潮濕，分裝於藥盒中會加快藥物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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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法存放藥粉或非固體型態的藥物，如藥粉、咳嗽藥水。 

4.智慧藥盒大部分無法清洗，容易導致髒污或藥物之間互相影響。 

5.網路連線智慧藥盒成本較高，一般家庭難以負擔，導致不利於推

廣。 

6.智慧藥盒的操作介面不易操作，年長患者須花費較長時間學習。 

7.大部分的藥盒或提醒系統皆缺少服藥時確認藥物及服藥後確認

服藥的功能，減少服藥的安全性。 

由上所述可知，目前市面上的智慧藥盒於實務面而言，尚處於未

成熟階段，功能上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讓患者能夠更方便且達到智

慧藥盒的目的。 

本組針對上述的問題進行分析並與老師討論後，構思出以下功能

並進行實作。 

1.利用服藥包上之QR Code透過智慧藥盒掃描；確認患者是否依照

時間服藥或服用正確藥物。 

2.藥盒適用於慢性患者；考慮到要長期服服藥物，並不是每天都能

記得服藥，定時服藥才能有效抗病。 

3.設計若服藥後沒有掃描藥包QR Code或蓋上藥盒，藥盒會發出聲

響提醒；重複確認以保障患者。 

4.當服藥時間到藥盒發出聲響提醒，如果沒有馬上服藥每隔5分鐘

會發出聲響作為提醒；考慮到沒辦法整天都在藥盒周圍活動。 

5.使用者介面簡單明瞭；適用於提醒服藥作用，無須設計複雜。 

綜合以上構思，智慧藥盒尚有更多功能可以增加或修正，將智慧

藥盒發揮最大效用，更能增加患者及親友的便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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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智慧藥盒介紹 

現今社會的人非常忙碌，對於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言，可能會

因為忙碌而忘記服藥，但他們必須長期服服藥物以控制病情，所以「服

藥」便成為每日需完成的重要事項。部分智慧藥盒具有提醒服藥的作

用，在預先設定好的時間發出聲響作為提示，提醒使用者必須在此時

服藥，並且記錄使用者有無依照時間服藥。以下介紹幾款較普及的智

慧藥盒做比較： 

2.2.1  愛媽咪智慧藥盒 

愛媽咪智慧藥盒是國內公司新華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製造，如

圖2.1所示。愛媽咪智慧藥盒有許多特色，如：音樂/語音/亮燈提醒服藥、

超時而未服藥以嗶聲警示等[4]；雖然此款藥盒有許多特色，但仍有一

些不便之處，如自行分藥、需自行設定服藥及補充藥物時間、藥格不

易清潔等問題。 

 

圖2.1 愛媽咪智慧藥盒[4] 

2.2.2  無線感測智慧服藥提醒與管理系統 

由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系、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等共同研發的智慧藥盒，如圖

2.2；擁有服藥提醒、分藥協助、服藥記錄、可攜帶性等功能，可以有

效提醒高齡者服藥，而不會有忘記服藥和吃錯藥的情形發生；但藥盒

中沒有藥物資訊說明，可能會造成患者服用上的疑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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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智慧藥盒與服藥提醒[5] 

2.2.3  Generation 1 smart pill bottles 

AdhereTech是一間醫療保健公司，他們的第一個產品 Smart 

Wireless Pill Bottles如圖2.3，是一種創新的設備也是很符合現今社會需

求的產品。這種智能藥瓶體積較小、方便攜帶又有利用簡訊或電話來

提醒使用者服藥等功能，但製作成本偏高不利於推廣，且有一定的時

間必須將藥瓶回收給醫療院所的藥劑師，多少會造成患者使用上的不

便[6]。 

 

圖2.3 Generation 1 smart pill bottles[6] 

2.2.4  PhutureMed智慧型藥盒  

Palladio集團與E Ink元太科技聯合開發的PhutureMed智慧型藥盒

整合E Ink電子紙顯示器與傳感器，如圖2.4，可持續監控藥物週遭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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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變化，透過觸發裝置(Activation Triggers)來顯示上一次服藥紀錄資訊，

能有效改善患者服藥習慣；在藥物存放上只能有單一種藥物，且藥盒

本身無法清洗，可能會成藥物衛生問題[7]。 

 

圖2.4 PhutureMed智慧藥盒[7] 

2.2.5  智慧膠囊iCapsule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所開發的智慧膠囊。智慧膠囊iCapsule將

藥盒設計為獨立的圓形藥盤，如圖2.5，採上下堆疊的結構，有效減少

體積。到了服藥時間，這個膠囊就會發出蟲鳴鳥叫等大自然音樂，患

者按下膠囊上的落藥按鈕後，藥盤會自動轉動到中軸開孔，預先放置

的藥物會滑落到底下杯座；但若患者不拆開膠囊檢查藥物剩餘數量，

可能造成斷藥的狀況[8]。 

 

圖2.5 iCapsule智慧膠囊[8] 



  

10 

2.2.6  藥盒比較 

市面上藥盒很多種，各種藥盒都有不同的功能以及需求，不同的

領域及功能都值得我們在深入了解及探討，使我們能更了解相關領域

去鑽研來解決問題或是改善以往藥盒的缺點。相關藥盒比較如表2.1。 

表2.1 藥盒比較 

功能 

 

 

智慧藥盒 

服藥

提醒 

操作

簡易 

填裝

數量 

藥物

說明 

手動

分藥 

服藥

紀錄 

愛媽咪智慧藥盒 是 是 28次 否 是 是 

無線感測智慧服藥

提醒與管理系統 
是 是 28次 否 是 是 

Generation 1 

smart pill bottles 
是 是 

病情

而定 
否 否 否 

智慧膠囊iCapsule 是 是 5次 否 是 否 

PhutureMed智

慧型藥盒  
是 是 未知 否 否 是 

本組研發的  

智慧藥盒  
是 是 

病情

而定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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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快速響應矩陣碼(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 

QR Code是二維條碼的一種，於1994年由日本DENSO WAVE公司

發明。QR來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縮寫，即快速反應，因為發明者

希望QR Code可以讓其內容快速被解碼[9]。QR Code使用四種標準化編

碼模式數字、字母數字、二進制以及漢字來存儲資料。QR Code最常見

於日本，為目前日本最流行的二維空間條碼。QR Code比較普通條碼可

以儲存更多資料，也無需要像普通條碼般在掃描時需要直線對準掃描

器。 

2.3.1  QR Code介紹 

傳統的條形碼只能處理20個英文字元左右的資料量，與此相比，

QR Code可處理條形碼的幾十倍到幾百倍的資料量，且僅用數字時最多

可以處理7,089字的巨大資料量[10]。 

QR Code的每一個區塊都有它的作用，如圖2.6，組成一個QR Code

必須有這三大區塊： 

 

圖2.6 QR Code解釋圖[10] 

QR Code使用縱向和橫向兩個方向處理數據，如圖2.7，如果是相

同的資料量，QR Code所佔空間只有條形碼的十分之一左右，能以更小

的體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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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條形碼與QR Code比較圖[10] 

QR Code具備錯誤校正，如圖2.8，即使部分編碼變髒或破損，也

可以恢復數據。數據恢復以位元為單位，最多可以錯誤約30%。 

上述所提及的錯誤校正有四種等級供製作者自行選擇，等級越高

可修正的程度越大，所需佔用的總體容量也越大；如表2.3，等級L可修

正的錯誤容量最低，等級H可修正的錯誤容量最高[10]。 

                  表2.3 QR Code修正量[10] 

 

圖2.8 破損或者變髒QR Code[10]                     

2.3.2  QR Code功能 

QR Code的應用到現在已不再僅限於存貨管理，目前QR Code更廣

泛的應用，較普及的應用方式如下： 

1.自動化文字傳輸：姓名、地址、電話等。 

2.數位內容下載：鈴聲下載、影片下載、圖片下載、程式下載等。 

3.網址快速連結：產品說明書、繳費連結、商家資訊等。 

4.身分鑑別與商業交易：入場券、行動錢包、販賣機等[11]。 

等級 可修正錯誤之容量 

L 7% 

M 15% 

Q 25% 

H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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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QR Code應用 

由於手機硬體規格相當進步，行動網路服務也非常完善，因此QR 

Code的使用也非常多，連街道上的待售房屋、報紙分類廣告都有QR 

Code的應用[12]，消費者只要用手機讀取條碼，就可以看到相關的資訊，

不僅節省紙本的開銷，也能節省整理紙本的方便性；以下舉例幾項較

常見的應用： 

1.QR Code名片：  

一般的名片能夠容納資訊有限，使用QR Code可以提供更多訊息，

還能將名片上的資訊直接傳送至手機或平板電腦等其他裝置中[13]，如

圖2.9，省去整理名片的麻煩。 

 

圖2.9 QR Code名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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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告行銷： 

QR Code不一定要印製在平面上[15]，日本AUDI為慶祝100周年，

如圖2.10，以130人一起用紙板組成世界上最大的QR Code。 

 

圖2.10 AUDI廣告中QR Cod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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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工具分析 

本章主要敘述本研究開發所使用的硬體與各項軟體工具，為加速

本研究的雛形製作、減少硬體接線負擔同時便於系統整合，本研究初

期將以市面上現有的平板電腦進行開發。本章於第一節將進行本研究

所使用之硬體介紹，並於後續將本研究開發所使用之重要軟體進行介

紹。 

3.1  Lenovo S5000 

S5000是聯想所推出之平板電腦，具有七吋顯示器與Android 4.2.2

作業系統，如圖3.1所示，其螢幕尺寸相當便於年長者閱讀並操作，且

搭配後置自動對焦鏡頭，掃描本組設計之藥包或藥袋QR Code更容易；

有關於Lenovo S5000詳細規格介紹如表3.1所示[17]。 

 

圖3.1 Lenovo S5000實體照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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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Lenovo S5000規格技術[17] 

處理器 MediaTek 1.2 GHz 四核心處理器 

作業系統 Android 4.2.2 

顯示器 7 吋 HD 顯示器 (1280x800) 

電池 

3450 mAh鋰聚合物 

最高達 8+ 小時不間斷的WiFi網頁瀏覽 

HD 影片最高達 6+ 小時 

記憶體 
1 GB LP-DDR2 記憶體 

16 GB eMMC儲存裝置 

連線功能/無線 
HSPA+ 3G 

Bluetooth®  3.0/4.0 

感應器 

加速度計(G 感應器) 

亮度感應器 

GPS 

WWAN 

WCDMA/HSPA+ (900/2100 MHz)； 

42M bps (DL)、11M bps(UL) 

GSM/EDGE (900/1800/1900 MHz)； 

尺寸 

(寬x深x高) 
116公釐＊7.9公釐＊191公釐 

重量 246g (Wi-Fi) 

整合式攝影機 
1.6 MP HD 正面攝影機 

5.0 MP 自動對焦背面攝影機 

連接埠/插槽 
3.5 公釐音訊/麥克風插孔 

Micro-USB(支援USB-OTG) 

按鈕 
電源按鍵 

音量按鍵 

色彩 銀灰色 

SIM Micro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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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ySQL 

MySQL是快速且容易使用的關聯性資料庫管理系統，且為開放原

始碼軟體，並使用了多種編譯器進行測試，還支援PHP、Perl、C、C++

等語言互相配合；MySQL擁有上千條紀錄的大型資料庫，可儲存應用

多達50萬個或者更多的表格，預設的文件大小限制為一個表格4GB；

圖3.2為MySQL標誌[18]。 

  

圖3.2 MySQL標誌[18] 

3.3  Dreamweaver 

Dreamweaver提供強大的控制元件，配合標準CSS建置一個複雜的

網站，且能整合多個開發環境開發出HTML、XHTML、XML、ASP、

微軟  ASP.NET、 JSP、PHP 及  Adobe ColdFusion網站；圖 3.3為

Dreamweaver標誌[19]。 

 

圖3.3 Dreamweaver 標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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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pache 

Apache 伺服器是由名為 Apache Group 的組織所開發，協助在 

Web 伺服器和用戶端瀏覽器間彼此溝通，並且支援資料庫管理驗證，

允許使用大量已驗證的使用者設定密碼來保護頁面，而需要時動態載

入，因此可以降低記憶體的消耗；圖3.4為APACHE標誌[20]。 

 

圖3.4 APACHE標誌[20] 

3.5  PHP 

超文字預處理器(PHP:Hypertext Prepocessor, PHP)是一種跨平臺、

嵌入式的伺服器端執行的手稿語言，尤其適用於網路開發並可嵌入

HTML中使用。一般PHP大多在伺服器端執行，透過執行PHP的程式碼

來產生網頁提供瀏覽器讀取，而且PHP是免費的，並可結合多種資料庫

伺服器，如：MySQL、PostgreSQL、dBase、ODBC、Oracle等；圖3.5

為PHP標誌[21]。 

 

圖3.5 PHP標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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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建置 

為了更清楚瞭解本研究之流程及功能，本章節以系統流程圖及功

能方塊圖說明使用者端以及醫療院所端。以功能方塊圖描述整體架構，

系統流程圖簡單模擬使用者系統操作時的行為。 

4.1 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如圖 4.1 所示，患者自醫療院所看診完畢後，由

醫療院所利用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將智慧

藥盒所需資料輸入至 QR Code，並由患者帶回家中，於該時段服藥時，

開啟藥盒掃描藥包 QR Code，啟動服藥程序。 

藥盒端

醫院端

智慧藥盒
掃描

QR Code

醫院資訊系統
建立

QR Code

鏡頭

產生器

 

圖4.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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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HIS介紹 

HIS是一套醫療作業的資訊系統，包含醫療照護以及醫療院所管理

等功能，不僅能正確、準時且有效率的執行所有醫療行為，更可以避

免人為作業的疏失。 

4.2.1  HIS流程圖 

本資訊系統之功能如圖4.2所示，進入首頁之後可以選擇身分登入

不同的系統模式。 

 

      圖4.2 配合本研究所開發之資訊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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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HIS資料庫 

表4.1 病人基本資料 

資料庫名稱 中文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 

P_ID 身分證字號 varchar 否 PK 

Name 姓名 varchar 否  

Sex 性別 varchar 否  

Birthday 生日 date 否  

Address 地址 varchar 否  

Phone 電話 int 否  

Email 信箱 varchar 是  

Occupation 職業 varchar 否  

Emergency_name 緊急連絡人姓名 varchar 否  

Emergency_phone 緊急連絡人電話 int 否  

Emergency_relatives 緊急連絡人關係 varchar 否  

Height 身高 int 否  

Weight 體重 int 否  

Family_illness 家族遺傳 varchar 否  

Drugs_allergic 藥物過敏 varchar 否  

Create_date 初診日期 date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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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藥品資料表 

資料庫名稱 中文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 

M_SN 藥品許可證字號 varchar 否 PK 

En_name 英文姓名 varchar 否  

Ch_name 中文姓名 varchar 否  

Generic drug 學名 varchar 否  

Type 劑型 varchar 否  

Shape 形狀 varchar 否  

Color 顏色 varchar 否  

Manufactor 廠商序號 int 否 FK 

Symptom 臨床用途 varchar 否  

Content 成分 varchar 否  

Method 服用方式 varchar 否  

Notice 注意事項 varchar 否  

 

表4.3 病歷資料表 

資料庫名稱 中文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 

MR_SN 病例序號 int 否 
PK 

(系統產生) 

P_ID 身分證字號 varchar 否 FK 

Department 部門 varchar 否  

Doctor 醫生 varchar 否  

M_SN 藥品許可證字號 varchar 否 FK 

Dose_date 服用天數 varchar 否  

Dose_time 服用時間 varchar 否  

Visit_date 看診時間 date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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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用藥明細資料表 

資料庫名稱 中文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 

EM_SN 用藥明細序號 int 否 
PK 

(系統產生) 

MR_SN 病例序號 varchar 否 FK 

M_SN 藥品許可證字號 varchar 否 FK 

 

表4.5 製造廠商資料表 

資料庫名稱 中文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 

F_SN 廠商序號 int 否 
PK 

(系統產生) 

F_Name 廠商名稱 varchar 否  

F_Tel 廠商電話 varchar 否  

F_Address 廠商地址 varchar 否  

F_About 廠商簡介 varchar 否  

 

表4.6 使用者資料表 

資料庫名稱 中文 資料型態 NULL 備註 

Id 編號 int 否 
PK 

(系統產生) 

Username 帳號 varchar 否  

Password 密碼 varchar 否  

Ch_name 中文姓名 varchar 否  

Sex 性別 varchar 否  

Level 等級 varchar 否 
醫生、護士、

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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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HIS資料庫ER Model圖 

HIS資料庫ER Model圖，如圖4.3，HIS資料庫共有6個資料表分別

為病人基本資料表(patient)、藥品資料表(medicine)、病歷(history)、使

用者(username)、藥品明細表(MDetail)、製藥廠商(company)。 

身分證字號

姓名

性別

生日

地址

電話

信箱

職業

緊急
聯絡人姓名

緊急
聯絡人電話

緊急
聯絡人關係

身高

體重

家族遺傳

藥物過敏

初診日期
病歷序號

身分證字號

部門

醫生

用藥明細表

服用天數

服用時間

看診日期

藥品許可證
字號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劑型

形狀

顏色

成分

學名

服用方式

注意事項

臨床用途

廠商序號

病人
基本資料

病歷資料表

藥品資料表

紀錄

記錄

M

1

M

1

用藥明細表
用藥明細序號

病歷序號

藥品許可證 
字號

記錄

記錄 製藥廠商

廠商序號

廠商名稱

廠商電話

廠商地址

廠商簡介

M

M

1

1

新增
查詢

新增
查詢

新增
查詢

中文姓名

性別

等級

編號

帳號

密碼

使用者  
帳號表

1 1

1 1

1 1

 

圖4.3 HIS資料庫ER Model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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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HIS介面 

以下說明HIS功能： 

圖4.4為HIS首頁，首先選擇模式，進入該模式後，輸入帳號密碼無

誤即可進入此系統。 

圖4.4 HIS功能選擇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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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5所示是以醫生模式為範例，點取醫生模式後的選單頁面，

輸入帳密即可進入系統，也有查詢歷史紀錄可追蹤前幾次的狀況，另

有藥品可察看藥物概況或是新增編輯藥品，使用完後登出即可。 

 

圖4.5 HIS醫生模式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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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為醫生進入系統後的畫面，系統內有新增、修改、檢視病人

的基本資料。若要進行開藥可點選看診，此功能也可查詢歷史記錄可

追蹤先前的病歷。 

 

圖4.6 HIS醫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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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為藥劑師模式登入後可選擇的功能之一，此頁面記錄著藥品

許可證字號、中英文名字、廠商等資訊，若要查詢更詳細資料可點選

許可證字號，即可顯示顏色、形狀、臨床用途等重要資訊。 

 

圖4.7 HIS藥劑師登入後可選擇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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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為藥劑師登入後可選擇的功能之一，病人經由醫生診斷開好

病歷單之後，可由藥劑師分配藥物並且產生QR Code列印至藥包上。 

 

圖4.8 HIS藥劑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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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所示為QR Code產生後的畫面，利用智慧藥盒掃描QR Code

之後，就會產生患者身分證、姓名、調劑日期時間、藥物總數量、藥

包起始號碼、藥包數量、服藥天數、每日服藥時段、下次就診時間、

服用方式，和注意事項等詳細資料至藥盒。 

 

圖4.9 QR Code已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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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具有提醒及確認功能的智慧藥盒介紹 

本組以QR Code技術針對服藥提醒及服服藥物是否正確為設計基

礎；本節將以功能方塊圖描述架構，再以流程圖簡單模擬患者操作行

為，並說明智慧藥盒系統操作介面。 

4.3.1  藥盒端功能方塊圖 

藥盒系統功能方塊圖如圖4.10所示，患者透過藥盒使用者介紹，可

掃描QR Code輸入資料、進行服藥作業、瀏覽藥物資訊，功能如下： 

1.掃描QR Code作業：醫療院所端會給予患者印有QR Code的藥包，

患者只須利用智慧藥盒掃描後開始服藥作業。 

2.服藥作業：服藥時間到會提醒患者需要服藥，此時患者須拿該時

段服用的藥包至藥盒鏡頭前掃描QR Code，藥盒會藉由醫療院所

端所提供的資料作比對判斷是否為該服用的藥包。 

3.藥物資訊：此功能可瀏覽該次的所有藥物，並瀏覽其副作用、藥

名、調劑日期等等。 

藥盒使用者介
面

吃藥作業
掃描藥包QR-

code
讀取用藥資訊

掃描QR-code

作業
輸入病患資料

藥物資訊 讀取藥物資訊

 

圖4.10 功能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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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藥盒端系統流程圖 

系統流程圖描述智慧藥盒啟用服藥作業時的流程如圖4.11所示，其

可延伸功能如下： 

1.藥物資訊：服藥程序啟動後，可點選藥物資訊查看該次藥物需注

意的事項或是副作用，以更了解藥品。 

2.回診時間：服藥程序啟動時，會判斷是否需要回診，並在回診日

期前3天提醒。 

START

吃藥時間提醒

確認是否打
開藥盒

啟動掃描

延遲五分鐘

確認是否為
醫院QR-code

病患服用
藥物

END

Yes

No

吃藥時間是
否正確

Yes

No

YesNo

警告:發出
提醒聲響

No

警告:請重
新掃描

Yes

確認藥盒是
否蓋上

 

圖4.11 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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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服藥系統介面 

本節針對受照護者於藥盒端之操作流程進行介紹，使用者服藥的

介面如圖4.12所示，可分為服藥程序、藥物資訊與年月份時間，其用途

分別如下： 

A. 點此按鈕會進入服藥程序，照著指示完成服藥。 

B. 點此按鈕會顯示藥物的相關資訊。 

C. 顯示正確的年月份。 

D. 顯示臺灣標準時間。 

 

 

圖4.12 藥盒使用者介面 

  

 

 

 

 

 

B 

D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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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藥包後如圖4.13所示紀錄患者姓名、調劑日期時間、藥包數量、

服藥時段、下次就診時間和服用方式；「藥品詳細資訊」可瀏覽該包藥

之藥名、副作用、主要用途等資訊，能夠更了解藥品之作用。按下“我

吃完了”完成服藥流程回到藥盒使用者介面。 

 

圖4.13 使用者服藥介面 

4.4 測試結果 

第一位測試者: 

我是糖尿病患者，因為家族有糖尿病基因，導致我罹患糖尿病機

率提高，因此去看了醫生拿了藥，醫生說我每天必須要服藥，所以我

三餐都要服藥，有時候因為上班，一忙就忘記服藥，讓我的藥物不斷

累積。忘記服藥真的讓我有點懊惱，因為沒有按時服藥讓我的病情非

常不穩定。  

一開始使用智慧藥盒時，我按照步驟使用，每天都能夠按時服藥，

因為智慧藥盒讓我能夠按時服藥，以及能夠確認我有完成服藥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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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這是比我用手機調設定鬧鐘時間服藥還要有效率，手機的鬧鐘無

法確認我是否有服藥完成，我只要把鬧鐘關掉後馬上就忘記，雖然智

慧藥盒的步驟多了一些，但效果的確差了許多。 

表4.7 使用後比較表 

使用前 比較項目 使用後 

20% 準時服藥 80% 

70% 重複服藥 0% 

容易潮解 藥物潮解 不容易潮解 

需要 手動分藥 不需要 

註：表格內百分比為一周內準時服藥物次數的比例。 

 

第二位測試者 

因長年工作以及生活環境經常壓抑自己，無法正常釋放自己的壓

力導致我得到一種病，名為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就是俗稱的憂鬱

症，也稱為臨床憂鬱症、重性憂鬱症、單極性憂鬱障礙，是一種精神

疾病。自從到醫療院所看診得知這件事情之後我也查詢了憂鬱症的相

關資訊，得知重性憂鬱障礙的患者會因為沒有適當控制病情而自殺，

這讓我感到相當的震驚，所以配合醫生開的處方服藥，來控制自己的

病情不要持續惡化下去，但是平常工作以及家裡的事情非常忙碌，常

常錯過服藥時間才想到我該服藥，雖然之後有服藥可是這樣對病情的

控制或許就沒有太大的效果，就這樣經過了一段時間回到醫療院所看

診，病情沒有惡化但也沒有好轉的跡象，這讓我感到相當的氣餒，為

了改善自己服藥的壞習慣，我從朋友那聽說智慧藥盒具有提醒服藥的

功能，只要設定好時間就會在該時間發出聲響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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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使用智慧藥盒非常的不順手，但在操作上還算簡單，淺顯易

懂讓我很快習慣使用，使用一段時間之後，發現我都能夠準時的服服

藥物，規律的服藥再到醫療院所回診，反覆幾次之後，我的病情得到

了改善，才真正發現智慧藥盒帶來的效益有多大，培養我準時服藥的

好習慣，對患者來說智慧藥盒是很好的幫手。 

表4.8 使用後比較表 

使用前 比較項目 使用後 

15% 準時服藥 85% 

75% 重複服藥 0% 

容易潮解 藥物潮解 不容易潮解 

需要 手動分藥 不需要 

註：表格內百分比為一周內準時服藥物次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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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現今醫療技術發達讓人類的平均壽命得以延長，但生活習慣以及

環境的影響使身體虛弱或生病的人不佔少數，並依靠藥物使病情得到

改善，可是手邊工作一多就會忘記按時服藥，這也是現在很多人在生

活上的煩惱。 

本研究以QR Code技術結合智慧藥盒針對患者服藥提醒、確認藥包

是否正確，醫療院所方可透過這些資訊對患者做較準確的診斷，患者

服藥時也能夠在智慧藥盒上看見藥物副作用，得以了解藥物對身體的

負擔。目前智慧藥盒在社會並不普遍，為了讓藥盒能輕易的上手而進

行改進，本研究規劃了簡單明瞭且實用的介面，並將字體略為放大同

時不失其設計感，以方便年長者讀取同時便於年長者的操作，使年長

者能輕易操作。 

透過患者使用智慧藥盒後所得到的回饋，整理出本組藥盒的優點

如下： 

1.能夠發出聲響提醒患者準時服藥； 

2.藥物不易潮解； 

3.避免重複服藥； 

4.免除患者自行分配藥物； 

5.操作簡易，年長者也適用。 

本研究的未來發展，本組希望能將智慧藥盒的效用發揮到最大，

透過網際網路能讓醫生即時了解患者狀況，對於下次回診時能做出更

為準確的診斷，且開發藥盒能夠多人共同使用，減少患者重複購買藥

盒的開支，並免除在家中擺放藥盒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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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負責組員 

訂定題目 彭聖博、劉邦星、王琮勛、林誌啟、凃冠暉 

資料蒐集與整理 彭聖博、劉邦星、王琮勛、林誌啟、凃冠暉 

書面統整與製作 彭聖博、劉邦星、王琮勛、林誌啟、凃冠暉 

簡報統整與製作 彭聖博、劉邦星、王琮勛、林誌啟、凃冠暉 

軟體開發 彭聖博、劉邦星 

海報製作 劉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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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甘特圖 

年份 104年 105 年 

    月份 

 

工作項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訂定專題題目 
               

搜集相關資料 
               

撰寫書面報告 
               

網頁架構規劃 
               

網頁設計 
               

程式相關文獻 
               

程式撰寫 
               

功能測試 
               

 

預計完成時間 

                    實際完成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