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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國內外皆掀起運動旋風，民眾不再視運動只是單純的為了

減肥、塑身、鍛鍊肌肉，越來越多人將其視為生活的一種流行、一種

生活態度，對自己身體健康的投資。完整的運動週期可由時間、頻率、 

強度、種類，以及進程組成，每次運動訓練的強度和時間達成率是最

為重要的，因為沒有做到建議的量，那對於健康的助益是有限的。相

關研究證實運動可以有效促進人民健康，體育發展程度更是國家現代

化及國民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 

本研究想要做一個能夠探索你周遭健身房、也能分享讓你學習健

身專業知識的管道、健身交流的一個平台的APP，讓在剛踏入健身的你

不會感到孤單跟無助。 

關鍵字搜尋:健身、減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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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國內經濟不斷成長，社會不斷進步，人民平均國民所得也

大幅成長，而人們以往是把金錢主要運用在食、衣、住、行方面，至

今則開始慢慢著重到育、樂休閒生活上，休閒活動也已成為現代人們

生活的必需品。由於臺灣人口密度過高，都市休閒空間受侷限，導致

人們休閒動態活動變少，缺乏健康運動的人則愈來愈多。但近幾年國

人的健康意識逐漸抬頭，除在飲食上做大幅的調整，愈來愈多人希望

能有舒暢的休閒活動空間讓下班時疲憊身驅適度的放鬆，成立健身中

心不僅能提供一個好的運動休閒場所，讓參與運動的消費者保有好的

身體狀況，加入健身運動得到的使用價值，更意味著能一併享受創造

屬於自己的意義與價值。 

隨著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國人擁有越來越多的時間與金

錢參與各項運動及休閒活動；加上全民健康意識抬頭，以及對

高生活品質的追求，運動服務業之需求與日俱增。運動產業之

發展，是國家提升競爭力，並為國人建構優質運動休閒環境之

重要產業。根據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整體運動服務業之

營利事業家數從民國 100 年的 1,475 家，在 101 年時略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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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開始呈現逐年微幅成長之趨勢，至 104 年時已達 1,624 家。

受到近年國人運動風氣盛行及健身需求大增之影響，預計 105

年仍將持續成長。 

 

圖 1-1-1 健身房數量成長圖 

1.2 研究動機 

健身是現代人一種潮流，本專題組員有再從事健身運動，而市面

上也沒有這種為了健身者而打造的健身APP（Application），因此本專

題想要研究一個APP，讓想要運動的朋友們找到一個優美環境有哪裡是

適合運動的地方。了解自己所在的地區有沒有健身房，並有專業教學

基本健身動作等等，讓想要健身運動的人更容易搜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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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國人對於休閒育樂益發重視，不再只是著重於享受玩樂，不少人

會藉由運動來充實自我、增廣見聞。因此，我們也藉由這個機會將手

機轉化為獨特的行動，走到哪查到哪，不怕不懂，就只怕你不敢查！ 

想要休閒育樂時、當想要找一個適合的地方、舒適的地方時要往什麼

地方走，想要規劃一個專屬於自己的運動卻不了解地理位置有哪些場

所。 

本專題所研究的健身APP功能包括有:提供健身者有益的相關影片、

文章、討論區。本研究利用GOOGLE MAP的定位方式，定位所在地附

近的健身房，方便初學者找到適合自己的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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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圖 1-4-1 是本團隊的製作的流程圖，從擬定專案題目到最後完稿

的完整歷程。 

 

 

 
  

圖 1-4-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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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近年來台灣健身業蓬勃發展，不僅僅帶動許多運動人潮，也使得

人們更注重健康。 

2.1  健身特性探討   

1.為什麼要健身? 

每個人健身的目的都不一樣，有些人是要減重或增重或是要擁有

完美的身材，而健身都能幫你達到你想要達到的需求。 

2.健身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你想要得到任何東西理所當然你得付出應有的代價來得到他，健

身也一樣，你必須要忍耐隔天的痠痛跟身體的不舒服，你必須補充到

身體該需要的營養，你無法補充到就必須花錢買補充品，而這些你都

達不到那你可以不用健身了。 

3.到底要不要去健身房? 

要去不去都可以主要是看個人，有人可能因為金錢的因素，或是

交通不方便等等…沒辦法去，那就只能在家裡或是附近公園練，一開

始一定會有成效但是時間久了身體適應那就會開始停滯，身體就不會

再繼續產生變化，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去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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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動與飲食之關連性 

飲食與運動雖然是兩個不同且獨立的行為模式或狀態，但是這兩

個為模式或狀態卻深深的影響一個人的健康情形，也就是說在追求健

康的前提之下，飲食、運動必定有著很重要的關係，許多慢性病的形

成，是天生的基因因子與後天暴露的環境因子交互作用的結果，然而

其中 30％–40％的預防工作可以透過飲食調整、規律運動及維持適當

的體重積極開始。 

運動和營養的關係密切，對一般人來說，「均衡的營養」和「適

度的運動」是維持身體健康的二大要素；對運動員而言，營養的調配

於維持健康及提高運動成績亦有相當的影響力。 

2.3 台灣運動健身房概況 

健康俱樂部所具備的設施種類約有 40種，包括心肺器材區、機械

性重量區、非機械性重量訓練區、有氧韻律教室、體能評估室、物理

治療室、醫護室、室內迴力球場、室內／外籃球場、室內網球場、室

外網球場、室內游泳池、室外游泳池、男女三溫暖、飲料販賣機、會

議中心、水療 SPA…等。 

健康俱樂部主要健身器材的數量，在心肺訓練器材部份，以跑步機

及腳踏車的數量最多，其次是階梯機及交叉訓練機；在重量訓練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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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機械性重量訓練器材多於非機械性重量(FreeWeights)訓練器

材。 

2.4 健身相關 APP 

  上述有提到飲食對於健身的重要性，以下是關於飲食的 APP，如圖       

2-4-1 所示。                        

                                                                                                                                                                                                                                                                                                                                                                                                                                                                                                                                                                                                                                                                                                                                                                                                                                                                          

圖 2-4-1 MyFitnessPal 

 
 
 

MyFitnessPal 會依每個

人的運動習慣跟飲食來

計算使用者一天需要攝

取多少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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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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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WOT 分析 

以下是本 SWOT 優劣勢分析、機會與威脅表 

 
 Helpful 對目標有幫助的 Helpful 對目標有害的 

內
部 

優勢(Srtength) 劣勢(Weakness) 

  由於現今越來越多人在健

身，而市面上沒有任何一款

跟我們相同的 APP。 

  功能還不是那麼的完善跟精

緻，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 

外
部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本身有再從事健身運動，

對此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可

以做出對很多從事健身運動

的人有一定的幫助。 

  市場上還沒有一款跟我們相

同的 APP，所以基本上還不會有

甚麼威脅。 

 

 

 

 

表 2-5-1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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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說明 

本專題主要開發架設一個健身APP，供使用者查詢健身房、健身討

論區、健身相關教學影片。讓想健身的朋友輕鬆了解，學習專業的知

識。相較於現在一般的ＡＰＰ只提供了一些簡單的訓練教學，我們所

做出來的ＡＰＰ不僅讓初學者找目前所在地健身房，還能讓這些初學

者在遇到關於健身方面的問題時還能與其他健身者交流詢問，這就是

開發討論區的用意。我們還規劃了健身影片區，裡面有把健身要練的

部位分類出來，讓你輕鬆的學習該部位的健身教學影片，要健身教學

影片的用意在於，錯誤的健身動作會導致運動上面的傷害，所以有影

片教學可以大大降低受傷的風險，讓健身的人放心地從事這項運動。

我們也有設立熱門文章提供使用此APP的人閱讀，裡面包含了健身心態

的調整、飲食的控制、健身的專業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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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發軟體 

本研究工具上選擇網頁製作軟體、動畫製作軟體 Adobe Flash、影

像處理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PHP 程式語言、關聯式資料庫 My 

SQL 軟體來建置。 

   3.2.1 APP 製作軟體 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 是一個為 Android 平台開發程式的整合式開發環

境。2013年 5月 16日在 GoogleI/O 上發布，可供開發者免費使用。 

     普遍來說，要開發手機APP就得使用相關平台的開發程式來進行，

若需進行跨平台的開發，更要耗費大量的時間成本，在後續的維護

上也是一大挑戰。 

3.2.2 影像處理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 

Adobe Photoshop 簡稱「PS」是一個由 Adobe 開發和發行的影

像處理軟體，也是目前市場上最普遍的影像處理軟體，結合藝術、

創作與影像呈現，從影像編修、網頁動畫、動畫編輯製作、影片特

效以及 3D 繪圖設計。Adobe Photoshop 提供了全方位設計相關功能，

擁有強大的編修功能、網頁設計的功能以及創意繪圖設計工具，並

有 Adobe Bridge 專屬的檔案總管，提供了預覽影像，並檢視圖形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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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PHP 程式語言 

PHP 原名為 Personal Home Page，現在的正式名稱為 Hypertext 

Preprocessor，它是一個伺服器 Server 端動態網頁語言，由 Rasmus 

Lerdorf 在 1995 年公開釋出，PHP 的目的地是為了能使網站開發者

可以快速地撰寫動態網頁，由於他是 Open Source 開放原始碼，完

全免費、跨平台、功能強大，且它與 C++、Java 及 Perl 等語法相

似。PHP 是易學好上手，因此迅速發展成廣泛運用在網頁撰寫的程

式語法。 

（一） PHP 的優點 

1. 開放原始碼：因為 PHP 是免費的，比較不會有版權

上的問題，但和其他的網頁製作軟體比較來說，其

他的需要支付一定的金額才能去使用，以這點來說

PHP 明顯親民許多。 

2. 功能強大：PHP 具有強大功能，而語法類似 Java 語

言，且容易學習，因此在撰寫上容易許多。 

3. 速度快且消耗較少的系統資源：PHP 的執行效率在

PHP4 版本引進了 Zend engine，達到速度快效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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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系統資源較少，和其他程式語法相比，PHP 的

消耗和執行效率相對優秀許多。 

4. 跨平台運行：它可在不同的系統下運作，當轉換系

統時，完全不需再撰寫或修改任何的程式碼。 

 

3.2.4 關聯式資料庫 MySQL 軟體 

MySQL 軟體是一個性能強大且穩定性高的資料庫管理系統，

再加上它是免費的開放原始碼，因此成為最普遍的選擇，而應用在

各大網站上，並且支援多位使用者以及各種作業系統，且充分利用

CPU的資源，而它優化的SQL查詢演算法能有效地提高查詢速度，

可處理上千萬條紀錄的資料庫。 

    3.2.5  PHPMyAdmin 

PHPMyAdmin 是一個以 PHP 為基礎，讓我們能夠透過圖形化

的 Web 介面管理 MySQL 資料庫的軟體。藉由此 Web 介面可以

成為一個簡易方式輸入繁雜 SQL 語法的較佳途徑，它的功能完整，

能夠簡易的完成資料庫、表、欄位的建立、管理，大量資料的匯入

及匯出更為方便，而後續我們將會一併安裝，供管理 MySQL 資

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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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庫 

3.3.1 會員資料庫 

註冊會員資料，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會員資料表 

名稱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Int(11) 否 無 

Account Varchar(20) 否 無 

Password Varchar(20) 否 無 

Name Varchar(100) 否 無 

Email Varchar(30)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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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文章資料庫 

參考文章資料，如表 3-3-2 所示： 

表 3-3-2 文章資料表 

名稱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Int(255) 否 無 

Title Varchar(255) 否 無 

URL Varchar(255) 否 無 

Content Varchar(255) 否 無 

Clickrate Int (100) 否 無 

Date Varchar(100)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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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留言板資料庫 

留言板資料，如表 3-3-3 所示： 

表 3-3-3 留言板資料表 

名稱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Int(255) 否 無 

Name Varchar(255) 否 無 

Articleid Int(100) 否 無 

Date Varchar(100) 否 無 

Content Varchar(255)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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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地址資料庫 

地址資料表，如表 3-3-4 所示： 

表 3-3-4 地址資料表 

名稱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Int(255) 否 無 

Name Varchar(100) 否 無 

Address Varchar(100) 否 無 

Tel Varchar(20) 否 無 

Location Varchar(100)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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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影片資料庫 

影片資料表，如表 3-3-5 所示： 

表 3-3-5 影片資料表 

名稱 型態 空值 預設值 

ID Int(255) 否 無 

Title Varchar(255) 否 無 

URL Varchar(255) 否 無 

Content Varchar(255) 否 無 

Clickrate Int(100) 否 無 

Date Varchar(100)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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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設備需求 

本專案 APP所需的設備需求 

表 3-4-1 設備系統需求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以上 

 

系統開發工具 

android studio、php、資料串

接方法(Post/get)、資料回傳

格式 JSON、google 

analytics、google maps api 

開發語言 JAVA、PHP 

製圖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5 

作業系統 Android 4.0 以上版本 

記憶體 1GB RAM 以上記憶體 

無線網路 3G、4G、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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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目前沒有與市面上任何一款健身 APP 衝突到，而本專題的

APP 內容與有從事健身運動的人有一定的幫助。 

現在市面上的健身 APP 都是在教錯誤的健身觀念。例如:8分鐘健

身、腹部運動 7分鐘…等，為了不讓從事健身的人不要被錯誤觀念影

響而設計了這款 APP。以下是錯誤示範 APP 

 
 
 
 
 
 
 

 

                                  圖 3-5-1 錯誤示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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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構與可行性評估 

4.1 APP 系統架構圖 

 

圖 4-1-1 系統架構圖 

4.2 系統串聯 

首先架設MySQL SERVER，在使用PHP開發串接API，再使用

android studio 這個平台開發APP，由APP端使用POST、GET串聯API，

經由伺服器處理取得MYSQL資料庫的資料，再用JSON格式回傳APP

端。 

4.3 APP 系統頁面分析 

   4.3.1登錄頁面 

首頁

附近健身房 熱門文章 最新文章 熱門影片 最新影片

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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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完此 APP 後，打開此 APP 就會看到登錄畫面，接著點選註冊

進入註冊頁面，便可開始進行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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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1 登錄頁面                 圖 4-3-1-2 註冊頁面 

 

4.3.2 APP搜尋附近健身房功能 

本專案利用 google地圖所提供的 api讓使用者能夠快速的搜尋附

近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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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1 附近健身房 

 

4.3.3 熱門文章與熱門影片 

此功能是為使用者精心挑選的熱門文章與影片，裡面有取用於

YOUTUBE 跟健身論壇裡的健身相關文章與影片，方便使用者快速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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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適合自己訓練方法，裡面還包含了留言板，可提供使用者互相交流

健身心得與討論。如圖 4-3-3-1、圖 4-3-3-2所示。 

 

            

圖 4-3-3-1 文章與影片         圖 4-3-3-2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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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後台管理畫面 

4.4.1 使用者管理 

此 app 的使用者管理有編號、帳號、名稱、電話、電子郵件，等

欄位，可方便管理使用者。如圖 4-4-1-1 所示。 

 

 
                      圖 4-4-1-1 使用者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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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文章管理 

本頁面的文章是網路上精心挑選的文章可供使用者閱讀，可以在

此頁面查看留言及點閱次數。如圖 4-4-2-1、4-4-2-2 所示。

 
 
 
 
 
 
 
 
 
 
 

圖 4-4-2-1 文章管理畫面 

 

圖 4-4-2-2 留言板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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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影片管理 

本頁面裡的影片都是 youtube 上挑選的專業健身影片，提供給使用

者觀看。如圖 4-4-3-1 所示。

 
 

圖 4-4-3-1 影片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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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地圖管理 

本頁面是用來管理健身房地址跟電話，方便使用者查看附近有哪

些健身房。如圖 4-4-4-1 所示。

                  圖 4-4-4-1 健身房地址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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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參考文獻 

 

【1】TTR 台灣趨勢研究 

http://www.twtrend.com/share_cont.php?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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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討論與結果 
App一方面創造過去所沒有的付費下載商機，另一方面更提供了廣

告業更自由的平台。過去想要利用科技來廣告的方式，往往成本過於

昂貴且不具有大眾普及性，因此許多天馬行空的創意難免遭受侷限，

而今普及的科技讓創意多了展現的舞台，也讓廣告行銷更彈性十足。 

App在廣告領域中的應用又特別活潑，常常結合 AR擴增實境，或是 QR 

code、facebook 等等，展現更高度的創意。App 的廣性行銷應用，大

致可以分為「以品牌為出發點，再開發功能的 App」，以及「以功能為

出發點，再置入品牌的 App」的方式。 

目前健身產業逐漸發達，健身的人也越來越多，而錯誤的資訊也

日益氾濫，為了提倡安全又正確的健身資訊給健身者，因此我們建立

了這個 app，而又想到初學者剛起步不知道哪裡有健身房，我們也提供

了[附近健身房]這項功能，方便使用者查詢離自己最近的健身房。提

供使用者能夠擁有最健全的健身觀念是本專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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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甘特圖 

 
 

時間 

 
 

項目 

105

年 

7 

月 

105

年 

8 

月 

105

年 

9 

月 

105

年

10

月 

105

年

11

月 

105

年

12

月 

106

年 

1 

月 

106

年 

2 

月 

106

年 

3 

月 

106

年 

4 

月 

106

年 

5 

月 

主題確認              
             

文獻蒐集               

               

文獻整理及彙整                

               

系統架構及功能討論                
                

系統架構及功能建置                 
             

系統資料庫建置                 
             

功能測試                  
             

系統功能修正                  
             

系統建置完成              
             

書面報告撰寫                      
             

專題完成              
             

預定完成 

實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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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許博威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文書內容撰寫、海報製作、APP 製作。 

胡朝程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文書內容撰寫、海報製作、APP 製作。 

蔡尚仁 文獻蒐集、文獻統整、文書內容撰寫、海報製作、APP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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