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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醫療保健技術的提升及生

活品質的提高，因此人們的平均壽命有逐年上升的現象，由於人口老

化的速度增加，許多國家已經邁入了高齡化的社會型態，如何使年長

者的身體機能延緩老化，降低年長者對醫療資源的花費，是刻不容緩

的議題。 

健康問題是高齡者最大的問題來源，隨著時間正常老化也會影響

普通的日常生活，大多上都是身體功能的衰退，再加上許多慢性疾病

的纏身，往往會造成更嚴重衰退。所以本研究開發行動運動管理程式

讓高齡者方便記錄自己的運動相關數據。 

為了減少高齡者健康問題，本研究開發的APP來促進高齡者養成

良好的運動習慣，能使高齡者更注意並且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希望

藉由高齡者運動來減少慢性病的發生。 

關鍵詞：APP、運動促進、運動器材、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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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使人們沒有規律的生活，容易產生所謂的慢

性疾病，慢性疾病指的是身體器官機能的逐漸衰退，同時也是現代人

的死亡原因之一，而慢性疾病通常會在中老年人的時候才會比較有明

顯的症狀出現，所以平時就必須要保持良好運動習慣才能預防。 

從事規律運動的人，可以維持較好的身體機能，也能降低慢性疾

病的發生率，而且在年老時，相較於沒有從事規律運動的人，身體機

能也比較不會大幅衰退，使得高齡者擁有更健康的生活品質。因此本

研究針對中老年人的運動習慣跟生活品質，進一步探討其影響因素，

以促進中老年人養成良好的健康生活品質與運動習慣[1]。 

利用運動的方式，來達到讓身體有實質的熱量消耗與增進體能。

透過規律性的運動可以為人們的身體健康上帶來好處和以及降低各

類慢性病的危險因子發生，現今高齡者預防醫學越來越受到重視，如

何讓高齡者理解運動的好處和健康的益處，來提升高齡者對運動的意

願，並試著設計出能讓高齡者可以長期進行有效的運動計畫，是現今

醫學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隨著社會進步、醫藥發達，出生率及死亡率逐年降低，台灣老年

人口的比例正大幅增加，高齡化社會已成為重大議題，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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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年人口從民國 100年約 250萬人成長到了 105年約 300萬人，

在短短五年內增加了約 5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 10萬的老年人口，人

口結構漸漸的邁入高齡化社會。 

 

圖 1.1 歷年老年人口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 

現今的社會慢性病是許多人所擁有的症狀，大部分發生的時候，

都幾乎在老年時期慢性疾病越來越嚴重，有時嚴重到影響到高齡者的

自身行動能力。55歲至 64歲的人口有 60.9%患有慢性病和 65歲以上

的高齡者有 81.1%患有慢性病，55~64 歲之間主要患的慢性病為高血

壓、糖尿病、骨質疏鬆及血液脂肪過高。依性別觀察，女性有 62.3%

患有慢性病，男性有 59.5%患有慢性病，其中都已患有高血壓居多，

而女性患有骨質疏鬆的人有 31.5%遠超過於男性 12.2%。65歲以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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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主要患的慢性病為高血壓、糖尿病、骨質疏鬆、心臟疾病、關節

炎，依性別觀察，女性患有慢性病的比率為 84.1%，男性患有慢性病

比率為 77.7%。[3] 

患有慢性病患者的主要治療方法主要以定期的看診，但以定期看

診的效用不大，慢性病沒有辦法完全的根治，只能透過藥物或運動來

進行預防及改善，所以要有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多加重視高齡者休

閒運動、健康促進，妥善規劃高齡者的運動健身，不但可以減少疾病，

提高老年生活品質，又可減少社會及年輕人在照護財力的負擔，運動

在高齡化社會中已成為一個重要且急迫的課題。 

有運動的高齡者與沒運動的高齡者相比，前者的身體機能較於後

者來的更好，而運動能提高高齡者自我生活的基礎能力、降低跌倒意

外的發生、減少依賴他人的照護，只要提升高齡者運動的品質，同時

促進高齡者持續適當的運動，例如：肌力運動、阻力訓練、平衡感以

及柔軟度等，都能夠幫助高齡者基本能力提升，同時也能維持良好的

生活狀態。 

1.2 研究目的 

綜合研究動機所述，大部分高齡者缺乏運動，也缺乏這方面的相

關知識。因缺乏運動而造成身體機能的衰退，高齡者罹患慢性疾病的

機率隨著老化而提高，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高齡者缺乏運動這方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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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高齡者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本研究目的分別如下所述。 

( 1 )藉由本程式的 APP，可以讓高齡者充分的了解到自己的運動

及身體狀況，並藉著教練提供的處方跟建議來做調整，以達

到養成運動的習慣。 

( 2 )家屬藉由 APP來了解高齡者的身體健康狀況與運動後的相關

資訊。 

( 3 )教練可以提供有關運動處方與專業建議。 

1.3 研究流程  

下圖為本專題研究流程圖，從制定專題題目到蒐集各方面的相關

資料後，在進行資料統整與分析挑選可用資料，我們藉而討論設計程

式介面與撰寫程式，系統初步完成後進行功能測試，若有沒達到的功

能再加以修正，目的達成後寫出總結，並討論未來發展，完成研究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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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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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世界各國高齡化現況 

高齡者的界定標準，可從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觀點來考量，

但最簡單而普遍的界定方式，就是以年齡作為高齡者的指標。聯合國

及世界衛生組織將 65 歲以上者，稱為高齡者[3]。 

Guzman et al. [4]指出，「人口老化」是21世紀最重要的趨勢之一，

由於生育率及死亡率的持續下降，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了人口老化的

問題。聯合國的全球人口老化報告中[5]表示無論國家開發程度的高

低，都很明顯地面臨人口加速老化的問題，其中以『已開發國家』老

化速度最為嚴重。由圖 2.1可看出，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老化速度由 1950

的約 12%，成長至 2008 年的約 20%，預估至 2050 年將一路攀升至

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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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世界人口老化程度(1950 年-2050 年)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3)[5]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之定義，一國 65 歲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 7％

時，即進入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超過 14％時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如果超過 20 ％則為超級高齡社會。全世界最早邁入高齡

化社會的國家包括法國（於 1864年）、挪威（於 1885年）、瑞典（於 

1887 年）等，我國於 1994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預估 2018 年會邁入

高齡社會，在於 2026年邁入超高齡社會；目前全球已有 3 個國家成

為「超高齡社會」，即日本（於 2006 年）、德國 （於 2008 年）及

義大利（於 2008 年），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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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主要國家高齡人口轉變 

資料來源：經建會[6] 

除此之外，從出生率來看，各國出生率皆有下降的趨勢，聯合國

[7]於人口議題結論表示，預計 2050 年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將會

為現今的 2 倍，並將超過 15 歲以下兒童人數，如圖 2.3 所示。 

 

圖 2.3 歷年出生率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內政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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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國家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口數及年齡結構的轉變是決

定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由於下個世代的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取現在

這一個世代的出生率、死亡率及遷移人口，我國推估了未來以下幾點

狀況： 

一. 總人口成長概況 

1. 未來無法避免人口成長將由正轉負。 

2. 未來總人口與現今相比將會減少。 

二. 少子化概況及影響 

1. 若生育率維持不變，再未來出生數將持續減少。 

2. 工作年齡人口持續減少 。 

三. 高齡化概況及影響 

1. 我國高齡化速度將超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2. 高齡化程度持續增加。 

以下是我國未來 50 年推估綜合分析。 

一. 總人口成長趨勢 

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婦女生育率一直呈現下滑的現象，未來總人

口將會由正轉負，下表示總人口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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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人口推估表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9] 

項目 105 年年底 人口最高峰 150 年年底 

人口數 2,355 萬人 113 年 2,374 萬人 1,837 萬人 

(與 105 年比較) - 增加 19 萬人 減少 517 萬人 

 

表 2.1所示 105年年底的總人口數與人口最高峰時人數相比，總

人口增加的數量成長幅度不高，而到了未來民國 150年年底的總人口

數，總人口數卻大幅度的減少。 

二. 出生趨勢 

過去到現在我國生育率一直呈現下滑的現象，使得婦女人口持續

減少，連帶影響新生兒的出生數，下表示出生概況推估。 

表 2.2 出生推估表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9] 

項目 105 年年底 150 年年底 

人口數 21.1 萬人 10.0 萬人 

(與 105 年比較) -   減少 11.1 萬人 

粗出生率(‰) 9.0‰ 5.4‰ 

總生育率 1.20 人 1.20 人 

 

如表 2.2 所示我國新生兒的出生人數呈下降的情況從 105 年至

150 年期間若生育率維持不變，但出生率一直持續的下降，可見未來

新生兒出生數量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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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階段年齡人口 

三段年齡人口分別代表是幼年、青壯年、老年，若幼年和青壯年

人口持續減少，而老年人口持續上升，會使的國家進入高齡化社會或

者超高齡化社會。 

而我國在 100年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將在於 106年超過幼年人口，

下表是三階段年齡人口。 

表 2.3 三階段年齡人口推估表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9] 

 105 年 150 年 

人數(萬人) 占人口比率(%) 人數(萬人) 占人口比率(%) 

幼年人口 345 萬人 13.4% 175.8 萬人 9.6% 

青壯年口 1729.4 萬人 73.4% 946.3 萬人 51.5% 

老年人口 310.8 萬人 13.2% 715.2 萬人 38.9% 

 

如表 2.3所示，幼年人口在未來出生率持續降低和青壯年人口數

持續減少，也因人口快速老化，在未來民國150年高齡人口大幅增加，

青壯年人口數也以驚人的速度減少，所以將使我國進入高齡社會或超

高齡社會[9]。 

依上述文獻可以知道未來將進入高齡化的社會型態，為了減緩高

齡者老化問題，還有藉由老人運動來降低罹患慢性病的危險機率，因

此本研究開發運動管理 APP 期望促進高齡者的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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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動的影響 

為了達到促進健康的效果，必須有規律的運動。陳安妮[10]表示

對老年人而言，規律運動的定義是每周必須運動 3-5次、每一次運動

需要超過 30 分鐘且運動強度須達到會流汗會喘的程度。 

W.H.O[11]將「不健康飲食」與「缺乏身體活動」列為心血管疾

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關鍵危險因素。Murat Dalkilinç.[12]

也表示久坐不動，長期下來可能會會造成「椎間盤磨損」，並且「過

度操用部分韌帶和關節」，也容易導致下肢麻木與水腫，此外，當人

們彎腰坐著時，會壓縮到胸腔，間接減少填充進肺部和濾進血液裡的

氧氣量，進而導致專注力下降。綜合上述，長時間不運動，會對身體

早晚且持續性的危害。 

美國運動醫學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與美國

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於 2007 年發表建議[13]:「為了

促進和保持身體健康，需要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規律的運動，對

維持身體健康有很大效益，對於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也有良好的效果

[14][15]，此外，還能夠提昇生活品質與心理健康。美國公共衛生協

會發表的報告中表示規律運動對於降低死亡率或疾病發生有顯著影

響，並改善我們的生活品質，例如：(1)減少提早死亡的風險 (2)減少

心臟病死亡的風險 (3)減少併發高血壓的風險 (4)幫助高血壓患者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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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壓 (5)減少併發癌症的風險 (6)減少沮喪及焦慮的感覺 (7)幫助

控制體重 (8)幫助建立及維持健康的骨頭、肌肉及關節 (9)幫助老年

人變得更強壯及具備較佳的行動能力以防止跌倒 (10)提昇心理層面

的品質[16]。 

國內的研究結果顯示運動對防止骨質疏鬆有幫助，原因在於運動

時可以增進全身的血液循環,讓骨骼可以透過血液得到充足的營養物

和礦物質，便可以讓骨骼的衰老速度降低[17]。 

Prohaska,T.R. & Peters,K.E.[18]認為老年人運動可以對身體機能

和心肺功能有所提升,像是跑步就可以增加下肢的能力和提升心肺功

能。 

根據上述文獻可以得知運動對於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幫助。因此本

研究想利用 APP 使老人了解自己的運動情形以及自己身體的生理資

訊，透過這些資訊回傳給教練，給於老人適當的運動處方。期望可以

藉由本研究所開發的 APP 改善老人的運動習慣，來達到促進健康的

效果。 

2.3 高齡者運動促進現況 

隨著高齡人口快速增長，世界各國對高齡者的健康越來越重視，

許多高開發國家早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如北美洲、歐洲各過、台灣、

日本、韓國等國家，以下列出四個國家的運動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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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高齡者運動政策 

美國無論在經濟、國防、社會福利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國家，

追求自由平等的層面上，亦落實在運動政策上，只要是美國公民

都享有最大的運動機會，美國推舉的運動政策如下[3]： 

1.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ctive Aging，ICAA(全美每年舉

辦老齡活動比賽)：為高齡者規劃最合適的活動方案，以

透過比賽可以獲得獎勵的方式，來促進高齡者得健康及

幸福;ICAA 在每年九月最後一個星期，固定舉辦活躍老

化週，讓報名參加的高齡者全程免費參與。 

2.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10 周健

走計畫)：根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研究顯示，大多數高齡

者最常選擇的活動是健走，建議每周健走 5 次以上，每

次健走 30 分鐘以上，可減少心血管疾病等風險。 

3. Active for life：透過專業人士的規劃，為高齡者進行輔導，

來激發高領者參加體力活動，並融入日常生活當中。 

二. 德國高齡者運動政策 

目前德國超過 60 歲的人口比例是世界第三高，在高齡者族

群運動健康政策，德國已有 20 年的基礎，加上政府的支持、醫

療的結合、與相關組織的合作，德國推舉的運動政策如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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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達姆城體操運動俱樂部：大部分高齡者加入俱樂部參與

運動的原因，主因為健康因素，而此俱樂部與達姆城圖

書館合作，讓所有人一邊運動一邊獲得運動健康的資

訊。 

2. 如何用俱樂部來吸引高齡者來參加：確定目標族群、提

供高齡者專屬的交友廳、打造讓高齡者有歸屬感的運動

環境、提供適當的運動課程。 

3. 高齡者運動場地設施：在德國並無高齡者專屬的運動設

施，其主要原因各個運動場地都設有無障礙設施、足夠

的照明、防護、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 

三. 日本高齡者運動政策 

日本是眾所皆知長壽國，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的落實使得

日本推向世界第一的長壽國，而現今人口老化相對於其他國家嚴

重，日本推舉的運動政策如下[3]： 

1. 老人運動相關法規：運動振興法、國民健康法、健康日

本 21、日本運動基本法、運動振興基本計畫。 

2. 廣設綜合型運動俱樂部：此俱樂部以社區居民為主體，

再以地方的需求，來達到不論任何人、性別、身心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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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來參加的俱樂部，也因學校周休二日的情況，來維

持當地小孩的運動，並促進世代間的交流。 

四. 台灣高齡者運動政策 

由於台灣高齡者年快速增加，以至於人口結構改變，台灣政

府需應對高齡化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宜應盡快規劃相關政策，台

灣推舉的運動政策如下[19]： 

1. 高齡者教育推動：如長青學苑、樂齡學堂、樂齡大學，

只要滿 65歲的高齡者都可以參加時間為三個月的研習，

研習項目包括語文、書法、繪畫、音樂、衛生健保等項

目。 

2. 高齡者休閒育樂活動：充實高齡者精神生活、提倡正當

休閒活動、推動高齡者福利服務。 

2.4 手機運動程式比較 

2.4.1 NIKE Run Club 

Nike Run Club 是 NIKE 旗下所開發的運動 APP，可以搭配自家

的運動手錶或搭配 APPLE WATCH，在跑步時會記錄當下跑步的路線，

和使用者所跑的距離和時間，當跑步結束時使用者可將跑步後的路線

及相關數據上傳至分享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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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只要在註冊成為 NIKE+的會員之後，即可加入 Nike+ Run 

Club。而 Nike+ Run Club 的線上系統帶給所有會員個人化的跑步體驗，

運動的人可以依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滿足各個不同運動員的需求，其中

包括[20]： 

Ready Set Go Run：為初入門的會員設計，幫助它們順利跨出第一步。 

Home Run：和朋友一起跑步在途中發現更多樂趣。 

Local Run：根據城市的特色來規劃路線，鼓勵跑者用腳步去探索城

市。 

Long Run：訓練跑者的耐力，一起挑戰長距離的極限。 

Long Run：訓練跑者的耐力，一起挑戰長距離的極限。 

Speed Run：找的是和自己的速度，慢慢提升跑者的速度極限。 

H.I.T & RUN：全面性的耐力、速度、平衡和身體的靈活性提高，有

高強度的肌肉訓練及跑步訓練[20]。 

2.4.2 小米運動 APP 

小米運動是小米旗下所開發的運動 APP，此 APP 需要搭配購買小

米手環才能記錄，小米運動主要記錄跑步及走路的距離和步數與時間，

生理數據方面可以記錄心律及體重[21]。 

小米運動是依據小米手環會幫你紀錄整天的活動，計算行走距離

及熱量消耗，你也可以每天設定目標，讓手環幫助你完成每日運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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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運動體驗讓你更熱愛健康生活，從此了解自己更多。 

偵測心率：利用手環對運動中的心率進行檢測和提示，配合小米運動 

APP 的跑步功能，偵測你的運動軌跡、配速、心率，管理好每一刻

的運動狀態。 

運動紀錄：隨時紀錄一天所有的運動量，來得知是否達到運動量。 

睡眠紀錄和鬧鐘：自動睡眠偵測，知道你睡得好不好，小米手環記錄

你什麼時候睡覺，透過數據的偵測，還知道你睡得好不好。 

藍芽同步 APP：立即分析運動睡眠數據，提供健康的意見[21]。 

表 2.4 其他手機運動程式比較表 

系統平台 

功能 
Nike+Run Club 小米運動 本系統 

是否可選擇運動器材 無 無 有 

是否需加購相關產品 有 有 無 

生理數據紀錄 無 有 有 

教練運動評估 無 無 有 

此表為與其他手機運動程式的比較，Nike+Run Club 與小米運動

皆無法選擇運動的器材種類，而生理數據方面小米運動只能記錄簡單

的生理數據(例如:運動時的心律)，相較之下本系統可記錄較完整的生

理數據，且本系統與教練合作讓使用者在使用 APP 紀錄相關運動及

數據後教練看完使用者的生理與運動數據後給予使用者專業的運動

處方和運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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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架構 

此章節介紹使用的硬體設備、軟體工具、系統架構、功能架構圖、

操作流程圖。 

3.1 硬體設備 

表 3.1 硬體設備項目表 

伺服器 

處理器：Intel Core i7-4790 CPU @3.6GHZ 

作業系統：Windows 7 專業版 SP1 64 位元 

記憶體：4 GB 

硬碟：Seagate 1T 

用戶端需求 適用 Android 4.4 以上手機 

本篇論文實驗測試與研究中所使用的硬體設備是由校方所提供

的，其設備規格如表 3.1伺服器部分所示。 

 

圖 3.1 Android 系統的市場佔有率。 

資料來源：Android Develope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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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由 Google Play對於目前 Android手機上的版本做的統計，

由上圖可知 Andriod 4.0以上的版本市佔率約佔整體 Android 市場的

98%以上，而本研究 APP 考慮到手機版本太舊，可能程式相關訊息

跑太慢，導致影響了運動的興致，因此採用了在市面上比較大多人使

用的版本規格，如圖 3.1，也就是用戶端需求在 Android 4.4以上的手

機，如果程式運作的順暢，操作效率也會跟著增加。 

3.2 使用軟體工具 

本研究開發的應用程式主要使用 Android Studio 來開發手機上的

功能，再來使用手機把所有數據存進後端資料庫。資料庫上使用  

MySQL 建立資料表，再利用 Apache 架設伺服器。 

3.2.1 MySQL Server 資料庫 

MySQL 是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涵蓋了資料庫的建置、資料

類型與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函數，建立資料表和資料查詢，

MySQL是一個多執行緒的SQL資料庫伺服器也是開放原始碼的關聯

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可以很快的建檔、編排，以便之後更有效率的查

詢和整理的特性，所以本研究使用 MySQL 作為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3.2.2 網頁伺服器 Apache 

Apache 伺服器可以提供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通

訊協定的平台，所以可以建立極為穩定的系統。我們選用了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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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們的伺服器，因為 Apache 網頁伺服器是開放原始碼的，還具

有安全性與跨平台的特色[24]。 

3.2.3 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 是一個以 Android 為平台開發程式的開發工具，

我們 APP 的撰寫， 藉由 Android Studio 這套開發工具實作出讓高齡

者可以利用手機裝置方便的記錄自己運動數據的手機應用程式來提

高高齡者的運動習慣。 

3.3 系統架構 

為了更清楚表達本應用程式的運作方式，分別以實體架構圖、功

能方塊圖、功能流程圖來敘述，實體架構圖能表達本應用程式與外界

（高齡者）的基本的互動，功能方塊圖可以表示本應用程式的功能。 

本研究的主要架構分兩個部分，第一個是手機登入程式，手機登

入程式後負責讓使用者在前端操作系統。第二個是後端系統，後端系

統是控制資料庫的中心，資料庫負責處理手機登入系統操作時輸入的

數值與運動器材存入的數據，在運動器材存入或是高齡者輸入後資料

庫會把相關的運動數值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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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資
料庫

Internet

手機

手機

手機

高齡者

家屬

運動設備 生理設備

教練

 

圖 3.2 實體架構圖 

圖 3.2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運動器材透網路將使用者的運動

數值存入資料庫，一部分是使用者使用手機登入程式後，提取的資料

或輸入的資料傳至網際網路，另一個部分是後端資料庫從網際網路把

資料存取下來。 

1. 使用者輸入：使用者操作手機登入時，資料會經由雲端傳送

至資料庫進行資料比對，資料比對正確給予登入，失敗則顯

示登入失敗並返回登入畫面。 

2. 資料存/輸入：當高齡者運動完後所產生數據，運動器材會透

過網路將使用者運動的相關數據存入資料庫，當運動器材不

支援本系統時也可另由使用者使用 APP 將以上數據輸入，上



23 
 

傳後經由網路傳送至資料庫進行存取。  

3. 資料查詢：當使用者查詢時，由APP經由網路連結至資料庫，

再回傳回 APP，資料將顯示在 APP 上。 

4. 運動處方：教練看過高齡者的數據後，可以給予運動處方，

也是經由 APP 上傳至資料庫。 

3.4 功能方塊圖 

本應用程式使用者分成三個部分:高齡者、教練及家屬，登入時

利用選單選擇登入者角色來登入，使用者操作時可以選擇想要使用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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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畫面 教練

高齡者

家屬

運動處方查詢

運動數據查詢

生理數據查詢

運動處方查詢

高齡者運動數據查詢

高齡者生理數據查詢

高齡者運動處方查詢

高齡者運動數據查詢

高齡者生理數據查詢

輸入運動數據

輸入生理數據

帳號管理

輸入運動處方

帳號管理

帳號管理
 

圖 3.3 功能方塊圖 

1. 高齡者：當高齡者運動完後所顯示出來的生理數據及運動數

據，可以經由連接網路的運動器材傳至資料庫，或是經由使

用者用 APP 將以上兩樣數據輸入，上傳後會存至資料庫。當

查詢時可查詢生理數據、運動數據和運動處方(教練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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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練：若要開運動處方前，教練必定會先看過高齡者的生理

及運動數據，再給予運動處方。 

3. 家屬：家屬若想看高齡者的資料時，會透過授權的方式來讓

家屬查詢資料，以方便更加了解高齡者的運動狀況及生體情

況。 

3.5 程式功能流程 

以下為本應用程式流程部分，包含了使用者登入流程、註冊流程、

輸入流程查詢流程。 

3.5.1 會員註冊流程 

新會員註冊帳號，若是高齡者註冊時需輸入帳號、密碼、姓名、

出生年月日、年齡、身分證字號、身高、體重、電話，而家屬和教練

需輸入帳號、密碼、姓名、出生年月日、年齡、電話。 

1. 成功：把以上資料存進資料庫，並返回登入畫面。 

2. 失敗：清空有誤的欄位，要求新使用者重新填寫。 



26 
 

開始

輸入會員

基本資料

資料是

否正確？

否

註冊成功

是

會員資料儲存

結束
 

圖 3.4 註冊流程 

若非為會員即進入註冊畫面，申請會員註冊，輸入會員資料後，

驗證資料使否正確，如有誤則返回填寫資料介面，正確則會顯示註冊

成功並返回登入畫面。 

3.5.2 會員登入流程、修改會員資料 

會員登入頁面，會員需輸入帳號密碼，若正確回進到會員功能介

面，會員功能介面： 

1. 高齡者：輸入/查詢生理和運動數據，和查詢運動處方、帳

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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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練：查詢高齡者的生理和運動數據、運動處方、輸入運動

處方和帳號管理。 

3. 家屬：查詢高齡者的生理和運動數據、運動處方、帳號管理。 

輸入帳

號、密碼

是否

正確？

會員功能介面

開始

否

是

會員資
料修改

資料是

否正確

否

是

修改成功

結束

A

A

選擇

會員資料

 

圖 3.5 會員登入流程 

使用者進入登入介面，輸入帳號密碼登入，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如有錯誤會返回會員的登入介面，正確即跳至會員功能介面，在會員

功能界面選擇修改資料後，則進入修改資料介面，填寫新的個人資料，

如有誤則返回修改介面，若無誤則顯示資料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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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高齡者輸入流程 

選擇生理
數據輸入

選擇運動
數據輸入

輸入
生理數據

輸入
運動數據

是否
儲存數據

是否
儲存數據

選擇
運動器材

選擇時間

否 否

數據
儲存成功

數據
儲存成功

結束

是 是

輸入帳
號、密碼

是否
正確？

會員功能介面

開始

否
是

A

A

B

B

選擇生理
數據輸入

是

否

選擇運動
數據輸入

是

返回功能介面

否

 

圖 3.6 高齡者輸入流程 

高齡者登入後，進入會員功能介面，選擇要操作的功能。 

1. 選擇輸入生理數據，再選擇當下紀錄的時間點，輸入各項生

理數據，輸入完畢後並會確認是否儲存生理數據，確認輸入

並顯示數據儲存成功，若資料填寫有誤則返回輸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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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輸入運動數據，可以選擇使用的運動器材，輸入各項運

動數據，輸入完畢後並會確認是否儲存運動數據，確認輸入

並顯示數據儲存成功，若資料填寫有誤則返回輸入介面。 

3.5.4 高齡者和家屬查詢流程 

選擇查詢

運動數據

查詢

運動處方

選擇時間

顯示

運動數據

顯示

運動處方

結束

選擇時間

輸入帳

號、密碼

是否

正確？

會員功能介面

開始

否

是

A

B C

選擇生理
數據查詢

B

是

否

選擇運動
數據查詢

選擇運動
處方查詢

選擇查詢
生理數據

選擇時間

顯示

生理數據

A

C

是

否

是

返回功能介面

否

 

圖 3.7 高齡者查詢流程 

高齡者登入後，進入功能介面選擇要操作的功能。 

1. 選擇查詢生理或運動數據，可以依時間區間下去作為查詢，

會顯示那個時間區間所記錄的生理數據和運動數據。 

2. 選擇查詢運動處方，可以依時間區間下去作為查詢，會顯示

教練給予的運動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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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查詢

生理數據

查詢

運動處方

選擇

時間區段

顯示

生理數據

顯示

運動處方

結束

選擇

時間區段

是否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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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輸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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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功能介面

開始

否

是

A C選擇生理
數據查詢

是

否

選擇運動
數據查詢

選擇運動
處方查詢

選擇查詢
運動數據

選擇

時間區段

顯示

運動數據

B是
A

B

C
是

否

否

返回功能介面

 

圖 3.8 家屬查詢流程 

家屬登入後，進入會員功能介面，若要查詢高齡者的相關資料前 

1. 會先驗證是否有給予授權，若無授權則不能查看任何資料，

若有授權則進入先輸入高齡者的姓名與身分證字號介面，若

姓名與身分證字號有誤，返回至輸入介面，若正確的話則顯

示資料符合，進而進入查詢介面，開始查詢資料。 

2. 家屬選擇查詢高齡者的生理或運動數據，可以依時間點下去

作為查詢，會顯示那個時間區間所記錄的生理數據和運動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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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選擇查詢高齡者的運動處方，可以依時間區間下去作為

查詢，會顯示教練給予高齡者的運動處方。 

3.5.5 教練輸入、查詢流程 

輸入運動
處方

是否

儲存?

是

選擇查詢
生理數據

查詢

運動處方

選擇時間

顯示

生理數據

顯示

運動處方

選擇時間

選擇高齡者輸入帳

號、密碼

是否

正確？

會員功能介面

開始

否

是

A

D D

B

選擇高齡者

否

結束

C D

結束

選擇高齡者

選擇查詢
運動數據

選擇時間

顯示

運動數據
儲存成功

選擇生理

數據查詢

選擇運動

數據查詢

選擇運動

處方查詢

返回功能介面

A

B

C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圖 3.9 教練查詢/輸入流程 

教練登入後，進入功能介面。 

1. 選擇查詢高齡者資料後，會跑出所有高齡者的清單，再選擇

想要查詢的高齡者，並顯示所有的相關數據。 

2. 看完運動數據後教練便能輸入運動處方，並依專業的判斷，

給予適當的運動處方，在輸入運動處方時，確認輸入完成並

無誤，則確定送出，運動處方儲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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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資料庫資料表介紹 

1.高齡者資料表 

表 3.6.1為高齡者資料表，主要為高齡者註冊時的基本資料，

其中包含高齡者的編號，帳號、密碼、姓名、生日、年齡、電話、

身高、體重與身分證字號。 

表 3.6.1 高齡者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p_key int(11) 是 無 高齡者編號 

p-act text 否 無 高齡者帳號 

p_pw longtext 否 無 高齡者密碼 

p_name longtext 否 無 高齡者姓名 

p_bir longtext 否 無 高齡者生日 

p_age longtext 否 無 高齡者年齡 

p_phone longtext 否 無 高齡者電話 

p_hight longtext 否 無 高齡者身高 

p_weight longtext 否 無 高齡者體重 

p_pid text 否 無 高齡者 

身份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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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屬資料表 

表 3.6.2 為家屬資料表，主要為家屬註冊時的基本資料，其

中包含家屬的編號，帳號、密碼、姓名、生日、年齡與電話。 

表 3.6.2 家屬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f_key int(11) 是 無 家屬編號 

f_act text 否 無 家屬帳號 

f_pw text 否 無 家屬密碼 

f_name text 否 無 家屬姓名 

f_bir text 否 無 家屬生日 

f_age text 否 無 家屬年齡 

f_phone text 否 無 家屬電話 

3.教練資料表 

表 3.6.3 為教練資料表，主要為教練註冊時的基本資料，其

中包含教練的編號，帳號、密碼、姓名、生日、年齡與電話。 

表 3.6.3 教練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d_key int(11) 是 無 教練編號 

d_act text 否 無 教練帳號 

d_pw text 否 無 教練密碼 

d_name text 否 無 教練姓名 

d_bir text 否 無 教練生日 

d_age text 否 無 教練年齡 

d_phone text 否 無 教練電話 

 

  



34 
 

4.運動器材資料表 

表 3.6.4 為運動器材資料表，其主要為運動器材的種類，內

包含了器材編號與器材種類。 

表 3.6.4 運動器材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eq_Key int(11) 是 無 器材編號 

eq_name text 否 無 器材種類 

 

5.生理數據資料表 

表 3.6.5 為生理數據資料表，主要是紀錄高齡者測量的生理

數據的部分，其中包含生理數據編號、高齡者編號、日期、心律、

血壓收縮壓、血壓舒張壓與呼吸頻率。 

表 3.6.5 生理數據資料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phy_key int(11) 是 無 生理 

數據編號 

p_Key text 是 無 高齡者編號 

phy_date text 否 無 日期 

phy_parameters text 否 無 心律 

s_pre text 否 無 收縮壓 

d_pre text 否 無 舒張壓 

res_rate text 否 無 呼吸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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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跑步機使用紀錄表 

表 3.6.6 為跑步機使用紀錄表，用來記錄高齡者使用跑步機

運動後，跑步機所產生的運動數據，裡面包含跑步機編號、坡度、

距離、速度、卡路里、心律與持續時間。 

表 3.6.6 跑步機使用紀錄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tre_key int(11) 是 無 跑步機編號 

slope text 否 無 坡度 

distance text 否 無 距離 

speed text 否 無 速度 

heat_cons text 否 無 卡路里 

heart_rhy text 否 無 心律 

duration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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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腳踏車(飛輪)使用紀錄表 

表 3.6.7為腳踏車(飛輪)使用紀錄表，用來記錄高齡者使用腳

踏車(飛輪)運動後，腳踏車(飛輪)所產生的運動數據，裡面包含

腳踏車(飛輪)編號、阻力、距離、速度、轉速、卡路里、心律與

持續時間。 

表 3.6.7 腳踏車使用紀錄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bic_key int(11) 是 無 腳踏車編號 

bic_resist text 否 無 阻力 

bic_distance text 否 無 距離 

bic_speed text 否 無 速度 

bic_rpm text 否 無 轉速 

bic_heat_cons text 否 無 卡路里 

bic_heart_rhy text 否 無 心律 

bic_duration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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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橢圓交叉機使用紀錄表 

表 3.6.8 為橢圓交叉機使用紀錄表，用來記錄高齡者使用橢

圓交叉機運動後，橢圓交叉機所產生的運動數據，裡面包含橢圓

交叉機編號、阻力、距離、速度、轉速、卡路里、心律與持續時

間。 

表 3.6.8 橢圓交叉機使用紀錄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ell_Key int(11) 是 無 交叉機編號 

ell_resist text 否 無 阻力 

ell_distance text 否 無 距離 

ell_speed text 否 無 速度 

ell_rpm text 否 無 轉速 

ell_ heat_cons text 否 無 卡路里 

ell_ heart_rhy text 否 無 心律 

ell_ duration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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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踏步機使用紀錄表 

表 3.6.9 為踏步機使用紀錄表，用來記錄高齡者使用踏步機

運動後，踏步機所產生的運動數據，裡面包含踏步機編號、阻力、

距離、每分鐘平均踩踏數、總步數、卡路里、心律與持續時間。 

表 3.6.9 踏步機使用紀錄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stp_Key int(11) 是 無 踏步機編號 

resist text 否 無 阻力 

distance text 否 無 距離 

stampede text 否 無 每分鐘平 

均踩踏數 

count text 否 無 總步數 

heat_cons text 否 無 卡路里 

heart_rhy text 否 無 心律 

duration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10.跑步機處方表 

表 3.6.10為跑步機處方表，主要用來記錄教練看完高齡者的

生理數據與運動數據後，教練給予高齡者的跑步機的運動建議，

包含跑步機運動處方編號、坡度、距離、速度與持續時間。 

表 3.6.10 跑步機處方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trep_Key int(11) 是 無 跑步機 

處方編號 

slop text 否 無 坡度 

distance text 否 無 距離 

speed text 否 無 速度 

duration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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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腳踏車(飛輪)處方表 

表 3.6.11 為腳踏車(飛輪)處方表，主要用來記錄教練看完高

齡者的生理數據與運動數據後，教練給予高齡者的腳踏車(飛輪)

的運動建議，包含腳踏車(飛輪)處方編號、阻力、距離、速度與

持續時間。 

表 3.6.11 腳踏車處方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bicp_key int(11) 是 無 腳踏車 

處方編號 

bicp_resist text 否 無 阻力 

bicp_dis text 否 無 距離 

bicp_speed text 否 無 速度 

bicp_time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12.踏步機處方表 

表 3.6.12為踏步機處方表，主要用來記錄教練看完高齡者的

生理數據與運動數據後，教練給予高齡者的踏步機的運動建議，

包含踏步機處方編號、阻力、距離與持續時間。 

表 3.6.12 踏步機處方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step_key int(11) 是 無 踏步機 

處方編號 

resist text 否 無 阻力 

distance text 否 無 距離 

duration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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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橢圓交叉機處方表 

表 3.6.13為橢圓交叉機處方表主要用來記錄教練看完高齡者

的生理數據與運動數據後，教練給予高齡者的橢圓交叉機的運動

建議，包含橢圓交叉機處方編號、阻力、距離與持續時間。 

表 3.6.13 橢圓交叉機處方表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ellp_key int(11) 是 無 交叉機 

處方編號 

ellp_resist text 否 無 阻力 

ellp_distance text 否 無 距離 

ellp_duration text 否 無 持續時間 

 

14.高齡者授權表(家屬) 

家屬要在經過高齡者授權後才能看到高齡者的相關生理與

運動數據而表 3.6.14 為高齡者授權表(家屬)是用於存入高齡者授

權給特定的家屬後的資料包含高齡者授權編號、高齡者帳號、家

屬帳號和與家屬關係。 

表 3.6.14 高齡者授權表(家屬)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pwf_key int(11) 是 無 高齡者 

授權編號 

p_ Key int(11) 是 無 高齡者編號 

f_ Key int(11) 是 無 家屬編號 

hint text 否 無 與家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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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齡者授權表(教練) 

教練要在經過高齡者授權後才能看到高齡者的相關生理與

運動數據而表 3.6.15 為高齡者授權表(教練)是用於存入高齡者授

權給特定的教練後的資料包含高齡者授權編號、高齡者帳號、教

練帳號和與教練的關係。 

表 3.6.15 高齡者授權表(教練) 

欄位 型態 Null 預設值 備註 

pwd_key int(11) 是 無 高齡者 

授權編號 

p_key int(11) 是 無 高齡者編號 

d_key int(11) 是 無 教練編號 

hint text 否 無 與教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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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R-MODEL 圖 

藉由此圖 3.9 所示，說明使用者與系統之間的關聯。 

 

圖 3.10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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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ER-MODEL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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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功能介紹 

研究結果本應用程式操作之介紹，包含了登入畫面、註冊畫面、

使用者操作畫面、帳號管理、運動數據查詢與生理數據查詢和高齡者

授權之介紹。 

4.1 登入頁面 

 

圖 4.1 登入頁面 

圖 4.1 功能說明：使用者登入時需選擇自己的使用者身分，身分

包含高齡者、教練、家屬，沒有帳號的新使用者也可以在此頁面點擊

註冊來註冊新帳號。 



45 
 

4.2 註冊頁面 

 

圖 4.2 註冊頁面 

圖 4.2功能說明:使用者如尚未註冊帳號可利用此頁面註冊，首先

使用者必須選擇註冊的身分，分別為高齡者、家屬、教練三類，之後

再填入帳號密碼與使用者的個人基本資料，輸入完成後點擊註冊鍵即

完成註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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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者操作頁面 

 

圖 4.3 使用者操作頁面 

圖 4.3功能說明：高齡者登入之後的畫面，高齡者可以查詢自己

的生理參數、運動紀錄、教練建議的運動處方。教練登入畫面後，可

以查看高齡者的各項生理參數與運動紀錄，藉由數據經過專業的診斷

來建議運動處方。家屬登入畫面後，可以查看高齡者的生理參數、運

動紀錄、教練建議的運動處方，藉此了解老人的運動狀況和生理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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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帳號管理頁面 

 

圖 4.4 帳號管理頁面 

圖 4.4功能說明：假如使用者們在註冊時資料填寫有錯誤，在登

入之後可以在此頁面裡修改，修改完畢確認資料無誤後在點擊更改個

人資料儲存，返回使用者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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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生理數據查詢頁面 

 

圖 4.5 生理數據查詢頁面 

圖 4.5 功能說明:生理數據查詢可以讓各個使用者選擇時間點來

查詢高齡者的在該時間點內輸入的各項生理數據，讓教練與家屬了解

該時間點高齡者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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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高齡者授權頁面 

 

圖 4.6 高齡者授權頁面 

圖 4.6功能說明:為了保護高齡者的個人資料安全，教練及家屬若

要查詢高齡者的運動數據及生理數據時，需先透過高齡者授權，經過

高齡者授權同意完成後才可以順利的查詢高齡者的運動及生理的所

有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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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了解到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有著人口老化的

問題，而隨著年紀越大，生理機能逐漸地退化，除了熟知的慢性疾病

外，行動能力也會造成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上的不便。 

其次在文獻中也能了解到運動對於身體機能強化有著很大的幫

助，如果高齡者能夠運動的話，不但能夠強化身體各方面，還能夠有

效地降低疾病的發生，而隨著人口高齡化，各國也漸漸的重視高齡者

在運動方面的問題，並且推出了不少政策和設施，來滿足高齡者運動

上的需求和慾望。 

而休閒運動是近年來的潮流，可以讓高齡者能夠延緩身體機能老

化，強化各方面肌耐力，減少慢性病罹患率。高齡者可以在自身有限

的範圍內尋求社區的一些活動，例如：社區大學常有的瑜珈、韻律舞

蹈等，同時也能有同伴在旁交流心得，這樣更能培養高齡者參與休閒

運動的意願，讓他們的生活不在那麼的乏味，提升高齡者的生活滿意

度。 

因此本研究的APP能夠針對高齡者的自身需求與目的來從旁協

助高齡者們，掌握自身的運動強度與調整身體的健康狀況，提升肌耐

力，與增進心肺功能。也能讓家屬和教練了解目前高齡者的狀況，適

當的從旁給予意見與協助，達到高齡者本身想要的效果。並同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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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療照護的依賴，給予高齡者在運動中增加成就感、自信心、獨立

及勝任感。 

未來方向，希望能夠對於高齡者們來說能夠有更加便利的方法，

例如希望未來程式能夠支援除了手機之外的移動裝置上，例如：手環

或手錶等移動裝置，這樣對於高齡者而言，會方便的許多，在運動上

也不會影響到行動，更能夠增加他們提高對於運動上的興趣與提升運

動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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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成果 

 

論文投稿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系舉辦的「2017全國高齡學

習與健康促進實務專題競賽」獲得「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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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投稿「2017資訊管理暨電子商務經營管理研討會」錄取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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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陳俊源 APP 功能設計、程式撰寫 

王煒享 蒐集資料、資料彙整、APP 功能設計、論文撰寫、海報設計

與製作 

葉哲瑋 蒐集資料、資料彙整、APP 功能設計、論文撰寫、程式撰寫、

海報設計與製作 

王昱培 蒐集資料、論文撰寫 

賴榮祥 蒐集資料、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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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時程甘特圖 

年月份 

 

工作項目 

1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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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專題題目             

蒐集資料             

資料整理與分析             

撰寫書面報告             

APP 功能設計             

系統程式撰寫             

連接資料庫             

測試與修改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