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 譽 主 席 

序 言 

本人十分榮幸代表朝陽科技大學，歡迎諸位先進蒞臨指導由中華民國民生電子學會及

本校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系主辦，科技部工程司工程科技推展中心、廈門理工學院/計算機

與信息工程學院、國際工程與科技學會中華民國分會 IET Taipei 以及本校資訊管理系、資

訊與通訊系共同協辦的「2015 年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論壇 (AIT/CEF 2015)」。 

本校自創校以來，一直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教學與研究並進的理念來發展校務，因

此非常重視理論的鑽研及實務的演練。本研討會主要為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的雙向交流與

互動，以達到共同培育人才與推動產業發展之目的。 

本研討會以「資訊科技理論與應用」、「通訊網路技術與應用」及「企業智慧與知識管

理」三大主題，探討資訊科技研究與應用的發展，期待三個不同領域論文成果的發表能夠

讓參與者有更多的收穫，持續帶動相關理論與科技研究的發展，期能對資訊領域有著重要

的貢獻與影響。 

本研討會除了學術界、業界先進之研究心得發表外，尚有多家企業贊助，並協力配合

研討會之產品展示及發表，在此一併致謝。 

再次竭誠歡迎各位貴賓，並感謝大家的熱情參與，在此預祝研討會順利成功。 

 

大會榮譽主席暨朝陽科技大學校長 

鍾任琴謹識 

2015 年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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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竭誠歡迎大家蒞臨朝陽科技大學，參加 2015 年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論壇 

(AIT/CEF 2015)」。本研討會主要目的在於邀請世界各地的資訊技術相關研究學者，交流分

享彼此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討「資訊科技理論與應用」、「通訊網路技術與應用」以及「企

業智慧與知識管理」等多元的研究與實務應用議題。希望由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學院所主辦

的 AIT/CEF 2015 國際研討會，能夠帶給大家愉悅的交流與豐富的知識饗宴。 

本屆 AIT 研討會在大家的踴躍投稿下，一共收到了 240 篇的論文，每篇投稿的論文都

經過至少兩位相關領域專家學者的仔細評審，共錄取口頭發表論文 149 篇，海報發表論文

29 篇。感謝所有議程委員與審查委員們的細心審核，讓本研討會的論文都能獲得很好的評

論與建議。 

本屆研討會除了有豐富的論文發表外，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日本會津大學 Ryuichi 

Oka 校長、日本岩手縣立大學 Goutam Chakraborty 教授、國立高雄大學洪宗貝特聘教授，

擔任本研討會 Keynote speakers。此外，民生電子論壇邀請艾思迪諾股份有限公司蘇海永總

經理、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張志勇教授、集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義豐總經理、資策會智

慧網通系統研究所馮明惠所長，進行物聯網在民生電子應用相關議題的討論。希望透過學

術研討與專家學者專題演講安排，提供探討國際目前資訊技術相關領域發展現況與趨勢的

絕佳機會。 

最後，感謝所有論文作者的踴躍賜稿，以及議程與審查委員們的辛勞付出與蒞會指導。

承蒙各位先進的積極參與及支持，使得本大會得以圓滿舉行，特此深表謝忱。 

 

 

大會主席陳榮靜、陳錫明 

議程主席廖珗洲、謝富雄 

謹識 

2015 年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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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  

榮譽主席/Honorary Chair 

鍾任琴 校長  朝陽科技大學 

榮譽副主席/Honorary Vice-Chair 

鄭道明 副校長  朝陽科技大學 

楊文廣 副校長  朝陽科技大學 

大會主席/General Chairs 

陳榮靜 院長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學院 

陳錫明 理事長  中華民國民生電子學會 

議程主席 

廖珗洲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謝富雄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籌備委員(朝陽科技大學籌備團隊) 

廖珗洲教授、謝富雄教授、林坤緯教授、吳世弘教授、王德譽教授、 

姚志佳教授、洪士程教授 

行政支援組：黃智慧、陳奕靜、洪毓婷、張士瑋、杜茹卿、潘倩慧、 

王嘉伶、梁榕芸、林淳菁 

審稿委員(依姓名排序) 

毛慶禎(天主教輔仁大學)  

王淑卿(朝陽科技大學) 

王德譽(朝陽科技大學)  

朱鴻棋(朝陽科技大學) 

江茂綸(朝陽科技大學)  

吳世弘(朝陽科技大學) 

呂慈純(朝陽科技大學)  

李朱慧(朝陽科技大學) 

李金鳳(朝陽科技大學)  

李建緯(朝陽科技大學) 

李樹鴻(建國科技大學)  

李麗華(朝陽科技大學) 

林仁勇(大葉大學) 

林坤緯(朝陽科技大學) 

林芳昌(朝陽科技大學) 

許志宇(朝陽科技大學) 

許見章(天主教輔仁大學) 

許政穆(嘉義大學) 

陳宏益(朝陽科技大學) 

陳宏達(朝陽科技大學) 

陳忠信(朝陽科技大學) 

陳怜秀(朝陽科技大學) 

陳怡婷(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陳金鈴(朝陽科技大學) 

陳隆昇(朝陽科技大學) 

陳靖國(朝陽科技大學) 

陳榮昌(朝陽科技大學) 

陳榮靜(朝陽科技大學) 

彭俊澄(朝陽科技大學) 

曾顯文(朝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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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進發(朝陽科技大學) 

林傳筆(朝陽科技大學) 

林義証(建國科技大學) 

姚志佳(朝陽科技大學) 

施再繁(朝陽科技大學) 

柯秀佳(朝陽科技大學) 

洪士程(朝陽科技大學) 

洪若偉(朝陽科技大學) 

洪珨隆(建國科技大學) 

洪國龍(朝陽科技大學) 

洪朝貴(朝陽科技大學) 

洪盟峰(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洪嘉良(暨南大學) 

胡淑華(景文科技大學) 

范揚文(朝陽科技大學) 

高韓英(東華大學) 

張俊揚(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張英超(彰化師範大學) 

張原豪(朝陽科技大學) 

張家濟(朝陽科技大學) 

張景榮(朝陽科技大學) 

張傳育(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張慶龍(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 

梁新潁(朝陽科技大學) 

 

黃永發(朝陽科技大學) 

黃育仁(東華大學) 

楊伏夷(朝陽科技大學) 

楊昌儒(弘光科技大學) 

楊政穎(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廖俊鑑(朝陽科技大學) 

廖珗洲(朝陽科技大學) 

廖彩雲(嘉義大學) 

廖梨君(朝陽科技大學) 

劉省宏(朝陽科技大學) 

劉啟東(朝陽科技大學) 

劉熒潔(朝陽科技大學) 

潘能煌(建國科技大學) 

蔡文宗(朝陽科技大學) 

鄭文昌(朝陽科技大學) 

鄭秀華(朝陽科技大學) 

盧天麒(嘉義大學) 

戴紹國(朝陽科技大學) 

薛夙珍(朝陽科技大學) 

謝政勳(朝陽科技大學) 

謝富雄(朝陽科技大學) 

謝欽旭(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魏清泉(朝陽科技大學) 

羅有隆(朝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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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學院 
College of Informatics,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中華民國民生電子學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Electronics (TACE) 

 

協辦單位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tion 

科技部工程司工程科技推展中心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onlogy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與通訊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廈門理工學院/計算機與信息工程學院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國際工程與科技學會中華民國分會 IET Taipei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ET) Taipei 

 

贊助廠商 

昊青股份有限公司 遠大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銘信科技有限公司 塔里星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丞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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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論壇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Consumer Electronics Forum (AIT/CEF 2015) 
大會議程 

104 年 4 月 24 日（星期五） 

時 間 場 次 主 題 地 點 

 The registration desk will be open from 8:40~14:00 管理大樓(T2)

09:30~10:00 Opening Ceremony 時選廳 

10:00~10:50 

Keynote Speech【I】 
主講人：Prof. Ryuichi OKa 

The University of Aizu President 
講題：Smartphone Manipulation and Character Input Capturing Air-Drawn 

Motions by a Camera

時選廳 
T2-305 

10:50~11:10 Coffee Break 
時選廳 
T2-305 

11:10~12:00 

Keynote Speech【II】 
主講人：Prof. Goutam Chakraborty 

日本岩手縣立大學 
講題：Traffic Aware Optimum Route Recommendation System Where Multiple 

Destinations Satisfy User Requirement

時選廳 
T2-305 

12:00~13:30 Lunch（憑卷領取餐盒） 
交誼廳 
Ｔ2-120 

12:00~13:30 中華民國民生電子學會理監事會議 T2-808 

13:30~13:40 

Consumer Electronics Forum： 物聯網在民生電子的應用 

時選廳 
T2-305 

主持人致詞 
育達科技大學  李麗華副校長 

13:40~14:20 
Consumer Electronics Forum【I】 
蘇海永 總經理 艾思迪諾股份有限公司 
講題：開放硬體與物聯網的產業現況分享 

14:20~15:00 
Consumer Electronics Forum【II】 
張志勇 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 
講題：物聯網下的全面感知 

15:00~15:10 Coffee Break 
交誼廳 
Ｔ2-120 

15:10~15:50 
Consumer Electronics Forum【III】 
周義豐 總經理  集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講題：智慧居家與生活於物聯網之實務應用 

時選廳 
T2-305 

15:50~16:30 
Consumer Electronics Forum【IV】 
馮明惠 所長  資策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 
講題：智慧聯網應用服務發展趨勢-創新關懷智慧城創意科技新生活 

16:30~17:0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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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論壇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Consumer 

Electronics Forum (AIT/CEF 2015) 
大會議程 

104 年 4 月 25 日（星期六） 

時 間 場 次 主 題  地 點 

 The registration desk will be open from 8:40~15:30 管理大樓(T2)

09:20~10:10 

Keynote Speech【III】 
主講人：洪宗貝 特聘教授 

國立高雄大學 
講題：Applying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to Knowledge 

Engineering 

時選廳 
T2-305 

10:20~12:20 2015 年研究生國際論文英文發表競賽 
時選廳 
T2-305 

10:10~10:30 Coffee Break 
交誼廳 
Ｔ2-120 

10:30~12:00 

Oral Session 【1】 

管理大樓 
2F 

場次 A1 A2 A3 A4 B1 B 2 C1 C2 

地點 T2-202 T2-203 T2-204 T2-205 T2-206 T2-207 T2-208 T2-209 

場次 SA SB       

地點 T2-214 T2-215       

Poster Session【1】 T2-216 

12:00~13:30 Lunch（憑卷領取餐盒） 
交誼廳 
Ｔ2-120 

13:30~15:00 

Oral Session 【2】 

管理大樓 
2F 

場次 A5 A6 A7 B3 B4 C3 C4 C5 

地點 T2-202 T2-203 T2-204 T2-205 T2-206 T2-207 T2-208 T2-209 

場次 SC SD       

地點 T2-214 T2-215       

Poster Session【2】 T2-216 

15:00~15:20 Coffee Break 
交誼廳 
Ｔ2-120 

15:20~16:50 

Oral Session 【3】 
管理大樓 

2F 
場次 A8 A9 A10 C6 C7 C8 SE  

地點 T2-202 T2-203 T2-204 T2-206 T2-207 T2-208 T2-214  

18:30~20:30 晚宴(Banquet) 
星時代 
星匯廳 

※ 請 Poster 於前 15 分鐘於會場張貼完成  
※ T2：代表本校管理大樓 

※ 晚宴(Banquet)：星時代-星匯廳  (台中市西屯區褔科路 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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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I】 

 

Ryuichi OKa 
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of Aizu 
日本會津大學 

校長 

Academic Career: B.S. in Eng., Nagoya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Japan, ’68. M.S. in 
Mathematical Eng.,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70. Dr. Degree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84. Title of thesis: Study of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by Using Cellular 
Feature.  
Degree:  
Dr. of Engineering (Univ. of Tokyo, No.6844) Occupational Career: 
1970.4, Electrotechnical Laboratory, Researcher.  
1979.1 – 2002.4, Electrotechnical Laboratory, Senior reseracher.  
1984.7 – 1985.6,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Visiting scientist.  
1988.4 – 1989.3, Part-time lecturer at Chiba University.  
1993.3 – 2002.3, Real World Computing Partnership, Tsukuba Research Center, chief of 
Information Bases Laboratory and Multi-modal Function Lablratory. 
1999.4 – present, Jap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est Professor. 
1999.4 – 2000.3, Part-time lecturer at 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ntributions to the industry: 
(2004) Video Library of the Upper House started the operation from January. The part of video 
search by keyword was realized by using CrossMediator. 
(2003) Telephone speech retrieval system was released to the market by Neix Inc. 
(2003) Package Soft called CrossMediator was released to the market by MediaDrive Inc. 
(2000-2002) A new concept of integrated multi-media retrieval software,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into a specific software called “CorssMediator,” and succeeded in marketing the 
software through a private company. The software was recommended at 2001 Mac World New 
York as an excellent software and also was demonstrated both in a preliminary presentation of 
2001 Intel Developer Forum by a presenter of Intel Inc. and in Oracle OpenWorld 2001 
Keynote by Craig Barrett, President and CEO, Intel Corporation Moscone Convention Center 
San Francisco, Calif. December 3, 2001. 
 
Topic: Smartphone manipulation and character input capturing air-drawn motions by a 
camera 
 
New technologies for input interfaces focus on making alternatives to a keyboard such as 
speech and gesture recognition. Speech input is becoming popular, but gesture input is still 
difficult. At the present time, special devices are developed for capturing human gestures such 
as Kinect, Wii Controller, Ring, Leap Motion etc. Without these special devices, a camera of 
smartphone capturing gesture is expected to use for realizing character input and manipulation 
of it without attaching special colored caps to fingers and arms. However no excellent 
algorithm is developed so far for actually recognizing air-drawn complex motions captured by 
a smartphone camera or a Web camera. We proposed a promising algorithm called Time-space 
Continuous Dynamic Programming for recognizing human gestures including air-drawn 
Chinese characters captured by a camera. In this talk, I will explain the algorithm and many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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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II】 

 

Goutam Chakraborty 
Professor 

Iwate Prefectural University 
日本岩手縣立大學 

教授 

Prof. Goutam Chakraborty received his Ph.D. in 1993 from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Before 

joining Tohoku University, he worked in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India. Presently he is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Intelligent Informatic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the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wate Prefectural University, Japan.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Soft 

Computing algorith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lve pattern recognition, prediction, 

scheduling and optimization problems including applications in wired and wireless Networks. 

Recently,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time-series signals, collected by sensors 

from Human body as well as machines. 

 
Topic: Traffic Aware Optimum Route Recommendation System Where Multiple 
Destinations Satisfy User Requirement 
 
In conventional route recommendation or car navigation system, the user specifies the 

destination. The shortest route from present location to the destination is recommended. In 

many real-life situations, the driver may not know the exact destination, but could express it by 

required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he is looking for “a parking place near to festival 

ground”, and of course with empty slots. More than one parking place could satisfy this 

criterion. In addition the requirements may include contradictory optimization criteria–like 

nearest, cheapest etc. Similar situations may arise when people escape natural disaster like 

tsunami, flood or landslide. While calculating the optimum route, criterion like minimum delay 

is more important that minimum distance. Delay prediction will have its uncertainty. The 

routing algorithm also considers such uncertainty and risk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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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III】 

 

Tzung-Pei Ho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國立高雄大學 
特聘教授 

Tzung-Pei Hong received his B.S.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1985, and his Ph.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in 1992. From 1987 to 1994, he was with the Laboratory of 
Knowledge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involved in applying 
techniques of parallel process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 w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in Chung-Hua Polytechnic Institute from 1992 to 1994, and at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I-Shou University (originally Kaohsiung 
Polytechnic Institute) from 1994 to 1999. He was a professor in I-Shou University from 1999 to 
2001.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whole computerization and library planning f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in Preparation from 1997 to 2000 and served as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and 
computer center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from 2000 to 2001, as the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from 2003 to 2006, as the Administrative Vice President from 2007 to 2008, and as the 
Academic Vice President in 2010. He is currently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at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nd a joi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400 
researc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and has planned more than fifty 
information systems. He is also the board member of more than forty journals and the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conferences.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knowledge engineering, data mining, soft comput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www 
applications. Dr. Hong is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the IEEE, the 
Chinese Fuzzy Systems Association, the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Machinery,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and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Social Networks. 
 
Topic: Applying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to Knowledge Engineering 
 
Knowledge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It includes any 
kind of data or knowledgepreprocessing, learning, mining, and integration. In this speech, I 
will introduce how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can help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f 
knowledge engineering. Five parts will be covered. In the first part, I will introduce how the 
fuzzy-set concept can be easily adopted in data mining to derive linguistic knowledge which is 
more understandable to users than traditional rules. In the second part, several GA-based fuzzy 
data-mining methods for automatically extracting membership functions for fuzzy association 
rules will be presented. Through appropriately designed fitness functions, these approaches can 
avoid the formation of bad kinds of membership functions and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mining 
results to users. Besides, the privacy-preserving data mining (PPD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speech, I thus show several approaches for 
modifying original databases in order to hide sensitive itemsets. In addition, feature selection is 
critical to mining and learning. In the fourth part, I will state some GA-based clustering 
methods for attribute clustering and feature selection. These approaches for attribute clustering 
can also easily handle the problem of missing values in classification. In the last part, I will 
describe suitable integration techniques for various kinds  of mined knowledge based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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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The Hamiltonian Problems on Supergrid Graphs A6 517 

179 
Self-Learning System With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For 

Narration In Indonesian Language 
A5 489 

180 具 Modbus-NAT 功能之嵌入式微控器核心研製 A7 569 

182 利用 GPS 進行老人照護追蹤 C8 1215 

183 
Dr.What-Info：具親和介面之 Google 技術支援適地性旅遊導覽多

重代理系統 
C7 1167 

184 資料探勘於評估股權投資項目應用之研究 C6 1127 

185 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率調適之影像椒鹽雜訊移除 A2 59 

186 自動車牌辨識系統 P-01 442 

191 
不同的銀薄膜厚度之Kretschmann組態對紅茶表面電漿波共振角

之研究 
P-01 405 

192 基於影像內插技術之可逆式資訊隱藏使用機密訊息縮減策略 A3 96 

193 中間對折策略之雙影像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 A2 75 

194 多預測器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 A3 117 

197 雲端運算上分群虛擬機器的節能策略 C7 1134 

198 A Novel Approach for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A6 538 

199 影響行動廣告點閱率重要因子之研究 P-02 903 

200 適用於近距離手部遊戲平台之設計 A2 45 

201 植基於奇異值分解之潛在語意索引以提升入侵偵測分類績效 C1 250 

202 
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對機關影響的研究—以國立臺灣交響樂

團官網為例 
C5 765 

203 利用電力線傳輸資訊進行大樓照明設備之即時電流分析 P-02 883 

205 適用於棒球賽事轉播之字卡系統設計 A2 37 

206 綠色能源的現況與未來發展趨勢之探索 P-02 917 

208 自相似流量對於 IEEE 802.15.4 無線感測網路影響之研究 B1 199 

209 
An Enhanced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Based on Moving Icons  
B4 643 

210 結合人工蜂群演算法與 Dijkstra 演算法優化智慧型運輸系統 A1 18 

211 視障者定向輔助之視覺辨識系統 A2 67 

212 
A Modified SLM Scheme Based on CES for PAPR Reduction of 

SC-FDMA Systems 
B2 218 

213 基於網際網路之遠距同步腦波量測系統 P-02 873 

214 以概念構圖策略設計具自動出題與診斷能力的教學輔助系統 A5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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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基於改良型混合蛙跳演算法之 FIR 濾波器設計 B4 620 

216 應用於 MIMO-OFDM 系統之平行干擾消除技術改進與模擬 B1 178 

217 應用串列渦輪碼於不相等錯誤保護之多媒體傳輸 P-02 896 

218 以 FPGA 設計突發錯誤編碼之 Meggitt 解碼器 B2 231 

219 以知識庫為基礎的 IPv6 滲透測試 C2 296 

220 A Simple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C2 278 

221 應用於 GPS/DCS/WLAN 之共平面天線設計 B1 186 

227 具二段式高速讀取之 5T SRAM A7 549 

228 資訊科技應用於校園安全之研究-以東海大學為例 A10 1087 

230 Aplha 波音樂近似曲風之研究 C8 1181 

232 應用於 WIMAX/WLAN 之 2×2 雙極化陣列微帶天線設計 B1 193 

234 利用腦波情緒回饋於智慧音樂紓壓系統之建置 P-01 400 

242 不精確品質資料之績效評估 C5 775 

243 醫療檢驗數據之腎臟疾病鑑別 A4 161 

244 以陽極氧化方式成長釓金屬氧化物之研究與探討 P-02 945 

246 
在開放原始碼雲端平台建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以企業內部活

動行事曆為例 
A9 1025 

249 影響遊戲 APP 下載重要因素之探討 C6 1109 

250 結合腦波儀改善過動症狀的評估系統與遊戲開發 A4 133 

251 網頁線上遊戲防護與防駭 B4 633 

253 建立以服務為導向的 OpenStack 雲端平台 C7 1142 

254 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建構的研究 C4 697 

255 運用 Kinect 於養護中心寢居狀態偵測警示技術的實作 A10 1092 

258 
A Triple-band L-Shaped Monopole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on Ceramic Substrate for WLAN and WiMAX Application 
B3 582 

259 運用大數據分析改善醫學儲傳系統(PACS)之滿意度 P-02 933 

260 
Improved Fuzzy C-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s Based on Artificial 

Bee Colony for Liver Disease Diagnosis 
A4 153 

262 電腦輔助排課系統 C4 731 

263 網頁樣版套用的方法與技術分析 C4 725 

265 以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處理不確定模組平面規劃問題 A9 1019 

266 電腦教室客製化 NAT 系統設計與實作 B3 574 

271 
Technology of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Applied to Reduce Spike 

Current of High-Voltage MOSFET Driver Circuit 
A8 1007 

272 
探討虛擬社群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之前置因素與結果：意識機制

觀點 
C6 1104 

273 基於小波分析之掃頻干擾消除機制研究: 以伽利略衛星導航接 B4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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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機為例 

274 單根蛇形延遲線繞行方式對高速數位電路的訊號影響 A8 997 

275 應用腦波儀建構一個線上回饋的音樂處方籤系統 A4 140 

276 行動裝置上的口語轉手語翻譯器 A9 1011 

277 雲端分散式爬蟲之索引-以專利局為例 SA 315 

280 植基於 DCT 係數相關性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 A3 112 

281 樂齡族電子寵物之研製 P-01 418 

282 基於 ECC 和多伺服器架構的遠端身分認證協定 C1 265 

284 
應用模擬最佳化方法探討 B2C 網購平台 VMI 補貨與訂價策略之

研究 
C6 1120 

285 智慧型長者照護監控系統 SB 354 

286 MIMO-OFDM 系统中空时编码能效研究 B3 587 

299 藍芽 4.0 於跑速訓練之研究與應用 P-01 464 

300 照護型機器人系統整合與電路設計 P-01 455 

301 以穿戴式感測裝置為中心結合藍牙 4.0 低功耗技術 P-02 864 

304 基於藍芽 4.0 應用於智慧家庭 P-01 472 

305 
Performance Study of PMIPv6-based Fast Neighbor Discovery for 

Distributed ITS in Smart City 
B2 212 

30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terference Alignment with Receiving 

Beamforming Techniques 
B1 182 

308 穿戴式視障者視覺輔助辨識系統 A10 1098 

309 企業電子網路商城採用行為模式之探討 A9 1035 

310 辨識自然語言指令之文字蘊涵識別系統 A1 22 

311 居家服務之管家機器人 A1 1 

313 利用協作平台開發舞蹈學習網站 SD 814 

314 應用可見光通訊技術於室內空氣品質管理之開發研究 B2 223 

316 
Compressive sensing of X-ray microtomographic image 

reconstruction 
A6 532 

317 改善睡眠呼吸障礙的呼吸自動調節機構 P-01 409 

319 
分散式計算環境中具備短暫秘密洩漏安全之身分為基礎的三方

可認證金鑰協議協定 
C2 284 

321 於巨量資料分析-以 Facebook 塗鴉牆資料為例 C3 656 

322 以 beagelebone black 為例-如何客製化 Android 裝置 A7 564 

323 樣式歷史資料之形狀查詢-藉由 Haar 小波 C8 1191 

324 探討消費者之線上持續使用行為：結合自動化及意識觀點 P-02 926 

326 基於總諧訊比的分離音源技術 B4 610 

328 Research of Planar Printed Antenna with Silver Paste B3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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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應用卡爾曼濾波器於氫氣感測傳輸 A7 555 

332 利用 Blinding 技術處理在同態加密域下的摺積計算 C1 270 

335 決策樹於國小教師工作滿意度之研究~以臺中市為例 A5 495 

336 
互動式電子白板提升國小五年級數學學習動機之研究~以臺中市

為例 
A5 501 

337 
智慧型家庭自動化系統的整合與應用--以家庭瓦斯熱水器安全

控制機制為例 
A10 1077 

339 宗教講師職能之研究-以中部地區一貫道為例 C5 737 

341 Jason 代理人的無 Prolog 的推理週期 P-01 424 

342 以超圖結構和聚類分析來輔助大資料的關聯規則法研究 C3 661 

343 具叢聚型錯誤更正能力之矽穿孔即線修復結構 A8 989 

344 以 Zigbee 實現霍特式心電圖監測裝置 A4 148 

345 結合 8051 與 LABVIEW 技術實現智慧型監控插座 P-02 889 

346 以 FPGA 模糊控制器設計外掛式溫度控制系統 A8 979 

347 
一個使用雙重偽裝影像達到高藏量與高視覺品質的可逆式資訊

隱藏技術 
A3 86 

348 
使用可變音段長度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於語音

增強之研究 
B4 624 

349 傳統電阻式觸控液晶螢幕的數位控制電路設計與應用 A8 966 

350 雲端服務對使用者經驗之研究 B1 167 

353 探討雲端負載平衡主機使用率對虛擬機器之影響 P-02 911 

354 利用 ERP 系統控管上市上櫃客戶信用 C7 1160 

355 具低時脈負載之低功率正反器設計 A8 1002 

356 智慧行動電子看板 B3 604 

357 TRIZ 理論應用於 3D 印表機可攜式設計 A6 513 

358 金屬機殼背蓋式手機天線設計 SB 361 

359 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分析研究-以人格配對為分析基礎 C4 709 

360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Based on Liu's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Algorithm 
A5 484 

361 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設計 SB 366 

362 結合行動定位的商車營運管理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SE 1222 

363 使用資料探勘技術提升藥廠健保藥品銷售 C3 672 

364 運用拉格朗日與方向修正模函數之可逆式資訊隱藏法 A3 104 

365 基於 HADOOP 架構運用 VQ 影像分類改善影像拼貼之效率 B2 206 

366 一個高效率之可證明資料擁有機制 C2 309 

368 結合相似度比對與貝氏分類之推薦機制 C8 1207 

369 基於社群網路之景點推薦系統 P-02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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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石門財神廟網站資訊架構之內容分析 C5 754 

371 應用 Moodle 翻轉國中數學課程之準實驗研究 SD 823 

372 Chaos、AES 與 NFC 加密演算法應用於無線通道身份認證 C1 257 

374 以 Hadoop MapReduce 框架探勘巨量 XML 文件 C3 650 

375 空間資料索引附加彙總資料的應用-以天然氣管線分佈為例 C4 687 

376 音樂對國小教師在不同工作負荷紓解壓力之評估 SD 831 

377 音樂療法對國小教師紓壓的評估 SD 836 

378 健走運動對國小教師心率變異度影響的評估 SD 842 

379 網站內容管理系統之分析與設計 P-01 383 

380 使用權重鄰近分類法之臉部表情辨識 A2 53 

382 無線感測傳輸平台製作 B2 237 

384 
Hadoop 之 MapReduce 程式的 Reachability 分析─以 Petri Nets 驗

證 
C7 1174 

385 適用於超寬頻通訊之平面微型槽孔天線 B3 595 

387 具有樹狀輻射體之微型槽孔天線：適用於超寬頻通訊 B3 600 

388 Stair-up Workouts by Using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P-01 393 

390 
粒化屬性對有缺漏屬性之模式識別影響研究-以企業破產預測為

例 
A9 1059 

392 個人化本體結合社群網路的語音推薦 A1 8 

394 基於領域本體結合決策樹之營養素的飲食推薦 A1 29 

396 氫氣外洩偵測警示器之研製 A7 559 

397 
數位心智圖教學對自然科學習成效之探究-以國小六年級「簡單

機械」單元為例 
P-02 951 

398 國小教師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在親師溝通之接受度研究 P-02 959 

399 以 SOPC 實現對位平台步進馬達驅動系統 A7 543 

400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Based Maximum-likelihood for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Estimation in OFDMA Uplink 
SE 1230 

401 職能模式建立-以 Oracle ERP 工程師為例 C7 1152 

402 電子裝置之加密及解鎖方法 C1 244 

403 動態區域二維影像描述子及影像比對應用 P-01 432 

405 
Low voltage and high performance divide-by-2 design using pseudo 

n-MOS circuit scheme 
SB 372 

411 權重式區域二元影像描述子與即時人臉辨識應用 P-01 437 

414 無標記式動作擷取技術運用於體感互動遊戲之研究 A9 1051 

416 縮小教師與學生期望落差之研究-以鷹鴿賽局為基礎 C5 744 

418 
品牌形象、服務品質、知覺價值、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之關

係研究-以軍人網路購物為例 
P-01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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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腦波訊號之 LED 顯示硬體實作與腦波儀應用程式開發教學教材

編撰 
A4 126 

420 鋰電池老化過程的放電容量預測 A6 507 

422 基於可重組光放大器 WDM-PON 方案之研究 P-02 870 

423 應用灰色預測於監視系統之漸層式隱私保護方法 A10 1067 

426 使用單一發光二極體實現顯示/光感測設計 SB 376 

427 基於虛擬代幣機制之國小數位學習網站設計與研究 SD 847 

428 基於情境感知的智能家居照明系統設計 SE 1235 

429 國小閱讀障礙生與一般生讀寫腦波之比較 SD 854 

430 國小閱讀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的腦波之空間關聯度分析 SD 859 

431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Electronic Locking System SB 380 

432 以樹梅派為交換器實現軟體定義網路(SDN) SC 783 

433 行動食譜結合生產履歷 SA 349 

434 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混搭服務網路資源概觀 SA 323 

435 偵測危險駕駛行為之無線感測平台實作 SC 789 

436 Android 實作救護車警報聲辨識 SE 1241 

437 以 Android 手機實作人類移動狀態辨識 SC 793 

438 以伺服器之服務遷徙提升無線行動網路服務品質 SA 327 

439 
A New Selected Mapping Applied Scheme with Low Complexity 

for PAPR Reduction in OFDM Communication Systems 
SE 1245 

440 OpenStack 環境中植基於動態遷徙之負載平衡機制 SA 341 

441 
A RSSI-based RPL Routing Protocol for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Mechanism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SC 798 

442 實現於 FPGA 之手機門禁暨家電整合控制系統 SC 803 

443 直流變頻馬達之手機遠端控制系統 SE 1252 

444 
Enhance 6LoWPAN Throughput by Using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in the Wi-Fi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SC 809 

445 自己的圖書館自己管 SA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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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A1)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t)  

地點：T2-202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吳世弘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11 居家服務之管家機器人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吳世弘、施文烽、黃建豪、黃俊翔 

 

1 

392 個人化本體結合社群網路的語音推薦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2 九將資訊有限公司 

陳榮靜 1、施驊原 1、黃忠義 1、林渝翔 2 

 

8 

210 結合人工蜂群演算法與 Dijkstra 演算法優化智慧型運輸系統 
1 國立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系、2 國立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系研

究所 

洪燕竹 1、李廷威 2 

 

18 

310 辨識自然語言指令之文字蘊涵識別系統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吳世弘、許力仁、林華煒、廖培凱 

 

22 

394 基於領域本體結合決策樹之營養素的飲食推薦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陳榮靜、丁昱銜、陳靖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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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2)  影像處理 (Image Processing)  

地點：T2-203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戴紹國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05 適用於棒球賽事轉播之字卡系統設計 
1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2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張厥煒 1、沈萬嘉哲 1、黃致豪 2、沈紹偉 2 

 

37 

200 適用於近距離手部遊戲平台之設計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張厥煒、黃笠維、葉雲豪 

 

45 

380 使用權重鄰近分類法之臉部表情辨識 

朝陽科技大學 

廖梨君、林志瀚 

 

53 

185 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率調適之影像椒鹽雜訊移除 
1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研究所 
2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張郡芳 1、陸清達 2 

 

59 

211 視障者定向輔助之視覺辨識系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張厥煒、黃智澄、呂木村 

 

67 

193 中間對折策略之雙影像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 

朝陽科技大學 

呂慈純、吳致暉、黃俊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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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3)  資訊隱藏 (Information Hiding)  

地點：T2-204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李金鳳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47 一個使用雙重偽裝影像達到高藏量與高視覺品質的可逆式資

訊隱藏技術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王重元、陳志瀅 

 

86 

192 基於影像內插技術之可逆式資訊隱藏使用機密訊息縮減策略 

朝陽科技大學 

呂慈純、林美辰、黃俊智 

 

96 

364 運用拉格朗日與方向修正模函數之可逆式資訊隱藏法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李金鳳、賴佳欣 

 

104 

280 植基於 DCT 係數相關性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 

國立聯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丕裕、李文傑 

 

112 

194 多預測器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 

朝陽科技大學 

呂慈純、陳昌睦、林美辰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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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4)  生物資訊應用 (Bio-informatics)  

地點：T2-205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劉省宏 

No. 論文名稱 頁碼 

419 腦波訊號之 LED 顯示硬體實作與腦波儀應用程式開發教學教

材編撰 

朝陽科技大學 

施再繁、林建豪 

 

126 

250 結合腦波儀改善過動症狀的評估系統與遊戲開發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2 中山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陳金玲 1、唐詠雯 2、周永豐 1、林家煜 1、張念喬 1 

 

133 

275 應用腦波儀建構一個線上回饋的音樂處方籤系統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2 中山醫學大學 物理治療學系 

陳金玲 1、廖崇硯 1、唐詠雯 2、黃傑霖 1 

 

140 

344 以 Zigbee 實現霍特式心電圖監測裝置 

朝陽科技大學 

沈明諭、劉省宏、王政程 

 

148 

260 Improved Fuzzy C-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s Based on 

Artificial Bee Colony for Liver Disease Diagnosis 
1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Shou University、
2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Jenn-Long Liu1、Chung-Chih Li2 

 

153 

243 醫療檢驗數據之腎臟疾病鑑別 

南開科大 電子工程系所 

江昭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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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B1)  Mobile Communicating   

地點：T2-206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李建緯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50 雲端服務對使用者經驗之研究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傳播研究所 

劉遠楨、林洛葶 

 

167 

216 應用於 MIMO-OFDM 系統之平行干擾消除技術改進與模擬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江松茶、何士康、李仕瀚、簡裕峰 

 

178 

30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terference Alignment with 

Receiving Beamforming Technique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hu-Te 

University 

Chen Wan Tsung, Xu Chang Han, Yu Cheng Wang  and 

Li-Kuen Lou 

 

182 

221 應用於 GPS/DCS/WLAN 之共平面天線設計 
1 修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2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凌子軒 1、魏嘉延 2 

 

186 

232 應用於 WIMAX/WLAN 之 2×2 雙極化陣列微帶天線設計 
1 修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2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賴鵬元 1、陳威仁 2 

 

193 

208 自相似流量對於 IEEE 802.15.4 無線感測網路影響之研究 
1 景文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2 景文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

腦與通訊碩士班 

翁啟明 1、張明化 1、張哲維 2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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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B2)  Digital Communication  

地點：T2-207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梁新潁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65 基於 HADOOP 架構運用 VQ 影像分類改善影像拼貼之效率 
1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管理系、2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沈肇基 1、李金鳳 2、侯昆良 1 

 

206 

305 Performance Study of PMIPv6-based Fast Neighbor 

Discovery for Distributed ITS in Smart City 

國立聯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李國川、劉謹豪 

 

212 

212 A Modified SLM Scheme Based on CES for PAPR Reduction 

of SC-FDMA Systems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sin-Ying Liang and Chun-Lin Chiu 

 

218 

314 應用可見光通訊技術於室內空氣品質管理之開發研究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蔡佳和 

 

223 

218 以 FPGA 設計突發錯誤編碼之 Meggitt 解碼器 

龍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闕河立、劉泓志 

 

231 

382 無線感測傳輸平台製作 

大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仁勇、劉松翰 

237 

   

 

  

A-22 AIT / CEF 2015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場次：(C1)  Information Security-1  

地點：T2-208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彭俊澄 

No. 論文名稱 頁碼 

402 電子裝置之加密及解鎖方法 
1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2 義守大學 數位

多媒體設計學系 

林達智 1、孫志彬 2、傅家啟 1 

 

244 

201 植基於奇異值分解之潛在語意索引以提升入侵偵測分類績效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陳隆昇、許智翔 

 

250 

372 Chaos、AES 與 NFC 加密演算法應用於無線通道身份認證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陳永隆、陳建宏、張良宇 

 

257 

282 基於 ECC 和多伺服器架構的遠端身分認證協定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楊伏夷、劉冠達 

 

265 

332 利用 Blinding 技術處理在同態加密域下的摺積計算 
1 台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2 台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網

路與多媒體研究所 

林大鈞 1、吳家麟 2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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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2) Information Security-2  

地點：T2-209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楊伏夷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20 A Simple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ia-Ju Chang, Wei-Chi Ku, Hao-Jun Xu, Pei-Jia Qiu 

 

278 

319 分散式計算環境中具備短暫秘密洩漏安全之身分為基礎的三

方可認證金鑰協議協定 

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數位學習碩士班 

張庭毅、劉大銘 

 

284 

219 以知識庫為基礎的 IPv6 滲透測試 
1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2 彰化師範大學 全商所 

賴谷鑫 1、謝宏億 1、Kompakorn Wongwilatnurak2 

 

296 

366 一個高效率之可證明資料擁有機制 
1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2 中國科技大學 數位

多媒體設計系 

陳昱安 1、張哲豪 1、洪國寶 1、陳國璋 1、簡漢民 2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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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A)  自由理念及物聯網應用 

地點： T2-214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4/04/25  10:30~12:00  

Session Chair：謝欽旭、洪盟峰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77 雲端分散式爬蟲之索引-以專利局為例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2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數位學

習所 

江茂綸 1、鄭子暘 1、周詩函 1、吳彥青 1、王君瑋 1、林文耀
1、陳映淞 2、張庭毅 2 

 

315 

434 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混搭服務網路資源概觀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洪朝貴 

 

323 

438 以伺服器之服務遷徙提升無線行動網路服務品質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呂政達、謝欽旭、沈世宏 

 

327 

445 自己的圖書館自己管 

輔仁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毛慶禎 

 

334 

440 OpenStack 環境中植基於動態遷徙之負載平衡機制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林文琪、謝欽旭、呂學嘉、洪盟峰 

 

341 

433 行動食譜結合生產履歷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2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

理系 

林傳筆 1、黃雅鈴 2、詹智翔 1、王永祥 1、邱振華 1、蕭朝鴻
1、葉彥儒 1、劉嘉倫 1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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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B) 網路與通訊應用          

地點：T2-215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陳忠信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85 智慧型長者照護監控系統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2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數位學習

碩士班 

江茂綸 1、林仕軒 1、李仁傑 1、黃奕傑 1、林信志 1、呂竟鴻 1、

蔡燦鴻 2、張庭毅 2 

 

354 

358 金屬機殼背蓋式手機天線設計 

樹德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潘善政、柯坤偉、徐文修 

 

361 

361 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設計 

樹德科技大學 

潘善政、陳柏村、徐文修 

 

366 

405 Low voltage and high performance divide-by-2 design using 

pseudo n-MOS circuit scheme 

Dep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Fa Lin , Yu-Cheng Li, Yu-Wei Chang, Ming-Yen Tsai, 

Ciao-Lan Gu 

 

372 

426 使用單一發光二極體實現顯示/光感測設計 

朝陽科技大學 

林進發、陳韋谷 

 

376 

431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Electronic Locking Syste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g-Chuan Wei, Yan-Ming Chen, Chao-Chieh Chang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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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P-01) - 壁報展示 

地點：T2-216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廖梨君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79 網站內容管理系統之分析與設計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2 言瑞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李金鳳 1、陳冠華 2、賴亭妤 1、林岡蓁 1、吳文心 1、林怡岑
1、曾益倫 1、游燿瑞 1 

 

383 

388 Stair-up Workouts by Using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1,2,3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Exercise and Health Promo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Lin-Sen Pon1, You-Rue Du2, Bo-Xiang Chen3, Ching-Wen, 

Chang4 

 

393 

234 利用腦波情緒回饋於智慧音樂紓壓系統之建置 
1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資管系、2 美和科技大學 資管系 

杜清敏 1、溫蓮蓉 2、馬詩翔 1、江婕萍 1、王郁晴 1、李昀 1 

 

400 

191 不同的銀薄膜厚度之Kretschmann組態對紅茶表面電漿波共

振角之研究 
1 健行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

工程系 

李正民 1、趙文鴻 2、林啟順 1、洪振剛 1、陳銅欽 1 

 

405 

317 改善睡眠呼吸障礙的呼吸自動調節機構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子研究所 

方義維、杜日富 

 

409 

281 樂齡族電子寵物之研製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2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3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系 

林坤緯 1、呂承澤 1、胡祖武 2、廖睿誌 3 

 

 

418 

341 Jason 代理人的無 Prolog 的推理週期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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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P-01) - 壁報展示 

地點：T2-216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0:30~12:00  

Session Chair：廖梨君 

No. 論文名稱 頁碼 

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系 
吳凱強、陳振炎、吳牧哲 
 

403 動態區域二維影像描述子及影像比對應用 
玄奘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蔡耀弘、王珮瑄 
 

432 

411 權重式區域二元影像描述子與即時人臉辨識應用 
玄奘大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 
蔡耀弘、林姿君 
 

437 

186 自動車牌辨識系統 
國立聯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顏瑞成、羅聖迪 
 

442 

418 品牌形象、服務品質、知覺價值、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

之關係研究-以軍人網路購物為例 
1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2 樹德科技大學 金融管理系 
吳冠霖 1、唐國銘 1、李勝榮 2 

 

448 

300 照護型機器人系統整合與電路設計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黃榮堂、鄒秉翰 

 

455 

299 藍芽 4.0 於跑速訓練之研究與應用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黃榮堂、沈宗佑 

 

464 

304 基於藍芽 4.0 應用於智慧家庭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黃榮堂、李文鴻 

472 

 

場次：(A5)  數位學習 (E-Learning)  

地點：T2-202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洪士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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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論文名稱 頁碼 

214 以概念構圖策略設計具自動出題與診斷能力的教學輔助系統 

國立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 

洪燕竹、許祐銘 

 

480 

360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Based on 

Liu's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Algorithm 
1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Asia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Biolog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siang-Chuan Liu1、Hsien-Chang Tsai2 

 

484 

179 Self-Learning System With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For Narration In Indonesian Language 
1Global Busines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2Sekolah Teknik 

Surabaya 

Edwin Wibowo Sampurna1、Esther Irawati Setiawan2 

 

489 

335 決策樹於國小教師工作滿意度之研究~以臺中市為例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洪士程、許方玫 

495 

336 互動式電子白板提升國小五年級數學學習動機之研究~以臺中

市為例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洪士程、魏兆均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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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6)  演算法 (Algorithm)&系統最佳化 (System Optimization)

地點：T2-203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洪若偉 

No. 論文名稱 頁碼 

420 鋰電池老化過程的放電容量預測 
1 中國文化大學 電機系、2 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所、3 中國文化

大學 電機系 

翁志祁 1、卓楷湟 2、郭以平 3 

 

507 

357 TRIZ 理論應用於 3D 印表機可攜式設計 
1 龍華科技大學 電機系、2 龍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路工程系 

許哲禎 1、曹瑞和 2 

 

513 

178 The Hamiltonian Problems on Supergrid Graphs 

Depar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uo-Wei Hung, Chien-Hui Hou, Shang-Ju Chan, Hao-Yu Chih 

 

517 

316 Compressive sensing of X-ray microtomographic image 

re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eng Chia University 

Chow-Yen-Desmond Sim, Hsin M. Shieh and Jhih-Yuan Syu 

 

532 

198 A Novel Approach for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en-Teh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Chin-Chih Chang, Feng-Chia Li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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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7)  嵌入式系統 (Embedded System)  

地點：T2-204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陳宏達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99 以 SOPC 實現對位平台步進馬達驅動系統 
1 2 5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研究所 
3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能源與精敏系統設備處精

密機電組 
4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區域研發服務處智慧技術

組 

李國誠 1、林柏州 2、溫志群 3、吳文傑 4、張凱雄 5 

 

543 

227 具二段式高速讀取之 5T SRAM 
1 修平科技大學 電機系所、2 修平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3

修平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所 

蕭明樁 1、余建政 2、文忠宇 3 

 

549 

331 應用卡爾曼濾波器於氫氣感測傳輸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林坤緯、陳敬翔、廖冠弘 

 

555 

396 氫氣外洩偵測警示器之研製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林坤緯、張慶宏、王宏益 

 

559 

322 以 beagelebone black 為例-如何客製化 Android 裝置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文虎、黃俊詠、謝孟諺、翁添雄 

 

564 

180 具 Modbus-NAT 功能之嵌入式微控器核心研製 

誠德科技有限公司 

林裕文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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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B3)  Wireless Network  

地點：T2-205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朱鴻棋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66 電腦教室客製化 NAT 系統設計與實作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王德譽、林文瀚、黃鈺琪、林岱慶、林相甫 
 

574 

258 A Triple-band L-Shaped Monopole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on Ceramic Substrate for WLAN and 
WiMAX Application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ih-Chien Chen, Min-Zhe Weng 
 

582 

286 MIMO-OFDM 系统中空时编码能效研究 
1 文华学院、2 华中科技大学 
王丽君 1、韩涛 2、俞侃 1 

 

587 

328 Research of Planar Printed Antenna with Silver Paste 
1Department of Aviati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ecutive 
Master,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Department of Avionics,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Liang Liu1, Yen-Ann Chen2, Keng-Yu Lien2, Ta-Ming Shih2 
 

592 

385 適用於超寬頻通訊之平面微型槽孔天線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所) 
林泓毅、古家豪 
 

595 

387 具有樹狀輻射體之微型槽孔天線：適用於超寬頻通訊 
明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所) 
林侑宗、古家豪 
 

600 

356 智慧行動電子看板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朱鴻棋、賴玉鋒、鄭朝元、梁亞樊、陳彥吉 

604 

   
 

場次：(B4)  Network Security & Digital Signal Process  

地點：T2-206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魏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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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論文名稱 頁碼 

326 基於總諧訊比的分離音源技術 
1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工程師、2 私立銘傳大

學 電子工程學系、3 國立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郭家維 1、方俊才 2、張寶基 3 

 

610 

273 基於小波分析之掃頻干擾消除機制研究: 以伽利略衛星導航

接收機為例 

國立宜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陳柏宇、李尤進、錢膺仁 

 

615 

215 基於改良型混合蛙跳演算法之 FIR 濾波器設計 

樹德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辜振華、張偉德 

 

620 

348 使用可變音段長度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於語

音增強之研究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雷忠霖、陸清達 

 

624 

251 網頁線上遊戲防護與防駭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陳金鈴、黃振珂、黃信曄、吳睿哲 

 

633 

209 An Enhanced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Based on Moving Icon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ei-Jia Qiu, Wei-Chi Ku, Chia-Ju Chang, Hao-Jun Xu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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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3)  Big Data  

地點：T2-207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鄭文昌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74 以 Hadoop MapReduce 框架探勘巨量 XML 文件 
1 嶺東科技大學、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 

張翠蘋 1、鍾坤政 1、朱延朗 2 

 

650 

321 於巨量資料分析-以 Facebook 塗鴉牆資料為例 

靜宜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洪瑋含、謝孟諺、李冠憬 

 

656 

342 以超圖結構和聚類分析來輔助大資料的關聯規則法研究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2 北京科技大學 計算機與通信

工程學院 

陳榮昌 1、胡小靜 2、謝永紅 2 

 

661 

363 使用資料探勘技術提升藥廠健保藥品銷售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陳靖國、許清輝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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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4)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Issues-1  

地點：T2-208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王德譽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75 空間資料索引附加彙總資料的應用-以天然氣管線分佈為

例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陳靖國、許智偉 

 

687 

254 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建構的研究 
1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2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3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嚴國慶 1、王淑卿 2、彭金山 2、王順生 3 

 

697 

359 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分析研究-以人格配對為分析基礎 
1 朝陽科技大學、2 高雄大學、3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劉熒潔 1、王明月 2、陳嬋茹 3 

 

709 

263 網頁樣版套用的方法與技術分析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冷輝世、林珈羽、陳朝昇、陳威仲 

 

725 

262 電腦輔助排課系統 

彰化師範大學 數學系 

冷輝世、紀雅涵、林宜潔、戴竹修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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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5)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lated Issues-2  

地點：T2-209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陳宏益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39 宗教講師職能之研究-以中部地區一貫道為例 
1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2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

理系 

王淑卿 1、彭金山 1、吳宜靜 1、王順生 2 

 

737 

416 縮小教師與學生期望落差之研究-以鷹鴿賽局為基礎 
1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2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理學

系 

羅世強 1、王福星 2 

 

744 

370 石門財神廟網站資訊架構之內容分析 

真理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 

林國水、胡仲溢、陳柏智 

 

754 

202 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對機關影響的研究—以國立臺灣交響

樂團官網為例 
1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2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何金玲 1、王淑卿 2 

 

765 

242 不精確品質資料之績效評估 
1 實踐大學 資訊管理系、2 嘉義大學 應用數學系 

洪清文 1、吳忠武 2、陳冠廷 1、洪維廷 1、林岱彥 1、吳政欣
1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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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C)  網路與通訊應用          

地點：T2-214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林傳筆 

No. 論文名稱 頁碼 

432 以樹梅派為交換器實現軟體定義網路(SDN)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林傳筆、詹翔宇、詹智翔、王永祥 

 

783 

435 偵測危險駕駛行為之無線感測平台實作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張家濟、朱翁伯勛、李韋民、游宗霖、胡定鈺 

 

789 

437 以 Android 手機實作人類移動狀態辨識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陳冠宇、陳柏勳、柏化澤、陳勁全、胡鎮岳、黃柏鴻、廖俊

鑑 

 

793 

441 A RSSI-based RPL Routing Protocol for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Mechanism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ing-Ying Lin, Tsung-Han Lee, Lin-Huang Chang 

 

798 

442 實現於 FPGA 之手機門禁暨家電整合控制系統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蔡文宗、施又郡、呂柏陞、張銘宏、陳修豪、黃文麒 

 

803 

444 Enhance 6LoWPAN Throughput by Using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in the Wi-Fi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ih-Mo Li, Tsung-Han Lee, Lin-Huang Chang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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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D)  資訊科技在教育領域的應用        

地點：T2-215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劉省宏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13 利用協作平台開發舞蹈學習網站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陳靖國、郭銘智 
 

814 

371 應用 Moodle 翻轉國中數學課程之準實驗研究 
1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國中
數學領域兼任輔導員、2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林雅雯 1、江柏叡 2、曾志隆 2 

 

823 

376 音樂對國小教師在不同工作負荷紓解壓力之評估 
1 潭陽國小、2 朝陽科技大學 
黃津丰 Chin-Feng Huang1、劉省宏 Shing-Hong Liu2 
 

831 

377 音樂療法對國小教師紓壓的評估 
1 潭陽國小、2 朝陽科技大學 
賴品華 Ping-Hua Lai1、劉省宏 Shing-Hong Liu2 
 

836 

378 健走運動對國小教師心率變異度影響的評估 
1 潭陽國小、2 朝陽科技大學 
張明珠 Ming-Chu Chang1、劉省宏 Shing-Hong Liu2 
 

842 

427 基於虛擬代幣機制之國小數位學習網站設計與研究 
1朝陽科技大學 資工研究所、2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洪志明 1、黃永發 2、劉省宏 1 

 

847 

429 國小閱讀障礙生與一般生讀寫腦波之比較 
1 潭陽國小、2 朝陽科技大學 
林惠琴 Hui-chin Lin1、劉省宏 Shing-Hong Liu2 

 

854 

430 國小閱讀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的腦波之空間關聯度分析 
1 成功國小、2 朝陽科技大學 
許敏菁 Min-Ching Hsu1、劉省宏 Shing-Hong Liu2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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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P-02) - 壁報展示 

地點：T2-216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張家濟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01 以穿戴式感測裝置為中心結合藍牙 4.0 低功耗技術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 

黃榮堂、林建志 

 

864 

422 基於可重組光放大器 WDM-PON 方案之研究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黃瑋群、楊淳良 

 

870 

213 基於網際網路之遠距同步腦波量測系統 

東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周錫強、曾元良、蔡宜澄 

 

873 

203 利用電力線傳輸資訊進行大樓照明設備之即時電流分析 
1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2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洪啓豪 1、邱創乾 1、張智元 2 

 

883 

345 結合 8051 與 LABVIEW 技術實現智慧型監控插座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彭先覺、王韋仁、陳冠璋、徐澔、李宜儒、陳勇翔 

 

889 

217 應用串列渦輪碼於不相等錯誤保護之多媒體傳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江松茶、許鈞浩、連宏又、簡裕峰 

 

896 

199 影響行動廣告點閱率重要因子之研究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陳隆昇、劉俊誠 

 

903 

353 探討雲端負載平衡主機使用率對虛擬機器之影響 

朝陽科技大學 

唐元亮、莊政堯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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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P-02) - 壁報展示 

地點：T2-216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3:30~15:00  

Session Chair：張家濟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06 綠色能源的現況與未來發展趨勢之探索 
1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理系、2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

理系、3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嚴國慶 1、王淑卿 2、蘇永祥 2、王順生 3 

 

917 

324 探討消費者之線上持續使用行為：結合自動化及意識觀點 

朝陽科技大學 

鄭秀華、連志皓 

 

926 

259 運用大數據分析改善醫學儲傳系統(PACS)之滿意度 
1 天津商業大學 商學院、2 京東中美醫院 造影科、3天津南

開大學 濱海開發研究院 

林嘉宜 1、邸玉芹 2、李延浚 3 

 

933 

369 基於社群網路之景點推薦系統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林清海、張欽智 

 

938 

244 以陽極氧化方式成長釓金屬氧化物之研究與探討 
1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2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硬體

設計工程師、3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黃雅庸 1、柯景耀 2、柯鴻禧 3 

 

945 

397 數位心智圖教學對自然科學習成效之探究 

-以國小六年級「簡單機械」單元為例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彭兆瑋、陳榮靜 

 

951 

398 國小教師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在親師溝通之接受度研究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蕭世岳、陳榮靜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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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8)  晶片系統設計 (SoC Design)  

地點：T2-202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5:20~16:50  

Session Chair：林坤緯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49 傳統電阻式觸控液晶螢幕的數位控制電路設計與應用 

華梵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黃崧軒、徐俊德 

 

966 

346 以 FPGA 模糊控制器設計外掛式溫度控制系統 

華梵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陳博家、徐俊德、黃星樺、李柏文 

 

979 

343 具叢聚型錯誤更正能力之矽穿孔即線修復結構 

彰化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李祐任、陳有毅、傅絢鈺、黃宗柱 

 

989 

274 單根蛇形延遲線繞行方式對高速數位電路的訊號影響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尤儷娟、潘俊傑、洪學良、陳政翔、薛光華 

 

997 

355 具低時脈負載之低功率正反器設計 

朝陽科技大學 

林進發、蔡明諺、古喬嵐、張育瑋、陳嘉舷、洪志峰、林

宥睿 

 

1002 

271 Technology of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Applied to 

Reduce Spike Current of High-Voltage MOSFET Driver 

Circuit 

Inergy Technology Inc,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en-hsuan Wu, Hsien-Wen Hsu, Jyh-Liang Wang, Tsang-Yen 

Hsieh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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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9)  資訊科技應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地點：T2-203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5:20~16:50  

Session Chair：王淑卿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76 行動裝置上的口語轉手語翻譯器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機系 

沈弘哲、羅紹益、梁廷宇 

 

1011 

265 以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處理不確定模組平面規

劃問題 
1 大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2 大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蔡宗達 1、楊逸中 2、程仲勝 2 

 

1019 

246 在開放原始碼雲端平台建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以企業內

部活動行事曆為例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王順生、王淑卿、莊竣龍、陳凱煜、翁采玲、施雨函、李

彥蓁 

 

1025 

309 企業電子網路商城採用行為模式之探討 
1 建國科技大學資管系、2 建國科技大學服務與科技管理研

究所 

陳乃華 1、王彥鈞 2 

 

1035 

414 無標記式動作擷取技術運用於體感互動遊戲之研究 

國立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林哲緯(Che-Wei Lin)、盧天麒(Tainchi Lu) 

 

1051 

390 粒化屬性對有缺漏屬性之模式識別影響研究-以企業破產

預測為例 

嶺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與應用研究所 

陳明華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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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A10) 安全與照護應用 Security and Care Application  

地點：T2-204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5:20~16:50  

Session Chair：謝政勳      

No. 論文名稱 頁碼 

423 應用灰色預測於監視系統之漸層式隱私保護方法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謝政勳、劉志偉 

 

1067 

337 智慧型家庭自動化系統的整合與應用--以家庭瓦斯熱水器

安全控制機制為例 

朝陽科技大學 

王順生、嚴國慶、王淑卿、林永設 

 

1077 

228 資訊科技應用於校園安全之研究-以東海大學為例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陳婕敏、朱延平 

 

1087 

255 運用 Kinect 於養護中心寢居狀態偵測警示技術的實作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廖珗洲、林彥廷、陳智信、蕭民翰、張景森 

 

1092 

308 穿戴式視障者視覺輔助辨識系統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所 

張厥煒、黃翊庭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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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6)  E-commerce and IT Applications  

地點：T2-206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5:20~16:50  

Session Chair：鄭秀華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72 探討虛擬社群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之前置因素與結果：意

識機制觀點 

朝陽科技大學 

鄭秀華 

 

1104 

249 影響遊戲 APP 下載重要因素之探討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陳隆昇、嚴振瑋 

 

1109 

284 應用模擬最佳化方法探討 B2C 網購平台 VMI 補貨與訂價

策略之研究 
1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流管理學系、2 中華大學 科技管

理學位學程 

陳昭華 1、葉哲丞 2 

 

1120 

184 資料探勘於評估股權投資項目應用之研究 

銘傳大學 資工系 

李御璽、顏秀珍、蔣達緯、李依蓉、李遠坤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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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7)  Cloud Computing-2 and IT  

地點：T2-207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5:20~16:50  

Session Chair：江茂綸 

No. 論文名稱 頁碼 

197 雲端運算上分群虛擬機器的節能策略 

靜宜大學 資訊管理系 

許俊傑、王逸民 

 

1134 

253 建立以服務為導向的 OpenStack 雲端平台 

朝陽科技大學 

王淑卿、王順生、嚴國慶、留旻懋 

 

1142 

401 職能模式建立-以 Oracle ERP 工程師為例 

朝陽科技大學 資管系 

陳怜秀、王喬安 

 

1152 

354 利用 ERP 系統控管上市上櫃客戶信用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謝俐麗、黃智偉、邱俊彬、林億芸、胡瑞容、蕭伊伶 

 

1160 

183 Dr.What-Info：具親和介面之 Google 技術支援適地性旅遊

導覽多重代理系統 

聖約翰科技大學 資通系 

楊勝源、蔡永翰、古季凌、劉柏邑 

 

1167 

384 Hadoop 之 MapReduce 程式的 Reachability 分析─以 Petri 

Nets 驗證 

國立臺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沈榮麟、何鴻緯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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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8)  IT and Applications  

地點：T2-208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5:20~16:50  

Session Chair：羅有隆 

No. 論文名稱 頁碼 

230 Aplha 波音樂近似曲風之研究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 

羅有隆、邱千瑜 

 

1181 

323 樣式歷史資料之形狀查詢-藉由 Haar 小波 
1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系 亞洲大學 生物醫學系、2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系 

王經篤 1、蔣中凱 2、陳瑞奇 2 

 

1191 

368 結合相似度比對與貝氏分類之推薦機制 

中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黃文賢、張欽智 

 

1207 

182 利用 GPS 進行老人照護追蹤 
1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子研究所、2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子系 

謝函助 1、杜日富 1、劉冠易 2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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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SE) 無線通訊技術暨其生活科技應用          

地點：T2-214 

時間：104 年 4 月 25 日  15:20~16:50  

Session Chair：黃永發 

No. 論文名稱 頁碼 

362 結合行動定位的商車營運管理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中華電信研究院 

陳志華、王梅瑛、郭士嘉、林佳宏、官大勝 

 

1222 

400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Based 
Maximum-likelihood for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Estimation in OFDMA Uplink 
1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2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Taichung, 
Taiwan 
Ho-Lung Hung1, Che-Ching Lin1, Chung-Hsien Chen2 
 

1230 

428 基於情境感知的智能家居照明系統設計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黃永發、韋昌甫、姚宗宇 

 

1235 

436 Android 實作救護車警報聲辨識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湯和璇、陳昆稜、張家維、蕭開泰、王廷曜、廖俊鑑 

 

1241 

439 A New Selected Mapping Applied Scheme with Low 
Complexity for PAPR Reduction in OFDM 
Communication Systems 
1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Metal Industries, 
2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Taichung, Taiwan 
3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Lung Hung1, Chung-Hsen Cheng2, Yung-Fa Huang3 
 

1245 

443 直流變頻馬達之手機遠端控制系統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蔡文宗、陳家銘、朱士享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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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服務之管家機器人 

 
摘要 

因應現今忙碌社會的需要，本計畫研究

「居家服務之管家機器人」應具有的功能與如

何整合現有技術實作其中部分功能。正如同管

家所從事家中各項家事的服務，機器人能送主

人出門、拿拖鞋、確認物品等。開發過程中，

我們整合了 Kinect 骨架追蹤、Kinect color 
basic、手臂等各種技術來達成服務型機器人的

各種子任務。本文將報告管家機器人的實作與

測試。 
關鍵字：居家服務機器人、機器人管家、

Kinect、語音人機互動。 
 

Abstract 

In the modern busy society, 
house-keeping relies on robots. In our project, 
we study what kind of services that a robot 
butler should provide and how we can 
integrate current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some of the services on house-keeping. The 
owners can ask the robot butler for waiting at 
the door, bringing back slippers, and giving 
confirmation of items. To implement the 
robot butler, we used the skeleton tracking 
function of Kinect, Kinect color basic 
functions, robot arm control,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enable the functions to 
achieve the sub-goals of the robot butler. 
This paper reports how we implement the 
robot butler and the test results.  
Keyword：Home Services Robot, Robot 
butler, Kinect, Voice Human-Robot 
Interaction 

1. 前言 

1.1 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的變遷，雙薪家庭已經成為主要

的家庭結構，為了因應市場的需求，因此我們

決定製作一個管家機器人來做一些簡單的事

情，例如：幫忙拿取拖鞋、送門等功能，使主

人回到家中能有更多時間陪伴家人，也可以更

輕鬆。 

1.2 研究目的 

我們分析了許多情境，列出了許多管家機

器人應該有的功能，受限於各種資源，年度實

作下列三項： 

1.送門服務：這項服務讓機器人經由送主

人到達門口，並且目送主人離開。主要可以幫

助主人確認隨身物品是否有攜帶，還可以判斷

家中是否適合進行安排打掃以及其它家事。 
2.送達拖鞋：這項服務是讓機器人在看到

主人後，進行夾取拖鞋的動作，並且將拖鞋送

達給主人。主要可以讓機器人擁有自主夾取物

品的能力，藉由送達拖鞋，使主人少了自己拿

拖鞋的動作，更加輕鬆。 
3.確認物品：這項服務在當主人外出後，

假設東西忘記攜帶且家中空無一人時，主人能

夠藉由機器人進行幫忙尋找遺留在家裡的物

品。 

1.3 研究方法 

首先將機器人可能做到的事情條列出

來，並模擬機器人執行的情況，再經由討論哪

些情況以及事情是目前可以達到的，之後決定

製作管家機器人這個目標。 
管家機器人的基礎功能包含了移動、視覺

和夾取等功能，首先我們先將各個功能進行單

獨測試，再來將這些功能進行整合，並且進行

測試功能之間是否會有衝突以及穩定性。 
在系統穩定後，進行撰寫服務功能，我們

實做的服務有三種，並且把各個服務也分別進

行測試以及修改。 
在整個服務系統撰寫完成後，加入受測者

並與使用服務系統的機器人進行互動測試。 
最後將受測者的意見以及監看互動的情

況進行討論，並且列出優缺點，再來討論將缺

點的部分進行修正與改良，並再次讓受測者與

機器人進行互動。 

吳世弘* 施文烽 黃建豪 黃俊翔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

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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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架構 

2.1 車身介紹 

機體尺寸長寬高為67cm × 45cm × 72cm，

機體外殼使用高強度的鋁合金。 
車體內可放置 12v 電池一顆與 6v 電池兩

顆，同時可加裝微控制器如：BASIC Stamp、
Arduino，目前裝設兩塊 BASIC Stamp 控制板。

而在平台上方安裝 Kinect。 

2.2 機架結構 

此一管家機器人所用硬體主要可分為四

個部分：Xbox 360 Kinect、六軸 USB 介面伺服

機運動編輯器、BASIC Stemp、雷射測距儀。 

圖 1 機構設計圖 

2.3 使用介面說明 

圖 2 是屬於測試操作介面，(1)避障測試、

(2)雷射測試、(3) 重置手臂於固定位置、(4) 拖

鞋亂丟整理測試、(5) 單一拍照功能、(6) 送

達拖鞋服務、(7) 確認物品服務、(8) 送門服

務、(9) 對話框、(10) 輸入確認位置對話框、

(11) 傳送確認位置對話、(12) Kinect 追尋人影

像視窗、(13) Kinect 骨架視窗，其中(2)到(5)
為個別測試功能按鍵。 

圖 2 使用介面圖 

3. 系統功能方法  

3.1 語音播放 

我 們 利 用 WindowsAPI 中 的

mciSendString 函式播放語音[9]。只要於程式

中打入「mciMusic(@“test.mp3”, “play”);」此段

程式碼就可以輕鬆的播出一段語音。其中我們

將所要播放的語音檔放置於相同目錄的資料

夾中，以方便程式再讀取每個語音檔時只要設

定一次路徑，之後僅需輸入檔名就可直接播放

語音。 
而我們的語音是使用工研院的文字轉語

音 Web 服務，只要輸入我們想說的文字，再經

其轉換就可聽到語音。 
 

3.2 Kinect 骨架追蹤 

Kinect骨架追蹤[7]提供最多兩個人的骨架

位置與方向的資訊，應用程式取得的是一堆座

標的集合，稱為骨架關節位置 (skeleton joint 
positions)，因此在初始化 NUI 時一定要指定

要使用骨架資料，並且啓動骨架追蹤。 
我們利用官方開放的 20 個關節點中，取

一個關節點來使機器人移動到主人面前並保

持一定距離，因此我們挑選肩膀中心(shoulder 
center) 這個關節點來當作機器人追人的目標

點。此點位於脖子下方，在我們坐下或站著

時，只要機器人都能偵測到的範圍裡都比較能

偵測到[5][7]。 
在程式開發過程中，我們利用骨架的關節

點來得到目前機器人與主人間的距離與座標

點(x,y)。骨架追蹤之有效距離為 100 公分以

上，如果距離小於 100 公分，Kinect 所得到的

骨架資訊可能會出現資料不完整或偵測失敗。 
目前偵測距離在 120cm 以上時骨架資訊

最為完整。為了能讓機器人在主人周圍保持安

全距離，又不會因為主人沒有發現機器人存在

時因而不小心去碰撞到機器人，造成機器人損

壞或主人受傷。為此我們將機器人與主人之間

設定了安全距離約 100cm。如果因為主人沒有

注意到機器人而向機器人移動，這時機器人便

會依據安全距離來進行後退。 
利用以下程式碼就可以得知機器人與主

人的骨架關節點距離，例如我們想知道機器人

與主人的距離與座標，第一步驟要先得到骨架

關 節 點 的 位 置

SkeletonPointHandSkePoint_Hand = 
jc[JointType. Shoulder_center].Position;，得到位

置後接著就能取得主人的座標點與深度資訊

(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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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ImagePointDepth_hand_centor = 
this.sensor.MapSkeletonPointToDepth(HandSke
Point_Center,DepthImageFormat.Resolution320x
240Fps30); 

圖 3 為機器人與主人保持約 100 公分安全

距離時之站姿的實體圖，圖 4 為機器人與主人

保持約 100 公分安全距離時之坐姿的實體圖，

圖 5 為機器人與主人保持約 100 公分安全距離

時之站姿的骨架圖，圖 6 為機器人與主人保持

約 100 公分安全距離時之站姿的骨架圖。因為

站姿與坐姿的高度相差一半，所以若選擇肩膀

以上的關節來做偵測，可能會因為高度的問題

而使機器人不易偵測。 
因此我們將 Kinect 調整為仰角 17 度，並

以肩膀中心(shoulder center)的關節點來做為偵

測目標。另外我們做了一個過濾的動作，當機

器人偵測到骨架時，如果偵測到的骨架距離小

於 100cm，那麼機器人則在原地保持不動，這

是為了減少骨架的失真與讓骨架保持完整的

資訊。 

圖 3 站姿安全距離實體圖 

圖 4 坐姿安全距離實體圖 
 

圖 5 站姿骨架圖 圖 6 坐姿骨架圖 

3.3 模糊控制 

我們利用 Mamdani-style 模糊推理來達成

模糊控制[2][3][4]，並利用重心法(COG)來進行

解模糊化的動作，這種技術尋找一個點，這個

點所在的垂直線能夠將聚合集合分割成兩個

相等的部分，其數學表示： 
 
 
 

 
在機器人的動作中，包括尋人或影像取得

目標後讓機器人正確的接近地目標，基本概念

上要讓機器人在往目標接近時，當距離越遠則

速度越快、距離接近則速度變慢，另外則是當

機器人越接近障礙物則往另一方向閃躲的幅

度就越大： 
 

圖 7 模糊控制之標準系統[2] 
 

如圖 7，y 是控制對象的輸出，μ 是操作

量，r 是設定值，e 是控制偏差(r-y)。模糊控制

器是一種容易控制、掌握的較理想的非線性控

制 器 ， 具 有 較 佳 的 適 應 性 及 強 健 性

(Robustness) 、較佳的容錯性(Fault Tolerance)。 
為了使機器人能正確無誤的走向目標物

件，必須能判斷出機器人是否偏離目標，因此

需要設計一個路徑校正的模糊控制去矯正行

走方向。偵測方法就是在影像視窗中設定一條

垂直中線，以它的 X 座標和目標物中心點的 X
座標做計算，其公式如下： 
 
 
 

經驗法則為如果目標物在左邊則機器左

轉，在右邊則機器人右轉，在中間則不動。因

此將路徑校正模糊控制制定出三項規則，e 為

輸入變數(目標物件)，out 為輸出變數。在此以

單輸入單輸出的模糊系統，共制定出 3 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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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如下： 
 
 

 
 
 
 
 
 

4. 管家機器人功能與分析 

我們對於管家機器人應該能做到的項目進行

分析: 
 叫人服務： 

現在的人幾乎都待在房間裡，每當長

輩要找人時都要用吼的，假人待在房間裡

的人又戴著耳機，這樣根本就聽不到，所

以現在機器人會幫你去叫你要找的人，然

後告訴他誰找他，這樣也不用聲嘶力竭地

喊了。 
 打掃： 

家中如沒有人打掃就會累積灰塵，所

以機器人可以幫忙打掃。 
 照顧寵物： 

現在通常主人都需要外出工作，家中

寵物常常只有自己在家裡，所以機器人可

以幫忙照顧寵物，陪寵物遊玩。 
 倒垃圾： 

每當有垃圾車要來時，都要親自去收

取各個房間的垃圾桶，假如忘記提早收拾

垃圾，就會很緊張的跑去收拾垃圾。所以

現在用機器人來幫你做，該機器人每當有

垃圾車會來的那天就會去巡邏每個房間

的垃圾桶，幫您把垃圾收拾起來，集中在

屋主的大門口，這樣屋主就不用到處去收

垃圾，也不會偶而忘記收垃圾，只要把機

器人集中的垃圾直接拿出去倒即可。 
 收拾餐桌上垃圾： 

吃飯時，常常會留下許多的垃圾，所

以機器人可以幫忙收拾餐桌上的垃圾。 
 幫主人掛外套： 

每當屋主回到家時，機器人會自動出

來迎接屋主，屋主只要把外套拿給機器

人，機器人就會自動幫屋主掛到該卦的位

子。 
 幫主人拿東西： 

有時屋主需要拿東西到別的地方，假

如東西太重，屋主到達那個地方就會氣喘

呼呼，現在機器人會幫屋主拿東西，只要

屋主說幫我拿這個東西到哪裡，機器人就

會拿取該東西，到達屋主指定的位子去，

這樣屋主就直接走到他要走的當方即可。 
 倒水服務： 

當家裡有客人來時，或者屋主要喝水

時，機器人就會幫你倒水給你或者客人。 
 緊急措施的應變： 

在家中發生任何異狀時，可以做出應

對措施，使傷害降到最低。 
 摺棉被： 

家中常有人睡醒後棉被就這樣丟

著，所以機器人可以幫忙摺棉被。 
 曬衣服： 

身為管家的功用就是要會曬衣服，所

以機器人可以幫忙家中曬衣服。 
 偵測陌生人： 

機器人可以當一位家中的保全，只要看到

不是主人就可以進行警告及盤查。 

5. 成果與討論 

5.1 送門服務 

5.1.1 模擬情境 

早上機器人在執行家務時，聽到主人要出

門了，機器人就上前向主人問早，問早後跟隨

主人到門口，機器人向主人說路上小心，目送

主人離開，確認主人離開後，繼續執行家務。 

5.1.2 送門服務流程圖 

 
圖 8 送門服務流程圖 

5.1.3 軟體技術介紹-骨架追蹤 

利用偵測到的骨架，挑選肩膀中心

TRisoutthenisRRiseifR

ZOisoutthenisZOisei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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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er center) 這個關節點來當作機器人追

人的目標點。 

 
圖 9 受偵測的人 圖 10 骨架圖 

5.2 送達拖鞋服務 

5.2.1 模擬情境 

機器人在門口等待在外忙碌了一天的主

人回家，看到主人回家就到鞋櫃去拿拖鞋到主

人面前，給主人穿。 

5.2.2 送達拖鞋服務流程圖 

 
圖 11 送達拖鞋流程圖 

5.2.3 軟體技術介紹 

運用攝影機拍攝做影像處理，並用顏色辨

識偵測到拖鞋，再使用運動編輯器控制機械手

臂上的伺服馬達，使手臂能夠夾取拖鞋，拿給

主人，以達到目的。 

 
圖 12 測試夾取拖鞋環境圖 

此服務實驗如圖 12 所示，機器人距離鞋

櫃約 60 公分的設定下進行夾取拖鞋的實驗， 
實驗首先以如圖 13 所示的擺放樣式先進行測

試夾取情況，發現效果不理想，所以再換如圖

14 所示的擺放樣式進行測試，測試結果如圖

15 所示，校準線為擺放樣式一，整雙紅拖鞋為

擺放樣式二。 

 
圖 13 拖鞋擺放樣式一 圖 14 拖鞋擺放樣式二

 
圖 15 實驗結果圖 

 由實驗結果得出，擺放樣式二所平均花費

的時間比校準線花費時間來的少很多，且成功

率達到 36%高於校準線的 32%。 

5.3 確認物品服務 

5.3.1 模擬情境 

主人出門後，發現有東西忘記在家裡，此

時想到可以請機器人幫忙尋找，機器人會到達

某個位置尋找，到達位置後拍照回傳，讓主人

確認物品是否有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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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確認物品服務流程圖 

 
圖 16 確認物品服務流程圖 

5.3.3 軟體技術介紹 

運用攝影機拍攝做影像處理，並用顏色辨

別來進行區域辨識，然後移動到指定位置後，

再運用攝影功能進行拍照，將照片回傳，讓主

人確認。 

5.4 目前無法改善事項 

 機械手臂上的主要關節的伺服馬達由於需

支撐的重量過大，所以導致載重量不足，

只能夾取輕量的物品。 
 Kinect 會將類似人體的物體誤判為人而產

生骨架。因車身關係所以我們假設如果將

Kinect 放置於 180 公分由上往下看那麼可

能過濾掉椅子被誤判的情形發生。 
 Kinect 偵測的人過近會辨識不到，人須在

距離 Kinect 100 公分以上才能辨識到骨

架。我們從 120 公分慢慢往 Kinect 前近，

120 公分時骨架最完整，前進到 100 公分時

身體下半身與肩膀以上的骨架消失，前進

到 80 公分骨架已完全消失。 
 若偵測到的人一直保持不動，會造成Kinect

無法回傳新的數據，使得機器人無法正確

判斷目前與主人間的距離與座標點。只要

人體有一些小的動作如：揮揮手或轉轉頭

就會使 Kinect 回傳新數據，但若持續 5 秒

以上保持不動，Kinect 仍無法回傳新的數

據給機器人做判斷。 

6. 結論與未來展望 

6.1 結論 

製作這個專題前，我們學習了許多的知

識，無論是硬體或者是軟體的撰寫，同時藉由

參與機器人的比賽，學到了各種 sensor 的使

用，而目前我們做到了三項服務，送門、送達

拖鞋、確認物品，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使得

主人在家中更輕鬆一些。而在三項服務中，最

難做的就是確認物品服務，因為要使機器人知

道現在的位置，以及主人想要知道物品在何方

的位置，所以在此服務要確認位置，我們會以

色板及對牆壁的距離做判別，來知道機器人現

在的位置，這樣才能夠替主人確認物品是否在

那裡。此外，若能夠將室內定位做出來，即能

夠知道機器人現在的確切位置。 

6.2 未來展望 

我們做到的功能有夾拖鞋、尋人偵測以及

找尋物品，夾拖鞋的動作我們希望能夠更平穩

一些，但因為手臂的載重無法夾取太重的拖

鞋，所以可能需要更大扭力的馬達或是加一些

支撐方式來改善，而尋人的功能，希望能夠將

主人的特徵記下來，使得機器人能夠辨識是否

為主人，如果不是主人，馬上通報。找尋物品

這項功能，應該算是現今社會中最需要的，很

多時後在出門後，會想到有東西忘了帶，若有

機器人能夠幫忙，那該有多好，所以我們想到

了這項功能來幫助現今社會的人來確認是否

東西真的忘在家中。 
我們期望本專題在未來研究時，能夠加入

以下功能及改善方法： 
 機械手臂的載重改善： 

機械手臂目前僅能夠夾取較輕的拖

鞋、罐子等，目標載重讓機械手臂可夾取

鋼杯、較重的拖鞋等，使得未來能夠更加

便利。 
 自我思考判斷： 

能夠在程式當中加入一些已知的資

料庫，並將程式編排，使得機器人有類似

思考的能力，讓機器人能夠判斷，並給予

正確的回應。 
 巡邏系統： 

記錄家中的環境路線，使得機器人有

紀錄，讓機器人能夠在家自動巡邏，關於

在環境中定位可能會參考 SLAM 的方法

[12]，使機器人能夠在室內定位，並且遇

見主人時也會向主人打招呼，成為居家管

理的好幫手。 
 語音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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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機器人只有單方面的對主人發

出語音提示，在未來的研究中，如果能夠

加入辨識主人發出的語音指令，更能提升

與主人互動的效果。 
 人臉辨識： 

本專題偵測人的方式是使用 Kinect
中的骨架追蹤功能，但是只要有家具類似

人的骨架時，就會造成誤判。若在未來能

夠加入人臉辨識功能，則可以精準的判斷

是否為主人。 
 管理其他機器人的能力： 

由於服務項目的需求設備不同，所以

可以讓機器人擁有管理其他機器人的能

力，如：掃地機器人、拖地機器人等，這

樣機器人不僅不用執行複雜度高的動

作，也可以讓服務更加完善。 
 自然語言指令理解的功能： 

傳統上機器人通常只有固定的指

令，所以能加入自然語言指令的理解，機

器人就可以理解不同的語句，就不再是固

定的指令。 
 雷射避障： 

由於我們目前的服務上用不到雷射

避障，所以可以加入雷射避障的功能，可

以讓機器人自主行走不會撞到牆壁或其

他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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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數的使用者大都使用瀏覽器、影音撥

放軟體、行動裝置去觀看影片。在這類的平

台上，大多數都是透過點閱率或者分數的高

低來推薦給使用者。在 YouTube，雖然針對使

用者的喜好或過去的觀看紀錄去推薦相似類

別的影片給使用者，但沒有結合社群或朋友

的概念。本研究中，基於本體 OWL 結合社群

網路的設計，使用者與使用者的朋友資料加

入本體中。透過朋友與使用者的喜好比較相

似程度，利用動態規則演算法產生推論規

則，經過 JENA 推論引擎推薦影片給使用者。

為了在行動裝置上確保迅速地得到推薦結

果，透過網站伺服器減少行動裝置的運算

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更新個人本體中

的內容。讓行動裝置中的本體內容保持在最

新的狀態，讓推薦結果越趨精確有效。使用

者與朋友之間由於有了共同的話題而產生互

動，進而促進了人際關係的交流與互動。 

 

關鍵詞：個人化、行動裝置、本體論、社群

網路、影音推薦。 

Abstract 

 Users often use browser, media or 

mobile device to watch video. In these 

platforms, most of recommendation through 

hit icon to calculate grade. In YouTube, the 

recommended categories of videos to the 

user are based on the user’s viewing 

preferences or past record. However, there 

are not combining th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and friendship information. In this 

study, we design on ontology which 

combined with social networks or video 

recommendation. Users and their friend’s 

data will be added to the ontology. According 

to user and friend’s preferences, the system 

calculates the similarity of interests. The 

system uses a rule generating algorithm to 

create dynamic inference rules. Video are 

recommended to users by a JENA Inference 

Engine. In order to, the system will process 

the calculation on the get the recommender 

results quickly on mobile devices, Web 

server. Over time, the content of personal 

ontology will be updated. The ontology 

content at mobile device will be kept in the 

newest update states of owl to let 

recommender increase the accurate results. 

Users can get common topics with friends 

based on recommender system. Thus, the 

recommender system has contribution fo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1. 前言 

行動裝置和行動網路盛行，透過結合

Facebook、Google+、Twitter 等社群網站或即

時通訊軟體(例如:LINE、WhatsApp、WeChat

等)的結合運用愈來愈受重視，此種運作模式

更能帶來巨大的效益。行動裝置講求方便快

速，為了能產生更有效的應用，可結合個人

化推薦功能來減少許多為搜尋資訊所耗費的

時間。除此之外，同儕之間亦會互相影響彼

此的行為及思想，故藉由社群網站的朋友所

訪問或觀看影片的記錄，更能作為個人化推

薦的參考資料，推薦出使用者可能未曾注意

到的影片內容。 

現今的影片推薦方式都是藉由網站上所有

看過影片的人進行評分，並依照類別來進行

推薦。即使換到手機平台上，仍依照此種方

式推薦。雖然在 YouTube 上可依照個人使用

經驗，推薦出建議的影片或音樂，但對於使

用者未知的影片類別，則無法進行個人推

薦。實際上使用者個人喜好的形成，不僅來

自於天性，有絕大部分是來自於周遭同儕群

體的互動及認識之後所培養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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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3.0 的發展規範之中，結合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語意網(Semantic Web)

功能的網路應用，被視為重要的發展指標

[2]。因而近年來推薦系統逐漸跳脫傳統較為

單一的推薦方式，許多研究開始探討推薦系

統結合語意網與推論機制等相關技術(例如:本

體論，Ontology)，期望透過邏輯描述的方式

達到智慧型的推薦服務。透過與行動裝置的

結合，使數位內容能更便捷的傳遞給使用

者，讓此系統架構能夠延伸到各種類似的領

域，以符合使用者多樣化的服務需求。 

本體推論的發展，最近一些研究都集中在

建立個人化的本體。藉由使用者的屬性與過

往的使用記錄，可產生出屬於使用者本身的

本體內容，並且隨時依使用記錄來調整本體

內容，讓本體所推薦出的結果能更符合使用

者本身。 

在本文中，提出結合社群網站、即時通訊

軟體的構想，讓個人化推薦的資料來源除了

使用者本身的使用記錄之外，能夠再參考社

群網站、即時通訊軟體的同儕資訊，來修正

個人化的本體內容。最後，結合推論引擎的

功能，推論出針對使用者個人化的推論結

果。此種方法除了可以推論出使用者未曾注

意，但實際上可能會產生興趣的影片之外，

當使用者初次登入，在未有使用記錄的冷啟

動問題上，可以藉由社群朋友的資訊來推薦影

片，以解決冷啟動的推薦問題。 

2. 相關研究 

由於行動裝置個人化應用日漸普及，個

人化推薦更加地被重視。傳統的個人化推薦

大多以個人電腦上的網頁上的應用為主，而

行動裝置上的個人化推薦雖然有一些 APP 問

世，但在使用經歷上，大多仍延用個人電腦

的方式。個人電腦上的推薦分類等特徵大都

以較為複雜的方式取得特徵及進行分類，而

在行動裝置上可能無法處裡。 

Fong ,A.等學者依照情感分析、存取的週

期及時間區段來做分析，其將使用者的情感

分成恐懼、厭惡、憤怒、驚訝、快樂、悲傷

等 6種，並依據使用者觀看影片的結果，將影

片分類成喜劇，悲劇，恐怖，移動，無聊

的，令人興奮等 6種，藉以將影片推薦給使用

者[3]。Sicheng Zhao等學者以攝影機記錄使用

者在觀賞影片過程中的臉部表情變化，並以

三角糢糊數的方式分析臉部情緒的強度，最

後再進行影片分類[4]。但上述二種方式明顯

的缺點是使用者必須坐在電視機或螢幕前

面，並且架設攝影機來抓取使用者臉部表情

與周邊環境經過分析。雖然一般行動裝置都

配備前鏡頭，但 Fong ,A.等作者以及 Sicheng 

Zhao 等作者的方法都需先將使用者的操作影

像上傳至後端網站伺服器作臉部表情分析。

而行動裝置受限於的網路速度、儲存空間及

效能上都不如桌上型個人電腦，因此無法把

上述作法應用在行動裝置上。 

Xueming Qian 等作者利用社交圈進行個

性化的推薦，其方法是由使用者個人興趣與

朋友之間的興趣相似性和人際關係影響力作

為推薦的參考依據[5]。 

2.1. 本體論 

本體論一詞發源於哲學，Studer 等學者

給予描述「本體論是一個正式、明確的規範

並可支持概念分享」[6]，Neches 等學者給予

的定義是「本體定義了領域中的詞彙、術語

以及關係，以及組合上述這些規則」[6]，透

過上述的描述可知本體應有的特質，它並非

只是用於個體，它具有可分享的同時還須依

照規範進行資訊處理。 

 本體論的優點在於可用語意的方式來表

現、描述介於實體(或物件)之間抽象的關聯。

本體主要由四個元素組成，分別是類別、屬

性、關聯、實例。類別主要是用於描述物件

之間的關係或者互動，實例則表示實際之物

體。基於這四種元素，可將這個世界的環

境、人、事、時、地、物、活動等狀態用結

構化的方式描述並展現出來，並能更進一步

對這些資訊進行統計分析，找出期間有意義

的隱含關聯。 

本體通常術語的有限列表和這些術語之

間的關係[3]。所述術語表示該的領域重要概

念，而關係包含的類層次結構。本體還可以

包括其他訊息，如屬性質的限制，脫節的語

句，以及對象之間的邏輯關係的規格。本體

語言的語意標記語言，用於定義本體。本實

驗使用 Web 本體語言(OWL)[7]，對本體規

範，這是 W3C 建議做為推薦標準。OWL 比

XML 更能提高機器可解釋的網頁內容[8]，

RDF 和 RDF Schema[9]通過提供額外的詞彙和

一個正式的語意。 

本體可以用手動的編輯器，例，Protégé 

[10] OntoEdit[11]，但該過程是乏味的。因此

有些研究整合知識獲取與機器學習等 2個技術

讓本體能夠自動化的產生[12]。這些方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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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語言(NLP)技術[13]、關聯規則挖掘[14]、

層次類聚[15]，從關係行數據庫和型式概念分

析[16,17,18,19,20]。然而這些技術主要集中於

從文本文件或關係數據庫構造概念層次。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組織制

訂了三種網路本體語言(OWL)格式，分別是

OWL Lite, OWL Full語 OWL DL [21]。 

(1)OWL Lite：用於簡單的語意表示，提供基

礎的功能。 

(2)OWL Full：支援完整、強大的語意表示能

力，但同時有限制了推論的自由性。 

(3)OWL DL：支援語意表示的同時也具有推

論的能力。 

 在文中，將利用 OWL DL 來建立本體。

類別包含“使用者”與“影片”兩個類別，使用者

對於每部影片的屬性包含影片接受率及評分

等定義。兩個類別之間並建立關聯以利於推

論。 

2.2. 推論引擎 

Rule ML，是一個以 XML 為基礎的推論

語言，但是定義的規則與知識不能被重複使

用[23]，意思是說，定義的規則必須持續地累

積，而無法利用相同規則的物件重複地被使

用，每一個新的東西就必須新增一個新的規

則與知識，而知識也必須針對當時與規則定

義的結果做應用，而無法重複用在類似的知

識與規則上。JESS 是由 Firedman-Hill 提出的

推論引擎，他採用了 Reta 演算法強化推論效

率[24]，然而推論的知識需要轉成 JESS 格式

才能進行推論[23]，這表示該知識與引擎相互

綁定。Jena[25]是以 Java 為基礎發展的推論引

擎，它的推論語言與知識之間具有良好的通

透性，並且免費，擁有豐富的資源可供使

用，Jena 的介面也較具有自由性。Jena 同時

也提供了 AndroidJena 的 API，使得行動裝置

進行本體推論變得可能，基於架構之所需，

因此本研究採用 Jena作為推論引擎。 

2.3. 個人化推薦系統 

目前有許多研究針對在個人化推薦系統

上，Fong ,A.等作者[3]以及 Sicheng Zhao 等作

者[4]所提出的方法，在一定時間週期內計算

情緒強度，此方式需要藉由攝影設備來做為

測量工具。透過情緒可以針對影片的分類以

及使用者的感受所推薦出結果，並且可以得

到不錯的結果。但是使用者在觀看影片同時

必須架設攝影機，並且需觀看一段時間，同

時因需要大量的影像分析計算，因此，此方

法較不適用在行動裝置。 

另外 YouTube 同樣進行影片音樂的推

薦，然而在 YouTube 的推薦中，在第一次使

用時(冷啟動問題)是依照點閱率作為推薦。並

且在同類型影片觀看次數增加之後，會持續

的推薦出相關的影片。YouTube 最主要與本研

究的差異點在減少了多樣性，並且使用者只

能依照自己的喜好來找尋相關的影片，而無

法透過朋友觀看過的影片來得到推薦結果。 

本研究利用本體語言(OWL)來建立本體

(Ontology)，本體的類別共有使用者(Person)、

電影(Movies)，用來記錄個人的本體、影片類

別對使用者的情感強度參數。另外，再結合

社交圈的方式，利用使用者與朋友之間的本

體，計算出可能感興趣的影片，作為推薦的

優先順序。在平台架構上，進行推薦影片應

該盡量減少行動裝置的運算過程以及儲存所

需的空間。讓使用者在訪問網站的同時，必

須透過社群網站進行註冊，藉此以取得使用

者朋友以及使用者本身的資料[5]。因此，計

算量將分散為網站伺服器及行動裝置：網站

伺服器將大量的使用記錄進行分析統計，並

將結果傳送至行動裝置；行動裝置接收網站

伺服器傳來與個人相關的統計結果，動態的

產生推論規則以及修改使用者個人本體 OWL

文件。最，結合個人本體內容以 Jena 推論引

擎進行處理，並將推論的影片結果呈現給使

用者。 

本研究方法，可以讓推薦的結果，隨著

使用者以及使用者朋友的喜好，讓推論出的

結果可以保持在新的狀態。 

3. 研究方法與系統開發 

本研究開發出行動裝置 APP 作為使用者

的操作介面。使用時，需選擇性登入系統設

定 的 社 群 通 訊 軟 體(例 如 ：Facebook、

Google+、Twitter)以獲得社群的朋友清單。另

外，再從網站伺服器獲取使用者與朋友的使

用統計數據、影片資料。待 APP 收到相關資

料，會將數據轉換為 OWL 本體檔，並傳送給

Jena 推論引擎，最後，再把推論的結果，呈

現給使用者。系統架構圖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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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從網站伺服器的資料庫，取得使

用者朋友資料以及本體 OWL 檔，並依照

OWL 內容的相似性作為推薦給使用者資料的

對象。使用者的朋友可能數以百計或數以千

計，為此在 OWL 中可以在 OWL 紀錄相似性

較高的前 20 位朋友，以減少做為比較的資料

時的負擔，並且以這 20 位朋友為優先比較，

如此可以大大的減低伺服器的負擔，並且在

行動裝置上也可以大幅減少所佔用的儲存空

間，以及所需用的運算能力。 

3.1. 建置流程 

在這個研究中，依照架構圖 1 來執行實

驗: 

步驟 1:建立一個 APP 或者 Web 網站，藉由登

入社群網路可以快速的取得使用者及朋友之

間的關聯。 

步驟 2:在網站伺服器的資料庫中，儲存 “影片

資訊”、“使用者觀看影片資料”、“使用者的朋

友關係”。 

步驟 3: 在一開始定義或規劃 OWL 時，

由於本體 OWL 的建立較為複雜，故選擇用圖

形介面的 Protégé 工具來建立，較容易並且快

速，建立畫面如圖 2 所示。在圖 3 可以看到本

體的關聯性。 

 
圖 2. Ontology 之類別階層與實例 

 

 
圖 3. Ontology 之關聯圖 

步驟 4.載入資料後，接著要進行推論。透過

計 算 選 出 候 選 人 決 策 演 算 法 利 用 ，

AndroidJena 產生動態規則編寫推論規則，如

圖 4的流程來進行推論。 

 

圖 4. Ontology 推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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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者相似性計算 

在這裡，採用基於自 Kwona 等學者提出

的方法設立門檻值，對使用者的喜好進行正

規化後再以計算使用者之間的相似度[22]。說

明如下： 

步驟 1:以影片推薦為例如下表 1 所示，首先

蒐集使用者的喜好接受率(Accept Rate, AR)，

當使用者曾接受過某項服務，則該項服務類

型的使用者接受率以累計的方式記錄。當使

用者的喜好接受率進行正規化後，接著設立

門檻值θ，當正規化的接受率大於門檻，則

NP 結果為 1，否則為 0；1 表示使用者有較明

確的喜好，0則反之。 

表 1.使用者喜好正規化 

影片 

類別 

使用者 1

接受率

(AR) 
N1 

使用者 2

接受率

(AR) 
N2 

使用者 3

接受率

(AR) 
N3 

喜劇 1 0 1 0 0 0 

冒險 1 0 3 1 3 1 

動作 6 1 3 1 4 1 

羅曼史 0 0 3 1 5 1 

劇情 0 0 1 0 0 0 

恐怖 1 0 1 0 1 0 

科幻 3 1 3 1 3 1 

 

步驟 2:透過公式(1)比較各類使用者的 Np 值，

Np為 AR 正規化後之結果。接著透過公式(2)計

算使用者與其他社群成員的相似度(Similar 

Rate, SR)，其中 i 與 j 表示成員 i 與成員 j，m

為影片類別數，透過 XOR 計算提升比對速

率，加總後的結果極為相似度此介於 0 至 m

間，越小則表示相似度越高。以表 1 為例 m

為 7，當使用者間使用者 1 與使用者 2 在冒險

與羅曼史的喜好程度互斥，因此兩人的 SR 

(Similarity Rate)為 2。使用者 2 與使用者 3 的

喜好完成一致，因此兩人的 SR 為 0，這表示

兩人的喜好極為接近，透過此方法即可計算

個使用者之間的相似度。 

步驟 3:計算相似度之後，透過公式(3)對使用

者進行候選人排序，其中 SR_Ranki 是推薦候

選人之排序集合其中 SRi,p 是整數數值。候選

人決策與流程圖如圖 5 與演算法 1 演算法

Candidate_Decision 會 透 過 Similarty 與

Normailazation 方法計算使用者與社群成員之

間的相似度，再將社群成員依照相似度排序

為第一推薦候選人、第二推薦候選人與第三

候選人清單。當相似度為 0時，則候選對象則

列入第一相似之推薦候選人名單，相似度為 1

則列入第二相似名單，相似度大於 1則列入第

三相似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將作為推論

規則中之條件判斷式。 

步驟 4:取得使用者之多重喜好，分別為長期

喜好、短期喜好與其他喜好。當使用者之多

重喜好與候選人皆取得之後，即可作為規則

中之條件項目產生推論規則。長期喜好是使

用者使用系統一段時間後所紀錄之偏好，亦

即 AR；短期喜好是使用者當下的意圖，希望

找尋的服務類型；其他喜好式其他社群成員

所喜歡的其他喜好，可能為使用者的潛在喜

好。 

NP={
1, 𝑁𝑜𝑟𝑚𝑎𝑙𝑖𝑧𝑎𝑡𝑖𝑜𝑛(𝐴𝑅) ≥ 𝜃

0, 𝑁𝑜𝑟𝑚𝑎𝑙𝑖𝑧𝑎𝑡𝑖𝑜𝑛(𝐴𝑅) < 𝜃
}                   (1) 

 

𝑆𝑅
𝑖𝑗

= ∑ 𝑋𝑂𝑅 (𝑁𝑃
𝑖𝑚

, 𝑁𝑃
𝑗𝑚

)                
𝑀

𝑚=1
       (2) 

 

𝑆𝑅_𝑅𝑎𝑛𝑘
𝑖

= {𝑆𝑅
𝑖,1

, 𝑆𝑅
𝑖,2

, … 𝑆𝑅
𝑖,𝑝}                   (3) 

 

 
圖 5.推薦候選人決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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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 1.候選人推薦演算法

 

3.3. 動態產生推論規則 

一般而言，本體推論規則多為靜態的方

式呈現，靜態的本體與靜態的推論規則，造

成推論結果固定。而目前的研究透過資料探

勘的方式想辦法產生動態定義規則，然而規

則的規律與條件難以捉摸，再者找出的規則

也不見得適合使用者，這需要複雜的機制與

長期的使用者回饋才能達成。 

本研究採用了常見的規則作為規則樣

板，當取得使用者之多重喜好與相似候選人

名單後，以此作為規則中之條件，由於條件

本身唯一變數可能有眾多組合，因此需依照

下列準則設計演算法，決定規則中的條件該

如何選取，規則產生之流程圖與演算法如所

圖 6 與演算法 2 所示。 

演算法主要分成 Recommend、Reason-

er、Inference 以及事件 User_Accept。Recom-

men 中，首先初始化使用者之短期喜好，長期

喜好與其他喜好，確保其中具有計算值後，

才設為推論規則之條件，接著透過呼叫

Reasoner 隨機選擇一位候選人與使用者喜好，

作為條件參數傳入 Inference 產生推論規則。 

演算法終須考慮若干問題，例如詳細推

薦結果該如何評估、候選人具有多個時該如

何進行挑選，以及如何避免長期、短期、其

他喜好，造成的推薦條件重複等問題，因此

演算法之細節尚須依照下列規則進行設計規

劃。 

 
圖 6.動態規則產生流程圖 

 
演算法 2 動態規則產生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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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1：若使用者指定了短期喜好，系統會優

先尋找短期喜好之結果，長期喜好次之，

最後是其他喜好，推薦項目之數量比例

則如表 2所示。 

準則 2:第一相似之候選人會被優先考慮作為

推薦條件，第二相似候選人則次之。若

有多人則採用隨機的方式，選取任一候

選人作為條件，相似候選人被選擇機會

只有一次。 

準則 3:若推論後，推薦數目未足額，則更改

推薦條件，例如改選擇其他候選人為條

件進行推論。 

準則 4:長期喜好與其他喜好不可一致，避免

造成重複推薦，若各喜好中有複數喜好

時，例如長期喜好同時具有喜劇與羅曼

史時，則以隨機的方式擇一作為推論條

件。 

準則 5:推薦之服務結果不可重複。 

表 2 推薦項目數目 

使用者有無選

短期喜好 

短期喜好推薦

數 

長期喜好推薦

數 

其他喜好推薦

數 

有 5 3 3 

無 0 5 5 

 

規則產生樣板如表 3 所示，首先表中所

定義之樣板規則為根據常見的經驗法則找出

規律後定義而成，本研究所採用之推論引擎

為 Jena。Jena 提供了 AndroidJena 之 API，因

此可將本體推論功能運用於行動裝置上。規

則的說明範例如下，[rule1: (?a eg:p ?b) (?b 

eg:p ?c) -> (?a eg:p ?c)]，?a與?b代表為實例之

變數，且?a、?b 與?c 各不相同，eg:p 代表為

本體中的->為推論結果。這條規則的意義是當

發現本體中?a 與?b 實例之間存在某項關

聯，?b 與?c 也存在某項關聯，則?a 與?c 之間

也具有某項關聯性。 

 表 3 中規則的意義為使用者喜歡某一類

型的影片，使用者的朋友圈中也有人喜歡相

似類型的影片，則根據使用者的朋友圈找出

適合的影片推薦給予使用者。其中 rdf:type 意

思是“屬於某種類別”。粗體字為變數，比如喜

好變數可分為長期喜好、短期喜好與其他喜

好，其他還有使用者候選人變數以及服務變

數。 

 透過定義規則樣板的形式，由於使用者

的喜好可藉由服務接受率判斷，推薦候選人

也會跟著使用者的喜好進行適應調整，因此

只須定義少數的規則，在其中設立所需的變

數之後，即可透過演算法決策、程式代換後

動態產生多項推論規則，而取得豐富的推論

結果。 

表 3.推論規則樣板範例 

 

4. 實驗結果討論 

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有效性，我們收集

Yahoo 電影區的 100 部影片作為實驗影片資

料，實驗對象為朝陽科技大學資管系學生 20

位。 

4.1 實驗本體 

本體的架構如圖 7 所示，我們將使用者

以及使用者的朋友建置在 Person 類別中，而

電影資料則建在 Public_Movie 類別中，

Public_Moive 的子類別則表示不同的電影類

型。圖 7 左側顯示目前定義的電影類別，右

邊畫面顯示動作類(Action)電影實體，實體的

名稱則為電影片名。而年分、推薦度等資料

則記錄在電影實體的屬性中。 

4.2 使用者相似度正規化 

在本實驗中，蒐集到使用者接受率(AR)

後(如圖 8 所示)，透過公式 1計算後，當使用

者的喜好接受率進行正規化後(如表 4)，接著

設立門檻值θ。實驗中將θ設定為 0.5。 

AR 可以做為使用者在長期使用後，進行

長期喜好計算的依據。 

4.3 相似度計算 

在本實驗中相似度的計算中，我們以使用

者 1 為實驗對象，從表 4 可以取得使用者的

NP，而 m 為影片類別數，i 為使用者 1，j 為

使用者的朋友做為相似度比較的對象，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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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 1為對象，與使用者朋友進行相似度的比

較，藉由公式 5計算得出，使用者 1與每位朋

友的喜好相似度，如表 5所示。 

 

 

圖 7.本體架構 

 

圖 8.未正規化接受率 

表 4. 使用者接受率正規化 

類

別 

使用者

1 接受

率 
N1 

使用者

2 接受

率 
N2 

使用者

3 接受

率 
N3 

使用者

4 接受

率 
N4 

使用者

5 接受

率 
N5 

喜

劇 
1 0 0 0 0 0 0 0 4 0 

冒

險 
1 0 1 0 4 0 0 1 6 1 

動

作 
5 1 5 1 5 1 4 1 3 1 

羅

曼

史 
0 0 1 0 6 0 5 1 0 1 

劇

情 
0 0 1 0 2 0 2 1 0 1 

恐

怖 
0 0 1 0 4 0 1 1 0 1 

科

幻 
2 0 0 0 1 0 0 0 0 1 

表 5. 使用者 1 與朋友間相似度計算 

User 使用者 2 使用者 3 使用者 4 使用者 5 

SR 0 3 1 2 

 

藉由計算過後的相似度，利用公式 3 的

算法作為候選人的排序，SR=0 為第一推薦候

選人，SR=1 為第二候選人，SR 大於 1 為第三

候選人，以此方式向後排序，如表 5 中，剛

好可以看到前三名候選的人的相似度。 

本實驗中，計算出推薦的第一候選人為使

用者 2，第二候選人為使用者 4，第三候選人

則為使用者 5；另外，使用者 2 雖與使用者 5

相似，但推薦的對象為使用者 1，而使用者 5

與使用者 1，在喜劇和冒險類別中與使用者 1

差異較大，使用者 4在動作類別較接近於使用

者 1，所以計算出的結果造成使用者 4 排名在

使用者 5 之前；實驗中將利用前三位推薦候選

人的本體 OWL 內容作為推薦影片給使用者的

參考指標，在相似度差異較大的候選人推薦

中，並發掘使用者的潛在喜好。 

4.4 動態規則產生 

將 Protege 中產生的本體 OWL 檔案放到

行動裝置中如圖 9，藉由 AndroidJena 並寫入

規則，以產生推薦結果給使用者。所以在使

用者長時間的使用中，可以不斷的新增及修

改資料到 OWL 中，例如：使用者有新朋友或

者推薦候選人的相似度資料。 

由於使用者的朋友所喜愛觀看的影片也會

因為不同的時間或場景而有所不同，所以本

研究規劃出預設規則架構。藉由演算法 2 中

所規劃的動態規則產生推薦結果。 

4.5 APP 系統畫面 

在行動裝置上動態的為使用者推薦結果，

透過相似性(SR)所計算出的結果，並且利用動

態規則的產生，呈現在行動裝置中推薦給使

用者，如圖 10 所示。 

5. 結論 

本研究結合社群網路，將使用者、朋友

及影片等相關資料加入本體 OWL 中，再藉由

使用者與使用者朋友對影片的接受率進行正

規化後，計算出使用者相似度，以找出推薦

候選人。最後利用動態規則演算法產生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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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並交由 Jena 推論引擎推薦影片給使用

者。朋友之間也可以藉由看過相同的影片而

增加互動以及交流。 

未來擬藉由蒐集更多的數據，來強化系

統準確度，以修正預設的推論規則。且更可

以結合智慧型手環等，蒐集心跳脈搏等數

據，以分析使用者觀看影片時的情緒，作為

影片推薦的權重值。另一方面，為了讓使用

者減少對尋找影片的時間，未來考慮加入

Rough set 等解決資料稀疏性的方法；在推薦

候選人方面，加入更多參考依據訂立權重指

標，讓候選人的推薦可以更加精確。 

 

 

圖 9.本體應用到 Android App 

 
圖 10.行動裝置推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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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與通信裝置的發展，改變了人類
原有的生活型態，智慧型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的出現更簡化了尋找目的地
的時間，其中最短路徑為 ITS 中最為基本的問題之
一。然而一般的演算法在計算最短路徑時並不會將
道路實際的路況納入考量，因此本文提出結合 ABC
與 Dijkstra 演算法優化智慧型運輸系統，將地區的
實際路況進行等級分類並使用人工蜂群演算法
（Artificial Bee Colony, ABC）找出目前該地區的車
輛的趨向會集中於哪些地方，容易造成人潮或車潮
擁塞的地點為熱點，像是夜市、表演會場等，藉由
交通管理系統找出這些熱點來調整附近道路通勤
的時間，並使用戴克斯托（Dujkstra）演算法找出兩
點之間的最短路徑。 

關鍵詞：智慧型運輸系統、人工蜂群演算法、Dijkstra
演算法、K-means 

1. 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與通信裝置的發展，智慧型運輸
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應運而生。
智慧型運輸系統運用先進的電腦、通信、電子、控
制及感測等技術於各種運輸系統。經由有系統地蒐
集交通資料並加以彙整處理，適時地將即時而正確
的交通資訊傳送給運輸系統營運與管理者以及一
般大眾，進而改善交通問題。而智慧型運輸系統總
共包含五大功能性分類[2]：（1）先進交通管理系統：
界偵測蒐集交通路況，經由通訊網路傳至控制中心，
結合各方面的路況資訊，研訂交通控制策略，並運
用各項設施進行交通管制並將交通資訊傳送給用
路人及相關單位，執行整體交通管理措施。（2）先
進用路人資訊系統：藉由先進資訊及通訊技術，使
用路人不論於車上、家中、辦公室或室外接可方便
取得所需之及時交通資訊，作為運具、行程及路線
選擇之參考。（3）先進車輛控制及安全系統：利用
先進科技於車輛及道路設施上，協助駕駛對車輛之
控制，以減少事故與增進行車安全。主要包括駕駛
輔助、防撞警示與控制、自動橫向／縱向控制。（4）
先進大眾運輸系統：將先進交通管利系統、先進用
路人資訊系統與先進車輛控制及安全系統等技術
運用於大眾運輸系統，以改善服務品質、提升營運
效率及提高搭乘人數。（5）商用車輛營運系統：將

先進交通管利系統、先進用路人資訊系統與先進車
輛控制及安全系統等技術運用於商用車輛，如貨車、
救護車、計程車等，以提升營運效率及安全。其中
最短路徑為 ITS 中最為重要的議題。 

在最短路徑的演算法中，Dijkstra 演算法是一
種很常被用的方法。Dijkstra 演算法[3]於1959年由
E.W.Dijkstra 所提出的，是一個頂點到其餘各點的最
短路徑演算法，主要解決有向圖中最短路徑的問題。
最短路徑演算法傳統常用於一班開車路網地圖上，
找尋起訖到終點之兩點間最短路徑，其中行經這些
路段的旅行時間通常是影響使用者選擇的關鍵因
素[4][5]，旅行時間被定義為交通網絡內任意兩點之
間旅行所需要的時間[1]，但是通常這些道路路網上
的旅行時間是固定不變的，當某些地區因為短時間
內過多的車輛湧入，造成經過附近道路所需要的旅
行時間增加時，反而會將使用者導引向人擁擠的道
路，造成時間的浪費。因此如何在使用者和目的地
間找出最適合的最短路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
是路徑導引的最終目的，亦是本論文研究之主題，
希望透過本研究增進推薦路徑之正確性。 

2. 研究方法 

為了要解決目前 ITS 尋找最短路徑時，不能動
態的調整目前道路的旅行時間，因此本研究提出結
合 ABC 與 Dijkstra 演算法優化智慧型系統，首先將
該地區的熱點進行等級分類，而熱點在本研究是指
容易造成車潮或人潮擁塞的地點。研究中會使用
ABC演算法找出目前車輛的趨向集中於那些熱點，
然後修正通過該熱點附近道路的旅行時間，讓路網
可以更符合實際狀況。最後在使用Dijkstra演算法，
找出修正過後道路網兩點之間的最短路徑，藉此得
到最符合實際情況的結果。此外對於較大的道路網
路進行K-means分群演算法切割成小區塊再用本研
究方法，以提高執行效率。 

3. 相關研究 

3.1. 人工蜂群演算法 

群體智慧可設計為解決分散式的問題，其靈感
來自於昆蟲及其他動物的集體行為[6]。群體智慧和
以前人工智慧相比，具有分散式控制、自我組織和
適應的能力的特性。在群體智慧研究著重設計出生
物個體間互動規則及整體性的行為。演化式演算法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8 AIT / CEF 2015



為，將社會行為轉為計算模型，利用計算模型解決
複雜工程問題。演化式計算包括有仿以生物進化論，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基因演算法；粒子群演算法
是模仿魚群及鳥群群聚行為，透過粒子本身過去飛
行的經驗及個體最佳解和全域最佳解的交互影響，
進而求出最佳解；1995 年，由 Seeley 提出模擬蜂
群的自我組織模型，在2005年，由 Karaboga 提出模
擬蜜蜂採集花蜜行為的人工蜂群演算法。人工蜂群
演算法具有概念簡單、容易實作及較少的控制參數
等優點[7]。 

人工蜂群演算法是由食物源及被雇用的工蜂
(Employed Bees)及未被雇用的觀察蜂(Onlookers)和
偵察蜂(Scouts)組成的自我組織模式，彼此分工合作
實現群體智慧。食物源在人工蜂群演算法代表最佳
化的可行問題解，食物源透過適應函數計算出花蜜
量價值，花蜜量價值為適應值。在初始化後，進行
工蜂、觀察蜂及偵察蜂搜尋食物源，直到滿足最大
选代數。 

工蜂尋找食物源和觀察蜂選擇食物源後，在食
物源附近尋找新的食物源並計算新的食物源適應
值，若新的食物源適應值優於原有的，則選擇新的
食物源，反之，則保留原有的食物源。 

當食物源未能改善的情形達到 Limit 時，工蜂
會放棄該食物源，轉變為偵察蜂重新尋找食物源，
計算新的食物源適應值，若新的食物源適應值優於
原有的，則選擇新的食物源，反之，則保留原有的
食物源。 

3.2. K-means分群演算法 

K-means 分群演算法在分割方法中，是最常被
使用也最具代表性的方法，此方法由 MacQueen 於
1967年所提出來[8]。是一種簡單易懂且廣為使用的
非監督式學習的演算法。 

K-means 分群演算法首先要決定將資料分為 X
格群組，且每一個群組中至少必須包含一項資料點，
這些資料點都應該屬於某一個群組。K-means 依據
資料之間的距離，取得最具代表性的資料點，這些
資料點可以稱為群聚中心，K-means 利用這些群聚
中心來切割出群集與群集之間的界線，進行分類，
其優點為利用少數的代表點代表特定的類別資料，
如此可以大量降低系統的資料運算。 

4. 系統架構 

本章節主要介紹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架構，以優
化現存的交通系統來建置，主要可以分成五個階
段： 

階段一：熱門度與限速分級。此階段會進行對該
地區熱點進行熱門度分級與限速分級的動作，並建
立熱點熱門度之權重表與限速權重表。 

階段二：ABC 演算法。依據不同級別的熱點以
及熱點附近道路限速給予不同的權重值。ABC 演算
法會找出最熱的熱點，並以此結果和熱點熱門度權
重表和熱點限速權重表來更新最熱熱點的旅行時
間，進而產生新的道路網路。 

階段三：更新道路網路。 
階段四：Dijkstra 演算法。採用目前使用者的位

置當作起點，與使用者要求的終點來找出最適合的

最短路徑。 
階段五：終止結算。當使用者抵達終點後停止運

算。 

5. 實驗模擬 

本研究將先以小規模模擬實驗開始，依序將道路
規網路的模擴大，共做三個實驗。 

前兩個實驗要探討的是本研究對於本研究提出
的方法與未使用本方法的最短路徑演算法之間的
差異，而第三個實驗將研究熱點數量對於實驗結果
的影響。 

5.1. 實驗一 

圖 2. 為研究所建立之模擬道路網路，由7個頂
點與12個邊所組成，每條道路所需要的旅行時間以
分鐘為單位。在道路限速上採用較常見的三種限速，
分別為30km/h、40km/h、50km/h 進行模擬實驗。 

在本實驗中分別給予 node0、node1、node6為熱
點，根據可能產生的車流量分別給予權重值 HW。
在此分別給每個熱點可能產生3000、6000、3750輛
車的車流量，以最小值為1.25，故 HW 分別為1.25、
2.5、1.56。 

限速權重值則是根據熱點周圍道路限速所決定。
node0周圍的道路限速為30km/h、30km/h、30km/h、
40km/h，總合為130；同樣的 node1為150，node6為
150，所以限速權重值 SW 分別為1、1.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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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熱點不會一直存在，在此隨機給予每個熱點
時效性，單位為小時。 

熱點 HW SW 時效性 

node0 1.25 1 0.3 

node1 2.5 1.15 0.5 

node6 1.56 1.15 0.2 

表 1 

5.2. 實驗二 

第二個實驗擴大道路網路進行模擬實驗，由總共
50個頂點和94個邊組成的道路網路，並隨機給予每
條道路30km/h、40km/h、50km/h 的隨機限速，並給
予六個熱點分別為 node14、node29、node32、node35、
node39、node41，並給予個熱點隨機的熱點時效性。 

 

5.3. 實驗三 

在實驗二發現在較大的道路網路下，沒有經過熱
點的機率提升導致本研究的較佳結果不明顯，因此
將探討本研究對於熱點數量的改變有何影響。 

使用一個較大的模擬道路網路，共由200個頂點
組成，在這個道路網路中預設了30個熱點。首先本
研究採用K-means演算法先將道路網路分割成五個
區塊，在使用 ABC 演算法分別在各個區塊中每五
分鐘更新一次最熱門的熱點，並更新道路網路，之
後由 Dijkstra 演算法找出使用者目前位置到終點之
最佳路徑。重複從 ABC 開始的動作直到終點。結
束之後，將道路網路分割成10、15、20、25個區塊
並重複實驗。 

6. 實驗結果 

在 ABC 演算法中，本研究將隨機給予20個蜜源，
每個蜜源中包含了500輛汽車的座標、速度、方向
等資訊，適應值會根據周圍車輛的訊息與熱點的訊
息做運算，進行5000次迭代後，找出車子會趨向哪
個熱點，若是在原本推薦的路徑上的話，將修正道
路網路的花費時間，幅度為 HW/SW。 

6.1. 實驗一 

實驗將 node0設定為起點，終點設定為 node6，
所找到的最熱熱點為 node1。 

原本的 Dijkstra 所選擇的路徑為0->1->3->6，而
本研究的方法會推薦的路線為0->5->6。若發生塞車
時，行走原本的路線將會花費22.02分鐘，而本研究
的推薦路徑為18分鐘。此外 node1的熱點時效性為
0.5小時，亦即旅行至終點前 node1的熱點並不會消
失，故本研究的方法將可節省約4分鐘的旅行時
間。 

 
 
 
 
 

 
 
 
 
 
 
 
 
 
 
 
 
 
 
 
 
 
 

 起點 終點 路徑 旅行時間 
Dijkstra node0 node6 0->1->3->6 22.02(分) 
ABC+ 

Dijkstra node0 node6 0->5->6 18(分) 

表2 實驗結果一 

6.2. 實驗二 

實驗結果發現，本研究結果為90分鐘，而原本
Dijkstra 的結果為103分鐘，節省約13分鐘的時間。
此結果與7nodes 的小規模實驗有差不多的結果：若

原路徑有經過熱點，將能求得較佳的結果。但是因
為道路網路變大，導致有經過熱點的機率下降，導
致出現較佳結果的機率也下降，所以將在實驗三探
討熱點數量的影響。 

6.3. 實驗三 

 
 
 
 
 
 
 
 
 
 
 
 
 

圖4 實驗結果三 
 

結果發現，在熱點數不多時，有很高的機率出現
相同的結果；但隨著分割區塊增加，熱點數量上升
後，本研究方法找到較佳路線的百分比也上升。因
此，當一個道路網路中隨著熱點數量的增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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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方法，將比單純使用 Dijkstra 演算法有較佳
的結果。 

7. 結論 

本研究所提出的結合 ABC 與 Dijkstra 演算法優
化智慧型系統，結合了 ABC 演算法和 Dijkstra 演算
法，以進行動態的修正道路網路。根據本研究模擬
實驗結果顯示，在一般的情況下本研究所提出來的
方法跟 Dijkstra 演算法有著相同的結果，但在路線
會經過熱點的情況下本研究的方法將能提出更佳
的路線以節省塞車所花費的時間。 

在較大的道路網路中，可以將道路區塊分割成幾
個小區塊，增加整體的熱點數，可以更有效地找到
較佳的最短路徑。隨著分割的數量增加，找到最佳
路徑的效率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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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指令理解是近

來興起的議題，由於每位使用者對於相同動作

的敘述方式不盡相同，使得一個指令需求會有

多種敘述方式，為了讓電腦可以理解使用者的

指令需求，也讓使用者在下達指令時更多樣性。

本研究提出藉由文字蘊涵(Textual Entailment, 

TE)技術進行自然語言指令分析與理解；在系

統中，我們使用同義詞偵測、反義詞偵測、否

定詞偵測與 SVM 分類器的技術，協助系統理

解使用者所下達的自然語言指令，讓使用者就

算以非正式指令的敘述方式進行指令下達。系

統也可以正確推論出標準指令。在我們的實驗

中，本系統可以正確推斷出 308 句，系統整體

準確率達 74.49%。 

 

關鍵詞：中文文字蘊涵、自然語言處理、分類

器、語言特徵 

 

Abstract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of robot in-

struction is a new issue. Since each user may use 

a different narrative way for the same action, 

there will be many instruction narrative forms. 

The research goal is to keep the diversity of users’ 

commands and make the system understand the 

commands. We propose techniques based on 

Textual Entailment analysis and try to build a 

system that can understand the natural language 

instructions.  The system can detect synonyms, 

antonyms, negative word, and uses the SVM 

classifier technology to classify the commands 

issued in natural language. In our experiments, 

the system can correctly infer the 308 users’ 

commands in our test set to ten standard instruc-

tions with 74.49% accuracy. 

 

Keywords: Chinese Textual Entailment、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classifier、linguistic feature 

 

 

 

 

1. 前言 

隨著機器人的進步與發達，使得機器人漸

漸地融入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人類與機器人進

行互動的頻率也相對提升，目前人類與機器人

互動的方式有許多種，包含手勢、影像、指令

下達等，而最快速的方式莫過於指令下達互動，

但是過去的指令下達互動必須依照製造廠商

所制定，使得機器人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讓

使用者在下達指令缺乏便利性。為了改善機器

人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問題，我們提出使文字

蘊涵技術進行指令理解分析，藉由文字蘊涵關

係推論使用者所下達的指令與系統所預設的

標準指令關係。 

文字蘊涵是近年來興起的討論議題，其主

要任務在判斷一組句子(T1,T2)能否相互推論，

文字蘊含關係大致可分為二種關係，分別為蘊

含與非蘊含，當文句可以由T1推導到T2或是由

T2推導到T1時， T1與T2為蘊含關係；反之文

句無法相互推倒或是呈現矛盾時，T1與T2為非

蘊含關係。文字蘊涵可以應用在各種自然語言

處理研究上，例如問答系統、資訊抽取、資訊

檢索、機器翻譯[1]。 

改善機器人指令理解的方法有許多，有團

隊提出抽取指令中的關鍵詞進行指令下達，藉

由使用者下達的指令中進行指令關鍵詞抽取，

但當系統收集的關鍵詞不足時，會造成使用者

下達的指令無法識別；也有團隊提出使用語意

結構分析，進行指令下達，藉由中文句構樹語

料庫與ANFIS架構進行指令語意分析[2]，此方

法必須仰賴大量的語料庫，對於指令語料庫需

要大量蒐集與訓練；有的團隊提出使用句法分

析語實例匹配進行指令分析[3]。 

提供機器人理解自然語言指令的服務近

來逐漸興起，藉由指令理解使機器人不需特定

指令也可以了解使用者需求，使用者也不會因

為不同的機器人，需要記不同的指令，在使用

上對使用者提升許多便利性。本研究提出使用

文字蘊涵技術理解使用者所下達的自然語言

指令，並結合同義詞偵測、反義詞偵測與否定

詞偵測[4][5][6]協助系統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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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概述 

2.1 系統架構 

本系統目前著重於自然語言的語意理解

與分析，在未來將結合機器人提供使用者整套

完整服務，圖1為本系統的示意圖。 

 

 

 

 

 

 

圖 1. 系統示意圖 

 

圖 2. 系統流程圖 

3. 系統實作 

3.1 情境指令表 

本研究預設十種動作，並針對該十種動作

蒐集不同使用者對於動作可能的敘述方式，如

表1所示，在預設十種動作中，總共蒐集421句

指令。同時也針對十種動作進行標準指令敘述

預設，如表2所示。 

表 1. 使用者可能達方式 

指令 動作/目標 使用者可能的表達方式(T1) 

Case1 送室內拖鞋 拿室內拖給我、給我地板鞋 

Case2 送水杯 把裝水杯子拿給我、我口渴了 

Case3 開電腦 幫我開電腦、電腦開機 

Case4 送鑰匙 鑰匙拿給我、我要鑰匙 

Case5 遛狗 帶狗去繞繞、帶狗散步 

Case6 打掃地板 幫我打掃地板、去掃地 

Case7 倒垃圾 幫我倒拉基、垃圾桶滿了 

Case8 餵寵物 寵物餓了、倒吃的給寵物 

Case9 陪寵物玩 逗一下寵物、去陪寵物玩 

Case10 拿手機 我要行動電話、我想打電話 
 

表 2. 十種標準指令敘述 

指令 動作/目標 標準指令敘述(T2) 

Case1 送室內拖鞋 我要室內拖鞋 

Case2 送水杯 我要水杯 

Case3 開電腦 我要開啟電腦 

Case4 送鑰匙 我要鑰匙 

Case5 遛狗 幫我遛狗 

Case6 打掃地板 幫我掃地 

Case7 倒垃圾 幫我倒垃圾 

Case8 餵寵物 幫我餵寵物 

Case9 陪寵物玩 幫我陪寵物玩 

Case10 拿手機 我要手機 

3.2 斷詞工具 

斷詞工具在中文文字分析處理上是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由於中文句子分析上有別於英

文句子，並非像英文句子是以空格作為詞之間

的分隔，而且在中文領域中不同詞彙的組合，

會組合出不一樣的意義，因此進行中文分析前，

必須先進行斷詞處理，將每個詞彙分開。斷詞

工具有許多種，如：中央研究院所開發的

CKIP[7]、MMSEG4J[8]、中國科學院所研發

NLPIR/ICTCLAS[9]與Jsceg[10]等等。 

在本系統中使用Jcseg這套工具，此工具提

供使用者可自行依照需求設定與新增詞庫，使

用的版本為1.9.5版。Jcseg斷詞工具可進行繁體

中文與簡體中文斷詞，系統在進行不同語系斷

詞只需要更改載入不同詞庫即可進行斷詞，系

統原本在下載已經有附上簡易版詞庫，另外有

提供完整版題庫下載。 

3.3 同義詞偵測 

在中文文句中常發生二句句子中使用的

詞彙不同卻是在敘述同一件物品或是意思相

同的情形，例如：我要室內拖鞋、我要地板鞋，

其中室內拖鞋與地板鞋都是指室內拖鞋，只是

室內拖鞋為台灣用語，地板鞋為中國大陸用語，

使得系統在判斷上造成錯誤。 

系統針對十種動作進行同義詞蒐集，總共

蒐集30組同義詞，並建立同義詞詞庫如圖3所

示。在偵測部分，系統將文句斷詞後，濾除相

同詞彙，並載入詞庫進行偵測，流程如圖4所

示。 

 

未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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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同義詞詞庫 

 

圖 4. 同義詞偵測流程圖 

3.4 反義詞偵測 

在中文文句中常發生二句句子中使用的

詞彙是分別在敘述不同且完全相反的事情，但

系統因為知識不足造成無法辨識出這兩句子

不相同，例如：我要水杯、我要飲料，本系統

在定義上將水杯定義為白開水的意思；雖然此

兩句子只有一個詞彙之差，卻在分別敘述兩件

不一樣的事情，使系統在判斷上造成錯誤。 

本系統針對訓練集的十種指令進行反義

詞蒐集，總共蒐集38組反義詞並建立反義詞詞

庫，如圖5所示。在偵測部分，系統將文句先

進行斷詞並且濾除相同詞彙，並載入詞庫進行

偵測，流程如圖6所示。 

 

 

 

 

圖 5. 反義詞詞庫 

 

圖 6. 反義詞偵測流程圖 

3.5 否定詞偵測 

否定詞[11]在中文文字中有否定的意味，

當肯定句中出現否定詞，此句子會由肯定變為

否定，但是當句子同時出現二個否定詞時，此

句子又會由法定變回肯定句，這種情況稱“雙重

否定”，其中有些文句包含三個否定詞，稱為三

重否定。最後在否定句的界定上，分為“一重否

定”與“雙重否定”，當否定詞數量為奇數時，該

文句為“一重否定”，當否定詞數量為偶數時，

該文句為“雙重否定”。 

在中文領域中，常出現的否定詞有“不”、

“未”、“否”、“非”、“無”、“沒”、“禁”，在部分

文句有使用否定詞，但並沒有改變句子的語義，

例如：“差一點”與“差一點沒”，在判斷上增加

許多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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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否定詞偵測流程圖 

3.6 特徵值計算 

在本系統中使用 SVM 分類器，使用 SVM

分類器必須先將文句轉換為特徵值，下表為本

系統使用的特徵值： 

表 3. 系統使用的特徵值 

No 特徵值 

1 字元召回率 

2 字元準確率 

3 字元 F 度量 

4 機器翻譯召回率 

5 機器翻譯準確率 

6 機器翻譯 F 度量 

7 字元數量差 

8 字元數量差取絕對值 

9 字詞數量差 

10 字詞數量差取絕對值 

系統中使用的前三個特徵值是根據 T1 與

T2 中重複出現的字元(character)數量計算字元

召 回 率 (Unigram_recall) 、 字 元 準 確 率

(Unigram_precision) 、 字 元 F 度 量

(Unigram_F-measure)。其公式如下： 

Unigram_recall(R) =
𝑇1 與𝑇2 重複字元數

𝑇2 總字元數
    (1) 

Unigram_precision(P) =
𝑇1 與𝑇2 重複字元數

𝑇1 總字元數
    (2) 

Unigram_F − measure(F) =
2∗𝑅∗𝑃

𝑅+𝑃
     (3) 

本系統中運用 BLEU 三個特徵值。Bleu 當

初是被設計來測量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

tion)的品質，一個良好的機器翻譯需要包含適

當、準確以及流暢的翻譯，本系統使用原本

BLEU 的公式改良，創造出全新 3 個公式做為

系統使用，計算句子 T1 與 T2 得到機器翻譯召

回 率 (Log_bleu_recall) 、 機 器 翻 譯 準 確 率

(Log_bleu_precision) 、 機 器 翻 譯 F 度 量

(Log_bleu_F-measure)三個特徵值。其公式如下

面公式 4.5.6 所示，其中 BP 代表著一個懲罰函

數，當 T1 句子的長度小於 T2 句子的長度時便

會進行懲罰公式如公式 7 所示。Wn 為權重值

計算如公式 8 所示。Pn 為計算 T1 的 n-gram 出

現在 T2 中的數量除以 T2 的 n-gram 數量如公

式 9 所示。 

Logbleurecall(LBR)
= 𝐵𝑃 × exp(∑ 𝑊𝑛𝑙𝑜𝑔𝑃𝑛

𝑁
𝑛=1 ) (4) 

Logbleuprecision(LBP)
= exp(∑ 𝑊𝑛𝑙𝑜𝑔𝑃𝑛

𝑁
𝑛=1 )   (5) 

LogbleuF
− measure(LBF) =

2∗𝐿𝐵𝑅∗𝐿𝐵𝑃

𝐿𝐵𝑅+𝐿𝐵𝑃
    (6) 

BP = {
1    , if  𝑐 > 𝑟

𝑒
(1−

𝑟

𝑐
)
, if  𝑐 ≤ 𝑟

       (7) 

𝑊𝑛 =
1

𝑛
          (8) 

𝑃𝑛 =
∑ 𝐶𝑜𝑢𝑛𝑡𝑐𝑙𝑖𝑝(𝑛−𝑔𝑟𝑎𝑚)𝑛−𝑔𝑟𝑎𝑚𝑒∈𝑡1

∑ 𝐶𝑜𝑢𝑛𝑡(𝑛−𝑔𝑟𝑎𝑚′)𝑛−𝑔𝑟𝑎𝑚𝑒∈𝑡2
     (9) 

第七到第十的四個特徵值是 T1 與 T2 的句

子長度做計算。系統根據字元和字詞計算 T1

與 T2 的句子中長度差異，並使用了這兩個特

徵值的絕對值在本系統中。公式如下： 

difference in sentence length =

     𝑇1 字元數 − 𝑇2 字元數      (7) 

absolute difference in sentence length =

|𝑇1 字元數 − 𝑇2 字元數|        (8) 

difference in sentence length (term) =

𝑇1 字詞數 − 𝑇2 字詞數       (9) 

absolute difference in sentence length (term) =

|𝑇1 字詞數 − 𝑇2 字詞數|      (10) 

3.7 SVM分類器 

支持向量機[13](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是一種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

的方法，主要使用在分類(Classification)與迴歸

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14]。 

支持向量機構造一個超平面或是多個超平

面，超平面的個數取決於特徵值的數量，當特

徵值數量越多，超平面個數也越多。SVM 將訓

練資料集中的特徵值轉換為維度(dimension)，

並在超平面空間中，找出最合適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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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又稱最大間隔超平面 (maximum 

marginal hyperplane)，如圖 8、圖 9 所示。 

本系統使用台灣大學林智仁教授所開發的

支持向量機-LIBSVM[15]，訓練一個雙類別分

類器，藉由分類器進行推論。 

 

圖 8. SVM超平面分布示意圖[14] 

 

圖 9. SVM 最大隔間超平面[16] 

4. 系統介面與展示 

在系統圖形介面部分，使用WindowBuilder 

[17]進行開發，圖形介面分為五大部分，分別

為自然語言指令輸入列、指令確認列、特徵值

計算、按鈕列，按鈕確認列，如圖 10 所示。 

 

圖 10. 系統介面 

系統執行結果分為二種，分別為可以推論

與無法推論。當輸入指令為可以推論時，系統

會判斷使用者輸入的例句對應標準指令中的

哪一個，並將對應標準指令輸出如圖 11 所示；

當輸入指令為無法推論時，系統會輸出“我聽不

懂”，讓使用者重新下達一次指令如圖 12 所示 

 

圖 11. 系統展示-正確範例 

 

圖 12. 系統展示-錯誤範例 

5. 分析與討論 

在系統正確率的測試上，我們使用訓練資

料集的 421 句的例句抽出 411 進行測試。計算

正確率公式為正確題數/測試總題數，如公式

11 所示。 

正確率(Acc) =
正確題目數量

測試題目總數量
     (11) 

本系統測試兩組分別為實驗一使用第一階

段所蒐集的同義詞表與反義詞表進行測試，實

驗一整體正確為 53.04%；實驗二將同義詞表與

反義詞表針對十種指令進行新增與細分，實驗

二整體正確為 79.94%。 

由圖 13 可以得知，當細分同義詞庫後，系

統可以由原先的 218 題提升至 308 題，使系統

更有效率的辨識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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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實驗解答分析 

由圖 14 可以得知，在實驗一的 411句測試

句中總共有 193句推論錯誤，其中高達 121句

推論結果為“我聽不懂”，則被誤判為其他指令

的有 72 句；而在實驗二中總共有 103 句推論

錯誤，其中 36句推論結果為“我聽不懂”，實驗

二的系統可以有效的改善“我聽不懂”的狀況，使

正確推論題數提升。 

 

圖 14. 錯誤推論分析 

6. 結論 

由實驗結果可以得知，使用原先由網路蒐

集常見同義詞與反義詞，整體正確率僅達到

53.04%，經過重新蒐集與細分後的同義詞詞庫

與反義詞詞庫，正確率達 74.94%，表示加入同

義詞偵測與反義詞偵測可以有效的改善指令

識別，也讓原先無法識別的指令大幅改善。 

目前系統正確率僅有 74.94%，我們提出近

程未來展望與中程未來展望。 

在近程未來，我們提出三項計畫： 

1. 補足同義詞與反義詞的詞庫，由實驗一

語實驗二可以發現同義詞與反義詞的細

分後，可以使系統提升正確率。 

2. 加入詞性標註使系統找出文句中的主詞、

動詞等，讓系統在進行文字分析時，可

以結合詞性進行推論。 

3. 部分文句進行分析時，會發生系統無法

理解的狀況，其中主要原因是因為本系

統無使用背景知識，如：“我要水杯”與“裝

水的杯子拿來”，水杯與裝水杯子意思相

同，但是在分析時，因為知識背景的不

足造成推論錯誤。 

在中程未來工作，我們提出二項計畫： 

1. 結合語音系統讓使用者可以藉由口說即

可下達指令，不需要手動輸入指令。 

2. 加入機器人完成使用者下達的達指定指

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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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領域本體結合決策樹之營養素的飲食推薦 

Nutrients of Diet Recommended Based on Domain 

Ontology and Decision Tree 
 

 

摘要( Chinese Abstract) 
面對高齡的長者，以及現代人的生活型態、

長期不健康的飲食、生活不規律、工作壓力大

等因素，導致慢性疾病的發生，如糖尿病，高

血壓及高血脂。為了減少這些疾病的發生，並

降低患者到醫院的次數，本研究針對慢性病三

高患者建立一個以本體論為基礎之營養素的

飲食推薦系統，取得使用者相關的個人資料，

給予適合使用者疾病的飲食推薦。首先收集使

用者的個人資料及過去的飲食紀錄，透過計算

與分析，了解是否有成為慢性病患者的因素，

以及過去的飲食紀錄中所缺少或攝取過多的

營養素，並根據以上的資訊經由飲食推薦系統，

給予使用者適合且符合偏好的飲食推薦，達到

一個均衡且健康的飲食，進而降低或避免慢性

疾病的發生，以減少使用者到醫院的機會。 

關鍵詞：本體論、決策樹、慢性疾病、營養素、

飲食推薦 

 

Abstract 
It is known lifestyle that unhealthy diet, 

irregular life, work pressure and other factors can 

result in a number of chronic diseases. The aged is 

one of factor in chronic disease. Such as diabetes 

mellitus, hypertension, and high cholesterol.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build a diet 

recommendation system for chronic diseas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reduce the chances to visit hospitals. The diet 

recommendation system can using some limit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diet records of the past 

seven days, to provide the user correct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and fit the user's food preference for 

dietary recommendation. The health care is to 

achieve a balanced, healthy diet and do some 

exercise, can prevent the disease happen. 

 

Keywords: Ontology, Decision Tree, Chronic 

Diseases, Nutrients, Diet recommended 

 

1. 前言 (Introduction)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全球化經濟快速成

長、醫療技術不斷向前邁進，以及生活水平的

提升，人口的平均年齡也逐漸延長，由於少子

化的現象，導致台灣人口的結構開始高齡化，

如今將步入高齡社會。根據台灣國發會統計[1]，

在 2014年我國 65歲以上老年人口中，85歲以

上者占比 11.5%，預估在 2061 年，會增加至

25.6% (如圖 1)，由此顯示台灣高齡化速度逐漸

遽增。在高齡社會的到來，將面臨高齡者的經

濟安全及健康照護等問題，而未來高齡者獨立

生活日益普及的情況下，需要健全的老年經濟、

健康照護及醫療保障，是現今社會不容忽視的

問題。 

圖 1 老年人口變動趨勢[1] 

 

醫療保健的主要目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實現

均衡的健康飲食、適當的運動，以預防及保健

減少到醫院的機會，進而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其次給予飲食推薦輔助慢性疾病的照護。近年

來，國人對健康飲食的意識抬頭，飲食行為也

逐漸改變，開始對於吃有更著重的關心，而飲

食管理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現今已經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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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現代人的

生活型態和高齡社會的情況下，不健康的飲食、

不規律的生活方式、運動量不足，以及工作壓

力大等因素，將可能會導致一些慢性疾病纏身，

如高血壓、高血脂及糖尿病等，然而以上這些

疾病皆可透過飲食來預防或達到保健的目的

[2]。 

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102 年十大死

因以慢性病為主[3]，而糖尿病及高血壓疾病一

直高居不下，甚至持續攀升至排名第四名及第

八名的死因，而平均患病的年齡呈現逐漸年輕

化的趨勢。為了提高年老長者及慢性病者的生

活品質，並藉由飲食的同時能預防疾病的發生

或避免疾病的復發，因此，本研究提出一個基

於領域本體論結合決策樹的飲食推薦方法，主

要依個人的疾病狀況分析來給予均衡的飲食

推薦。本研究方法是採用本體論、決策樹、Jena，

以及 SPARQL等方法，根據使用者患有的疾病

以及過去幾天所食用的紀錄，透過專家系統分

析出使用者所缺少的營養素，再依照使用者所

患有的疾病以及所缺少的營養素，給予適合使

用者本身的食物推薦，讓使用者能達到保健及

健康均衡飲食的目標。 

本研究分為以下四個部分，第二部分會先

介紹與飲食推薦有關的相關研究，之後再針對

本體論等方法的背景知識概述，第三部分將會

論述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與架構，最後一部分

針對此研究給予結論及未來研究的方向。 

 

2. 相關研究 (Related Work) 

在本節中，首先說明飲食推薦所相關的簡

要回顧，之後提出與此研究相關方法的背景知

識概述。 

 

2.1 飲食推薦相關文獻 

飲食推薦服務已經是研究多年的重要議題

之一，如何提供合適的飲食推薦服務給使用者，

且透過飲食的保健及均衡的營養，進而預防及

避免疾病的發生，是現今所致力於研究的目標

之一。一般來說，飲食推薦服務是基於該使用

者本身的飲食歷史記錄，再透過方法的分析之

後，給予使用者合適的飲食推薦服務。 

林詠達學者[4]提出以本體論及模糊邏輯

為基準，設計出一個具有慢性病的專家知識之

飲食推薦系統。以模糊邏輯(fuzzy logic)分析出

三高患者每日所需之熱量、脂肪、蛋白質，以

及醣類等，作為推論系統的推薦依據，透過使

用者過去的飲食紀錄，計算出使用者所缺少的

營養素，再結合類背包演算法找出最適合使用

者所食用的食物，再給予使用者三餐組合的飲

食推薦。然而此篇作者在食物推薦方面，只提

供每餐中各一種食物，使用者沒有辦法選擇個

人所喜好的食物，只能按照推薦系統所給予的

菜色，且無提供使用者偏好的選項，將可能造

成使用者使用的意願降低。 

Geleijnse等學者[5]，設計一個個人化的食

譜推薦系統，該系統經過使用者註冊後，可記

錄使用者過去的飲食紀錄，包括食譜的選擇，

及所攝取的卡路里，進而得知使用者的飲食狀

況是否為均衡攝取，再給予個人化的飲食推薦

服務。而此系統所提供營養素的資訊只有卡路

里及顏色指標來判斷所攝取食物的依據，其他

相關的營養素則沒有提供。 

胡秋明學者[6]，提出以料理食譜為基礎，

建立食品營養素成分分析系統，提供食品營養

素查詢、計算所攝取的食物及過去飲食的查詢，

針對個人給予適當的飲食建議。此研究將料理

分為七大類，食品分為十八類，建立於知識本

體上，並給予食品營養成分作明確的定義。本

研究將使用者每日所攝取的營養素，透過分析

分別給予各營養素的食物推薦，然而卻沒有結

合使用者偏好，以及最佳推薦食物只有一道食

物可作選擇。 

羅濟群等學者[7]，提出以動態本體論為基

礎的飲食保健療法的飲食推薦，以語意推論引

擎針對使用者的需求給予最適合使用者疾病

需求的飲食保健療法推薦。此研究針對飲食療

法作深入的探討，飲食療法是通過飲料和食物

兩種形式治療疾病抑或利用飲食來調理身體

的治療方法，作者也提到過去許多學者所提出

的飲食保健療法對於疾病療效的探討與研究，

並以實驗來驗證飲食保健療法的療效，如表 1

所示。 

 

表 1 飲食保健療法之療效探討[7] 

研究文章 針對疾病 研究結果 

痛風患者飲食保健

療法新認識（李揚與

田新平，2008）[8] 

痛風 

建議食用維生素

C、咖啡、乳製品，

不建議食用果糖、

啤酒、富含嘌昤之

肉類、海鮮及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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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結石之飲食保健

療法與護理指導（林

淑媛，1998）[9] 

尿結石 

建議食用鈣、草

酸、液體、鈉鹽、

蛋白質、檸檬鹽酸

等食物，不建議飲

用啤酒。 

預防高血壓的營養

食譜設計（張之一與

梁斌，2009）[10] 

高血壓 

建議食用植物性

食物、多醣類食

物、水果等。不建

議食用酒、鈉鹽、

單糖類食物。 

糖尿病的飲食保健

療法建議（許惠恆，

2000）[11] 

糖尿病 

建議每日食用量

需佔 10~20% 之

蛋白質，小於 10% 

之飽和脂肪酸與

多元不飽和脂肪

酸，不建議食用果

糖、複雜碳水化合

物。 

肥胖症的飲食保健

療法（彭巧珍，2002）
[12] 

肥胖症 
建議食用纖維、代

油、代糖等食物。 

 

2.2 本體論(Ontology) 

本體論最早的概念是指哲學領域形上學的

一個分支，主要是用來表示所有實事物的基本

特徵。近年來，被應用於資訊科學領域，如人

工智慧、語意網、訊息架構、軟體工程等，而

本體是指一種「形式化的，對於共享概念體系

的明確而又詳細的說明」[13]。本體論具有結構

化的特性，也就是說對特定的領域中的概念與

其相互有關係之形式化表達方式（Formal 

representation）。 

一般常見本體論的主要構成，包括類別

(Class)、屬性(Slot)、關係(Relationship)、實例

(Instance)、規則(Rule)，以及公理(Axiom)。類

別可以被定義為一個概念，或者是事物的種類；

屬性是指類別的特徵、特點或是所具有的屬性；

關係是連接類別與個體間之相互關係；實例是

類別想表示的最底層對象，透果屬性連接到類

別；規則是使用 IF-THEN語句來描述邏輯推理；

公理則是指特定的邏輯斷言。 

本體論的表示語言有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 、 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DAML+OIL，以 XML 為基礎，

是 W3C 所提出的本體論描述語言架構。本體

的 OWL 語言又分為三種子語言的表示方式，

OWL Full、OWL DL及 OWL Lite；OWL Full

能建構出最完整的 RDF語法，不過卻沒有支援

規則的推論；OWL DL是可以提供完整的推論；

OWL Lite是本體語言中最精簡的架構，提供簡

單的類別之屬性使用者。而本研究採用 OWL 

DL來給予使用者完整的推論系統。 

 

2.3 決策樹(Decision Tree) 

決策樹又稱為分類樹或回歸樹，常應用於

統計學、資料探勘及機器學習。在資料探勘中，

決策樹所表達的是數據資料，而不是決策。在

機器學習中，決策樹是一個預測模型，所表示

的是對象屬性與對象值之間的一種映射關係。 

決策樹主要有四種類型：分類樹、回歸樹、

分類和回歸樹、卡方自動交叉檢驗。分類樹所

輸出的可能是離散型的概念；回歸樹則是一個

實數的概念。而常見的演算法，有 ID3 (Iterative 

Dichotomiser 3)、C4.5、C5.0、CART、CHAID 

(CHi-squared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or)、

MARS等。本研究所採用的演算法為 CART演

算法，應用於預測使用者是否有慢性病危險因

子存在。 

ID3 演算法是在  1979 年由 John Ross 

Quinlan所提出的決策樹演算法，是以 Shannon

於 1949 年所提出的資訊理論做為選擇測試屬

性的依據。 

決策樹演算法 ID3、C4.5和 C5.0生成樹演

算法使用熵(Entropy)這概念，而熵的公式如公

式(1)[14]。 

 

假如分類結果為 i (正例，positive instance)

和 j (反例，negative instance)的情況： 

 i代表正例的個數 

 j代表反例的個數 

 m代表事件 m個結果 

CART 演算法為 Breiman 等學者於 1984

年 所 提 出 的  CART (Classification & 

Regression)，在每一節點都呈現二分法，所以建

構出來的決策樹是一個二分法結構，而此方法

是依照預測資料再做出不同的預測，來決定所

選 取 道的 預測 變 數。 CART 利 用 Gini 

Index(GINI 指數)定義衡量值的好壞，和熵的

概念類似，當 Gini指數越大，樣本的資料將愈

雜亂，而 Gini指數越小，樣本的資料則反之。 

 

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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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ENA API推論系統 

Jena 是惠普(HP)實驗室語意網實驗室開發，

以 java框架為基礎，為免費軟體且提供原始碼

下載。該框架是由不同的 API進行交互，共同

處理 RDF數據[15]。基於W3C所提出的 RDF、

DAML/OIL 及 OWL，進行語意網建立和推論

的 JAVA API工具。Jena是 RDF和 OWL語言

的API，也提供OWL和RDF語言的推理功能，

而 Jena核心只是提供了有限的查詢元語[16]。 

Jena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四個部分[16]： 

(1) RDF API：主要用於建立、讀取、撰寫、

操作以及檢索 RDF 的檔案，並能在已經

存在的 RDF檔和 RDF模型之間實現轉換。 

(2) ARP：Jena獲取 RDF/XML所需要的解析

器，APR API是標準 XML語法解析器的

預處理，而 SPARQL 部分就是使用 ARP 

API。 

(3) Persistence：在記憶體中儲存 RDF、RDFS、

OWL 等資料模型，而對於資料量較大的

本體模型，則可以通過 Jena提供的資料庫

引擎將其模型儲存到關聯資料庫中，透過

RDQL API可以將資料從資料庫檢索後創

建 RDF模型。 

(4) Reasoning subsystem：規則推論系統，除

了可根據使用者自行定義推論規則，還可

使用第三方推理引擎。 

 

2.5 飲食推薦相關資訊 

本研究將飲食推薦分為兩類不同需求的使

用者，分別為一般使用者及患有疾病使用者，

而飲食推薦所針對的疾病為，糖尿病、高血壓

及高血脂，以上這三種疾病。飲食推薦系統，

除了需要與飲食方面的專業知識作結合之外，

還需要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才能給予較精確的

飲食推薦。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包括年齡、性

別、身高、體重、血壓、腰圍、臀圍、活動量、

飲食偏好、過去七天飲食紀錄、疾病相關(腎功

能、高血壓、高血脂)，以上這十一項資料即可

推薦適合的食物給使用者。而疾病相關的資訊，

我們又進一步區分；腎功能區分為，腎功能不

全及腎功能症候群；高血壓區分為，是否為單

純高血壓；而高血脂區分為，三酸酣油脂過高

及膽固醇過高。 

本研究透過使用者的身高及體重，計算出

使用者的身體質量指數(又稱身高體重指數，英

文為 Body Mass Index，簡稱 BMI)，計算公式

如公式(2)[17]。 

 

BMI = 𝑤

ℎ
2                        公式 (2) 

 

公式(2)中，w 為體重，單位為公斤；h 為

身高，單位為公尺，而正常的 BMI 範圍值為

18.5~23.9，小於 18.5 為過輕，大於 23.9 則屬

於過重。取得 BMI，需計算出標準體重與合理

範圍的體重值，標準體重(Ideal body weight, 

IBW)計算公式如公式(3)。 

 

男性：
(ℎ−80)×70

100
 = IBW 

女性：
(ℎ−70)×60

100
 = IBW 

 

標準體重是以世界衛生組織計算標準體重

的方法做計算，如公式(3)所示。而合理的體重

範圍為標準體重的正負 10%，例如：標準體重

為 56.4公斤，正常體重範圍則為 50.76 ~ 62.04

公斤。依照實際體重(w)、標準體重(IBW)及活

動量的比值(如表 2)，計算出個人的每日熱量需

求(Calorie requirement per day, CRD)，如公式(4)。 

 

CRD = IBW × CKI                公式 (4) 

 

CKI 為每公斤理想體重所需熱量(Calorie 

requirement per kilogram of ideal body weight)，

依照實際體重與標準體重的比值，查詢表 2所

得出的數值。 

 

WHR =
𝑊𝑎𝑖𝑠𝑡

𝐻𝑖𝑝
  

 

WHR 是指腰圍(Waist)和臀圍(Hip)的比例，

被用來衡量身體健康的指標之一，除了能測量

肥胖外，還可作為其他較嚴重健康狀況的指標。

男性和女性的標準比例分別是 0.9和 0.7，與一

般健康和生育能力有極大關連，腰臀比例約 0.9

的男性較少出現前列腺癌和睪丸癌，而腰臀比

例約 0.7 的女性具有最佳的雌激素水平，較少

出現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卵巢癌[18]。 

 

 

公式 (3) 

公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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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成人每公斤理想體重所需熱量[19] 

體型 

 

體力勞動 

w < IBW w ~ IBW w > IBW 

10%↓ 正常範圍 10% ↑ 

臥床 30 20~25 20 

輕度 35 30 20~25 

中度 40 35 30 

重度 45 40 35 

每公斤理想體重所需熱量 CKI 

(單位:大卡/公斤理想體重) 

 

本研究將活動量(如表 2)分成四個層級，臥

床、輕度、中度以及重度，而分類的依據是依

個人日常生活之活動方式；輕度活動量，如步

行(2.5-3km)、逛街、辦公事物、打掃、騎腳踏

車(普通速度)等；中度活動量，如快走、有氧舞

蹈、健身操、普通運動等；重度活動量，如爬

山、劇烈運動、跑步、打籃球等。計算完每日

總熱量後，再將每日總熱量分配給三大營養素，

蛋白質、脂肪及醣類。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飲食手冊中建

議，蛋白質應佔每日總熱量之 10~14%，脂肪佔

每日總熱量之 20~30%，醣類佔每日總熱量之

58~68%，然而在身體狀況正常的理想分配比例，

蛋白質 12%、脂肪 25%及醣類 63%。患有三高

疾病的病患須依照疾病狀況給予較低的攝取

量。 

患有腎疾病的病患，依營養師指示需調整

蛋白質攝取比例，腎功能不全者為每公斤體重

的 0.6 公克，而腎病症候群為每公斤體重的

0.8~1公克。 

患有高血壓的病患，應避免食用醃製品、

調味料與加工食品，當病患情況是單純的高血

壓，則建議使用低鈉高鉀(低鈉鹽)，且禁止食用

鈉含量過高之食品。 

患有高血脂的病患，禁止食用高膽固醇食

物，例如雞皮、豬皮、肥肉、高湯、肉湯、加

工品、內臟、蛋黃(3個/星期)、蟹黃、蟹黃膏以

及烏魚子。 

而患有三酸酣油脂的病患，除了禁止食用

高膽固醇之食品外，應盡量避免食用精製糖及

酒類，且主食類也須避免食用過多。 

 

3. 系統架構 (System Architecture) 

3.1 系統運作流程 

本研究提出了初步的架構，預測出可能患

有三高慢性病的使用者，並透過飲食推薦系統

來降低發生的可能性，並針對所缺少的營養素

給予合適的推薦，本研究系統架構如圖 2所示。 

 

 

圖 2 系統架構圖 

針對使用者的個人資訊，透過 CART的樣

本預測，了解使用者的身理狀況，並針對個人

的健康狀態及過去七天的飲食紀錄，透過營養

專家系統，分析患者所缺少及攝取過多的營養

素，並經由飲食來降低發生的次數，以提供均

衡、健康的飲食。 

本研究將本系統分成五個步驟完成，步驟

如下： 

(1) 首先須收集患者的個人資訊，總共有
十項(年齡、性別、身高、體重、血壓、

腰圍、臀圍、活動量、飲食偏好及疾病

相關(腎功能、高血壓、高血脂)，經由

公式計算出所需的 BMI、IBW、CRD

及WHR，將資料整合。再透過 CART

的樣本預測，預測出將可能患有慢性

疾病的使用者，來給予適合的推薦。 

(2) 將患者過去七天的飲食紀錄，輸入至
營養師專家知識系統，而此系統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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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患者所缺少的營養素，以及應減

少攝取的營養素。 

(3) 將預測出的樣本資料，匯入個人本體
論的疾病資料本體中，同時建立個人

的資料內容，以此患者本體為基準。 

(4) 取得專家系統分析出的營養素，將缺
少及攝取過多的營養素資訊，再經由

衛福部所提供的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

攝取量[20]，對應至患者疾病所能攝取

的量修正並做資料比對，最後彙整至

患者個人本體。 

(5) 將重新建置好的知識本體，經由 Jena

推論系統的 rule，推論出適合患者疾病

的食物，並依照患者的偏好給予患者

所需的食物推薦，以達到患者保健、均

衡的飲食。 

 

3.2 知識本體架構 

3.2.1 食物知識本體論 

本研究所建立的食物知識本體，以中華民

國糖尿病衛教學會出版[21]的台灣小吃營養大

解析為主，並分析台灣小吃的五大營養素，醣

類、蛋白質、脂肪、礦物質、維生素，以及熱

量為基準，食物知識本體的架構如圖 3。 

圖 3食物本體的類別是根據台灣地區食品

營養成分資料庫[22]，本研究將食物知識本體

的食物類別分成十八大類，這十八類別的資料

屬性為五大營養素(醣類、蛋白質、脂肪、礦物

質、維生素)以及熱量，而十八類別的子類別為

食材類別，而類別的實例則為台灣小吃的菜名。 

由於食物都是由各類別的食材所組成的，

因此食物會有多重繼承的關係，而這些食物也

包括了五大營養素及熱量，進而建立成完整的

食物知識本體論。 

 

3.2.2 個人知識本體論 

本研究將運算好的個人資料建立於個人本

體論，並定義此個人本體的屬性為年齡、性別、

身高、體重、血壓、腰圍、臀圍、活動量、飲

食偏好以及疾病相關(腎功能、高血壓、高血脂)，

透過 JENA規則來判定食物知識本體論與個人

知識本體論的資訊，由此得出此項食物是否適

合使用者食用，並且給予能補足使用者營養素

不足的食物。而食物知識本體與個人知識本體

的架構知識背景，是根據營養師知識背景所建

構而成，因此食物本體與個人本體的關聯性能

夠透過本體來達到充分運用。 

 

圖 3 食物知識本體架構 

 

3.3 決策樹 

本研究採用的演算法為 CART演算法，應

用於預測使用者是否有慢性病危險因子存在。

此演算法的運算過程，分為以下三個重要的演

算步驟： 

步驟一：建立樹狀的結構。透過遞迴二元

劃分規則進行資料的切割，將資料分為兩個資

料子集。採用 GINI index來判別節點的異質性，

如公式(6)。 

 

𝑔𝑖𝑛𝑖(𝑇) = 1 − ∑ 𝑃𝑗
2

𝑛

𝑗=1

 

 

公式(6)中，T代表已知的節點，n代表有 n

個類別，則 Pj表示第 T個節點中的第 j個的類

別機率。當計算出某個屬性的 Gini指數後，就

可以得出 Gini Split的資料，如公式(7)。 

 

𝐺𝑖𝑛𝑖𝑠𝑝𝑙𝑖𝑡(𝑇) = ∑
𝑁𝑖

𝑁
𝑔𝑖𝑛𝑖(𝑇𝑖)   

 

因 CART為二元樹，表示 i = 2，將公式(7)

帶入 i = 2，得出的結果如公式(8)。 

 

公式 (6) 

公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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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𝑖𝑛𝑖𝑠𝑝𝑙𝑖𝑡(𝑇) = ∑
𝑁1

𝑁
𝑔𝑖𝑛𝑖(𝑇1)

+ ∑
𝑁2

𝑁
𝑔𝑖𝑛𝑖(𝑇2)  

 

公式(8)中，T劃分為兩個類別，T1及 T2；

N1 及 N2 為各個子集合的大小，而 N 代表總

樣本數。 

步驟二：修剪決策樹可移除不可信賴的分

支。修剪可分為兩種，事前修剪跟事後修剪；

事前修剪以決策樹不再增長的方式來達到修

剪；而事後修剪是以由完全生長的樹剪去分枝。 

步驟三：挑選出最佳的樹狀結構，當可能

的所有樹狀結構都被找尋過後，可使用測試樣

本進行交叉驗證，表示將測試樣本帶入所有可

能的樹狀結構。 

 

3.4 Jena 推論規則 

本研究所建立的 Jena的 rule，根據本研究

的食物知識本體和病患的個人本體資料內容

所設計，而推論規則主要是推論出建議病患所

食用的食物菜名。而 Jena推論的規則呈現[23]，

如[rule1: (?a eg:p ?b) (?b eg:p ?c) -> (?a eg:p ?c)]。 

此規則中，有三個實例分別為 a、b、c，而

a 和 b 有個關係為 eg:p，b 和 c 也有個關係為

eg:p，兩個括弧在一起表示為 and 的關係，而

箭頭所代表為推論。當這兩個括弧內的關係都

成立，表示後面所推論的結果也會成立，因此

得出一個推論結果，實例 a和實例 c有一個 eg:p

的連結關係。 

本研究的推論規則範例，如[rule1: (?x 高

血脂  “有”) (?b rdfs:subClassOf “蔬菜類”)(?c 

rdf:type ?b ) -> (?a 建議 ?c)]。當 c為蔬菜類中

的地瓜葉，這個條件就會成立，並成功把地瓜

葉給推論出來。 

 

4. 結論及未來工作 (Conclusion and 

Future Work) 

面對高齡社會的到來，將面臨高齡者的經

濟安全及健康照護等問題，且高齡者獨自生活

日益普及的情況下，需要健康照護及醫療保障

的資源。而現代人的生活型態，不健康的飲食、

不規律的生活方式、運動量不足，以及工作壓

力大等因素，將可能會導致一些慢性疾病的纏

身。 

慢性病患者，需長期並定期的到醫院回診，

對於偏鄉的患者需花較多的時間在往返醫院

的路途，且耗費不必要的醫療資源，造成醫療

的浪費。輕微的慢性病患者，注意平時生活的

正常與營養師討論並針對平時的飲食做調整，

就能有效的控制慢性病情況，不用時常往返醫

院，降低醫療資源的浪費。 

本研究提出一個基於領域本體及決策樹的

慢性病危險因子預測，盡早的發現身體異狀，

而透過專家知識的飲食紀錄分析，針對個人過

去的飲食提出缺少及攝取過多的營養素，並運

用推論系統，針對使用者的個人資料，給予個

人化的營養素計算，給予符合使用者偏好的飲

食推薦，進而達到均衡且健康的飲食。 

而本研究目前仍處於初步架構，在未來的

工作，還需收集更多相關的數據資料(如食物營

養素、使用者資料等)、增加 Jena推論的規則、

建立本體論食物的關聯性，並將此系統實作出

來，最後再經由實驗來證明本研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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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棒球賽事轉播之字卡系統設計 

 

摘要 
由於目前台灣的網路賽事直播系統尚未

成熟，在轉播過程中，對於字卡的變更和操作，

皆必須以人工的方式進行。因此，本系統主要

著重於字卡的調整與操作，於賽前先編排好欲

使用的字卡，在轉播時可依賽況快速切換字卡

及調整其內容；在字卡的分類上，分為歷史資

訊字卡與目前賽況資訊字卡兩大類，歷史資訊

字卡的內容透過棒球紀錄資料庫獲取；而目前

賽況資訊字卡則是讀入單場比賽的成績記錄

檔，配合棒球紀錄系統，顯示目前比賽的內

容。 

關鍵詞：轉播字卡系統、棒球資料庫、棒球紀

錄系統、藍幕去背、棒球賽事轉播 

 

Abstract 
Due to the Internet broadcast system is 

not yet mature, there must be operated by 

human for changing word card in the 

broadcast process. Therefore, this system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adjustment and 

operation of word cards, setting up the word 

cards that we need to use before the game, so 

that we can quickly switch the word cards 

and adjust its contents according to the game 

in broadcast live. There can be divided into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current 

informat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word 

cards, the content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cards was obtained through the baseball 

records database, and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word card is read into a single game of the 

Access file and shows the current game 

content with baseball record system. 

Keywords: Broadcast Card System, Record 

System of Baseball, Baseball Database, Blue 

Screen Key, Live Broadcast of baseball 

1. 前言 

近年來傳播媒體日益發達，且網路發展快

速，加上電視及電腦設備的普及下，各種運動

賽事能藉由轉播的方式立即傳達給民眾，轉播 

的形式除了傳統的廣播、報章雜誌及電視外，

民眾亦能透過網路，觀看賽事實況直播。 

目前台灣的網路賽事直播系統中，字卡的

變更和操作，皆須以人工的方式進行，由於比

賽的節奏相當緊湊，如果字卡的調整和資訊的

導入能更有系統，且更快速的進行，將使得在

賽事轉播時，轉播單位能更俐落地操作字卡，

且有效率地提供更完整的比賽資訊。 

本論文之目標，為設計一個用於棒球賽事

轉播之資料庫與字卡系統。首先利用資料庫的

方式儲存比賽資訊，將比賽資訊（含盃賽、場

次、球隊、球員及投打數據）建立成關聯式資

料庫，讓比賽資訊於轉播時能隨時調取，例如：

投手於盃賽中歷場數據、打者歷年打擊數據等 

。系統中所使用的比賽資訊來源為棒球紀錄資

料庫與單場比賽記錄檔，單場比賽紀錄檔是由

棒球紀錄系統所產生；而棒球資料庫，則是由

已記錄的完整單場比賽紀錄檔彙集而成。 

2. 設計理念與系統架構 

本系統主要著重於字卡的調整與操作，包

含字卡樣式、位置及大小的調整和字卡資訊的

更新（手動與自動模式）等，以協助轉播單位

在直播賽事時，能俐落地操作字卡內容。於賽

前使用字卡編輯系統，將欲使用的字卡作編排

設定，直播時可依賽況快速切換字卡與調整其

內容；在字卡的分類上，可分為歷史資訊字卡

與目前賽況資訊字卡兩大類，歷史資訊字卡的

內容透過棒球紀錄資料庫獲取，例如：打者歷

年打擊數據等；目前賽況資訊字卡則是讀入單

場比賽記錄檔，亦可配合棒球紀錄系統，顯示

目前比賽的內容，例如：棒次、局數、好壞球

數、壘包狀況、測速槍測得球速和比分等，達

到記錄與轉播同時進行的效果。 

2.1 整體系統設計架構 

棒球賽事轉播字卡系統的設計，是搭配張

厥煒等人[1][2]開發的「棒球紀錄資料庫」與「棒

球競賽紀錄系統」整合使用，用以提升賽事轉

播的豐富度與便利性。為能讓本系統獨立運作，

故在「棒球紀錄系統」與「棒球競賽紀錄系統」

張厥煒 沈萬嘉哲 黃致豪 沈紹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cwchang@ntut.edu.tw georgio_sky2000@hotmail.com jhhuang@ntupes.edu.tw qeric21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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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搭配上採取功能式運作而非必要的綁定，此

設計讓本系統在無其他系統的前提下，仍能完

整轉播棒球賽事。 

由圖 1 可看出本系統對於「棒球紀錄資料

庫」與「棒球競賽紀錄系統」的架構關係。「棒

球紀錄資料庫」主要負責記錄資料的管理，提

供人員基本資料、各賽程場次、歷史記錄及單

場比賽記錄檔的管理等功能；「棒球競賽紀錄

系統」原包含五個子系統，分別為「球賽資料

管理系統」、「棒球紀錄與查詢系統」、「簡易紀

錄系統」、「競賽播放系統」與「棒球統計分析

系統」。 

 
圖 1 整體系統架構圖 

2.2 系統運作流程 

系統運作流程如圖 2所示，比賽開始前，

先執行「棒球賽事轉播字卡系統」，設定與調

整字卡的位置、大小、樣式內容及導播機與去

背之背景色值，接著考慮使用情境為何： 

首先，若於比賽當下並無任何前置準備作

業，則為 Case 1，此情境為全手動進行轉播，

在攻守編排系統中，將兩隊球員逐個輸入球員

背號、姓名及守位，待比賽開始時，將字卡畫

面播映至導播機上，隨著比賽的進行藉由手動

模式操作賽況字卡。 

接著，為 Case 2使用情境，此情境為賽前

使用「球賽資料管理系統」建立該賽的基本資

料、各隊資料及人員資料（即單場比賽記錄檔），

此時若欲使用「棒球紀錄與查詢系統」進行各

隊打序與守位的設定，設定完成後即可關閉，

在本轉播字卡系統中將單場比賽記錄檔匯入，

匯入後於攻守編排系統中，使用一鍵設定把設

定好的球員打序、守位及背號快速自動輸入，

以上流程完成後即可進行播映，並依賽況以手

動模式操作賽況字卡。 

Case 3之使用情境，此情境須配合「棒球

競賽紀錄系統」（含「球賽資料管理系統」與

「棒球紀錄與查詢系統」）一併使用，先於賽

前使用「球賽資料管理系統」建立該賽之單場

 
圖 2 系統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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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記錄檔，接著開啟「棒球紀錄與查詢系統」

將各隊打序及守位設定完成，於本轉播字卡系

統中匯入單場比賽記錄檔，此時即可在攻守編

排系統中使用一鍵設定，快速輸入球員打序、

守位及背號，完成前述步驟後即可進行播映，

於播映後開啟自動模式，當該模式開啟後，操

作者可切回「棒球紀錄與查詢系統」下進行該

場比賽的紀錄，使用自動模式自動讀取賽況，

字卡會依紀錄系統作自動更新，以達紀錄與轉

播同時進行的效果。 

在轉播進行的同時，隨著比賽的需求，本

系統提供「歷史資訊字卡」、「球速字卡」及「跑

馬燈字卡」等。若需使用「歷史資訊字卡」，

則先於歷史資料庫連結處，設置其相關設定並

連結（如伺服器設定、帳號密碼設定與資料庫

設定等），接著，於歷史資訊系統中，選擇球

隊及球員並在數據欄位中，選擇欲查詢的參數

（如打擊率、長打率、上壘率、勝敗數、三振

數等），設定完成後本系統會由「棒球紀錄資

料庫」（須先建立資料庫）中對該球員作資料

的查詢，並將查詢後資料填入對應之字卡中。 

比賽中，欲使用「球速字卡」顯示投手所

投之該球球速，則必須搭配測速槍，於本系統

選擇「測速槍連結設定」，輸入其測速槍之連

結埠（COM port）後開啟連結，連結成功後，

由於該字卡的顯示是自動讀取測速槍所測定

之值，故切回本系統使用「球速字卡」作顯示

即可；如需於轉播比賽中提供一些相關訊息，

可使用「跑馬燈字卡」於轉播畫面中作訊息的

傳遞。在跑馬燈系統中，可編輯其文字內容、

大小、顏色及跑動速度，編輯完成後開啟功能

即可。  

3. 字卡種類與結構 

3.1 字卡種類 

本系統所使用的字卡種類如下（以 2014

第 32屆世界少棒錦標賽為例）： 

 

(1) 「轉播單位 LOGO字卡」： 

於比賽轉播時，會於畫面側邊合成轉播單

位之 LOGO，告知觀眾目前所收看之轉播

為哪個單位所提供。 

(2) 「目前賽事名稱字卡」： 

於比賽轉播時，畫面側邊除合成上述之轉 

播單位 LOGO外，亦須提供目前轉播賽事

之名稱。 

(3) 「目前賽況字卡」： 

棒球比賽中，目前局數、好壞球數、雙方

比分、壘上狀況及出局數等重要資訊，皆

由此字卡來作呈現。 

(4) 「球速字卡」： 

當投手投出球後，沒有打擊的狀況下，本

系統可透過開啟測速槍功能，讓此字卡依

測得球速作更新並呈現。 

(5) 「局後 RHE資訊字卡」： 

當攻守交替時，「局後 RHE資訊字卡」提

供觀眾了解該局雙方隊伍的得分、安打及

失誤次數。 

(6) 「下三名打者資訊字卡」： 

此字卡提供下局攻方球隊的三名打者資訊。

除姓名外，還提供該打者的打席與打數，

讓觀眾了解打者的到目前為止之打擊狀態，

此字卡與「局後 RHE資訊字卡」一樣，於

攻守交替時作呈現。 

(7) 「局數得分總覽字卡」： 

此字卡提供觀眾了解每個局數的比分狀

況。 

(8) 「主播與球評字卡」： 

比賽轉播中，畫面帶到主播或是球評時，

提供此字卡以作介紹。  

 

上述八種字卡皆由賽況字卡按鈕區作操作。

接著，將介紹由球隊及球員資訊顯示按鈕區所

控制的字卡種類，如下： 

 

(9) 「主客隊打序表字卡」： 

在本系統之攻守編排系統中設定完成後，

即可使用此字卡，於比賽轉播時提供觀眾

了解目前攻方之球員打序(圖 3)。 

   
圖 3 主客隊打序表字卡與顯示鈕 

 

(10) 「主客隊守備位置示意字卡」： 

此字卡與上述打序表字卡相同，需先於攻

守編排系統中設定完成方可使用，在賽事

轉播時提供觀眾了解目前防守方之球員守

位(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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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主客隊守備位置示意字卡 

 

(11) 「投手及打者歷史資訊字卡」： 

在連結歷史資料庫後，可使用「歷史資訊

字卡」與「歷史資訊系統」，提供觀眾更豐

富的球員資訊，圖 5為已設定四組數據的

投手歷史資訊字卡以及打者歷史資訊字

卡。 

 

 

圖 5 投手歷史資訊字卡（上）、打者歷史資訊

字卡（下） 

 

3.2 字卡結構 

本系統之系統字卡結構如圖 6，本系統開發

平台為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在字卡呈現

的設計上，以圖片控制項（PictureBox）為字

卡基礎，字卡內容則使用標籤控制項（Label）

顯示相關的資訊內容，接著合成至容器控制項

（Panel）中，最後，將合成完成之畫面複製至

播映畫面中作呈現。 

 
圖 6 系統字卡結構圖 

 

 

 

 

    在字卡的屬性上，如圖 7所示，本論文設

計了「字卡資料集」作字卡的編輯及存取；「字

卡資料集」中，定義了「預設屬性」與「編輯

屬性」，前者在系統執行時，便將字卡初始之

屬性作紀錄，包含名稱（DefaultName）、位置

（DefaultLocation）、大小（DefaultSize）、字型

（DefaultFont）及圖片設定（DefaultImage），

以上屬性可供「字卡編輯系統」作恢復系統預

設的功能，故在編輯系統中設計為唯讀；而後

者則設計為可編輯狀態，即透過編輯「字卡編

輯系統」中字卡的編輯屬性，變更字卡於畫面

上的呈現，包含位置（CardLocation）、大小

（CardSize）、字型（CardFont）及圖片設定

（CardImage）。 

本系統可儲存和讀取編輯完成的字卡，以

二進位序列化（反序列化）的方式作存取，儲

存之內容如上述的「預設屬性」與「編輯屬性」，

將字卡儲存為「字卡資料集（CardDataSet）」。 

 

 
圖 7 字卡結構關係架構圖 

 

3.3 字卡歷史資訊查詢 

本論文在「歷史資訊系統」中，主要牽涉

到「棒球紀錄資料庫」中之資料表，包含盃賽

表（Cup）、場次表（Game）、球員表（Player）

及單場比賽人員記錄表（SingleGameRecord）。

系統以 SQL語法作球隊及球員的顯示外，更設

計對應的語法查詢使用者所選的數據。 

4. 棒球賽事轉播字卡系統 

本系統開發環境之作業系統為Windows 7，

而開發平台為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使

用C#語言實作，棒球紀錄資料庫採用Microsoft 

Access 2010。在子系統方面分別為「攻守編排

系統」、「字卡編輯系統」及「跑馬燈系統」。 

4.1 系統介面及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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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開啟之主畫面如圖 8，以視窗的方式

呈現。本系統主畫面可區分為「配置預覽與廣

播畫面」、「球隊及球員資訊顯示按鈕區」、「賽

況字卡按鈕區」、「賽況資訊編輯區」與「綜合

資訊編輯區」。 

 

(1) 「播映鈕」： 

本系統所定義之播映，為若使用雙螢幕或

接上導播機時，會將廣播畫面全螢幕合成

至第二畫面或導播機上。點擊此鈕後，系

統將先檢查是否正在播映，若處於播映狀

態則關閉目前播映視窗，否則開啟播映狀

態。 

(2) 「同步畫面功能鈕」： 

本系統為避免操作字卡發生錯誤時，畫面

直接播映至導播機的狀況，故設計此 Sync

鈕，以手動的方式將配置預覽畫面同步至

廣播畫面（與播映畫面）；待操作熟悉後，

可透過勾選 Sync鈕下方之Auto Sync功能，

自動同步配置預覽畫面至廣播畫面（與播

映畫面），達到轉播時的即時性。 

(3) 「導播機背景色挑選鈕」： 

此鈕的設計，供使用者快速地設定導播機

欲透明化之 Key值的背景色，在設定完背

景色後，預覽畫面、廣播畫面、播映畫面

以及此鈕將顯示已挑選之顏色作為呈現回

饋。 

(4) 「賽況操作模式鈕」： 

在賽況字卡的操作上，本系統設計了手動

操作模式與自動更新模式，預設為手動操 

作模式，即在未使用「棒球競賽紀錄系統」的

情況下，仍能轉播比賽，提供賽況資訊；若開

啟自動更新模式，則須搭配「棒球競賽紀錄系

統」使用，在記錄的同時，本系統將會對賽況

資訊作自動地讀取更新。 

4.2 目錄選擇欄 

此目錄選擇欄有三個選項：「檔案」、「設定」

與「關於」。「檔案」選單中包含「字卡資料集」

的讀入、儲存、重新啟動及結束等功能。「設

定」選單（圖 9）中有「歷史資料庫連結」、「單

場比賽記錄檔連結」、「攻守編排系統」及「測

速槍連結設定」等功能。在連結歷史資料庫前，

需先作好連線的相關設定，如伺服器設定、資

料庫名稱、帳號設定及密碼設定，待設定完成

後即可開始連結，並使用歷史資訊系統查詢選

手數據。 

 
圖 9 設定選項中之功能 

 

如上圖，在點擊單場比賽記錄檔連結後，

會提供使用者選擇匯入的視窗，可匯入的檔案

類型為「棒球競賽紀錄系統」所產生之檔案

（Access 檔）。而圖中的攻守編排系統，提供

 
圖 8 棒球賽事轉播字卡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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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手動或自動輸入各隊球員之姓名、背號、

打序及守位。點擊測速槍連結設定時，會出現

設定視窗，在視窗中填入測速槍連結電腦後的

連接埠（Port），填入後點選連結測速槍，待畫

面顯示連結成功即可。「關於」功能提供本系

統之相關名稱、開發單位資訊與聯繫方式。 

4.3 攻守編排系統 

在攻守編排系統中，以主客隊作分頁，分

別設定其背號、姓名、打序與守位，每個分頁

中設計為「編輯區」與「守位示意區」（圖 10）。

於編輯區中，依打序輸入球員背號、姓名及守

位，輸入完成後即可於守位示意區中，查看對

應守位的球員，若輸入姓名或守位重複時，本

系統會給予警告提醒使用者。 

 

 
圖 10 攻守編排系統之「編輯區」（右）與「守

位示意區」（左） 

 

此子系統有一項「一鍵設定」功能鈕，其

目的在於讓使用者匯入已建立隊伍資料的「單

場比賽記錄檔」後，能將各隊打序及守位快速

地輸入欄位中，而該功能在尚未匯入「單場比

賽記錄檔」時將無法使用。 

輸入資料完成後，於守位示意區中查看並

確認，將滑鼠移至示意區中之守位方塊上，即

顯示該名球員的基本資料，包含背號、姓名、

守位、打擊方式與投球慣用手等(圖 11)。資料

輸入且確認無誤後，使用儲存功能，分別將主

客隊打序守位資料作保存，供字卡顯示使用。 

 
圖 11 守位示意區之基本資料顯示 

4.4 賽況資訊編輯 

「賽況資訊編輯區」為針對目前比賽，將

呈現的資訊作快速地編輯，對於不同字卡的資

訊編輯，設定不同的分頁，如「目前賽況」字

卡、局後「RHE 資訊」字卡、「局數得分」總

覽字卡以及「主播與球評」字卡等。 

於「目前賽況」編輯分頁(圖 12)中，可操

作的資訊包含目前局數、上下半局的選擇、雙

方隊伍名稱、得分、壘上狀況、好壞球數、出

局數以及目前打擊之棒次。其中目前打擊棒次

將影響「下三名打者資訊字卡」的內容。 

 

 
圖 12 目前賽況編輯分頁對應目前賽況字卡 

 

於「RHE資訊」編輯分頁中，可操作的資

訊包含主客隊的安打數（H）與失誤次數（E），

而得分數（R）則直接參照「目前賽況」編輯

分頁中之得分欄位，此分頁不提供修改。 

於「每局得分表」編輯分頁中，可操作的

部分為局數與該局得分數，此分頁中的局數以

目前賽況編輯分頁中之局數為基準，如目前局

數為第三局，則此分頁只能供查看及編輯前三

局之得分，以避免不必要的操作失誤。 

4.5 綜合資訊編輯區 

 轉播時除提供觀眾該場比賽賽況外，為能

傳遞更多相關資訊，本系統設計了「跑馬燈子
系統」，讓使用者能透過文字，得知更豐富的

訊息。於此子系統中，可更改其文字內容、移

動速度、字體大小與字體顏色。於「跑馬燈系
統」分頁中，點擊「ON」來開啟跑馬燈功能，

開啟後會於配置預覽畫面上方出現跑馬燈資

訊，此時可使用「同步畫面功能鈕」（即 Sync

或 Auto Sync），將跑馬燈資訊同步至廣播畫面

與播映畫面；「ON」鈕在開啟跑馬燈功能後，

會變更為「OFF」，表示再次點擊此鈕即可關閉

該功能。 

 為讓字卡的呈現更符合需求，本系統亦設

計了「字卡編輯子系統」供使用者調整字卡位

置、大小及樣式，其樣式的調整是以圖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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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匯入來作更改。在字卡編輯系統中，將呈現

使用者所點選字卡之屬性。字卡屬性分為「預

設屬性」與「編輯屬性」，「預設屬性」為不可

更改的初始位置、大小、樣式及字卡名稱(圖

13)；而「編輯屬性」則為可編輯的位置、大小

及樣式（或字型調整）(圖 14)。點選「轉播單

位 LOGO字卡」時，字卡編輯系統分頁所呈現

之屬性欄位。 

 

 
圖 13 字卡編輯系統中之預設屬性 

 

 
圖 14 字卡編輯系統中之編輯屬性 

 

 由上述可知，於此子系統中開啟編輯模式

後，即可於配置預覽畫面中編輯欲調整的字卡，

透過拖曳字卡調整該字卡之位置，或直接更改

屬性欄中的值，若想恢復該字卡之預設狀態，

則使用「恢復預設」功能使其恢復為系統預設

位置、大小與樣式。待字卡編輯完成後，使用

「更新至廣播」功能，將配置預覽畫面中編輯

完成的字卡，更新至廣播畫面中。 

4.6 歷史資訊系統 

轉播進行時，為讓觀眾更深度地了解目前

上場球員的資訊，本系統提供了「歷史資訊字

卡」顯示該球員的歷史數據。在使用歷史資訊

系統的前提，必須先建立歷史資料庫。圖 15

為已建立資料庫的狀況下，此子系統的使用流

程。 

圖 15中棒球紀錄資料庫，即歷史資訊的來

源，在連結此棒球紀錄資料庫前，需先作連線

的相關設定。此子系統分為「投手設定區」與

「打者設定區」(圖 16)，連結成功後，依需求

選擇球隊，再從球員選單中選出該名投手(圖

17)。 

 

 
圖 15 歷史資訊系統流程圖 

 

 
圖 16 歷史資訊系統「投手設定區」與「打者

設定區」 

 

 
圖 17 於投手設定區中選擇球隊 

 

在選擇完球隊及球員後，即可點擊「數據

選擇鈕」，作數據的選擇及該資料的查詢，點

擊數據選擇鈕後，會彈出數據屬性選擇視窗，

而該選擇視窗之數據內容，將依點擊數據選擇

為投手或打者作呈現 (圖 18) ，使用投手數據

選擇鈕時，選擇視窗中打者數據的部分無法作

選擇，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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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查詢數據屬性選擇視窗（使用投手數據

選擇鈕） 

 

於選擇視窗中點選欲查詢之數據後，「數據

選擇鈕」上將顯示所選之數據。此時，「歷史

資訊系統」則依選擇的屬性作查詢，而本子系

統係透過 SQL語法向「棒球紀錄資料庫」（歷

史資料庫）作查詢與統計，查詢後的數據資料

將自動填到「歷史資訊字卡」上。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論文結合既有的棒球競賽紀錄系統與棒

球紀錄資料庫，以視窗圖形介面實作，設計出

一套棒球賽事轉播字卡系統，使轉播單位可同

時記錄與轉播賽事，並透過棒球紀錄資料庫提

供更豐富的球員資訊。 

棒球賽事轉播字卡系統可使用手動或自動

模式轉播比賽，搭配棒球競賽紀錄系統以自動

模式轉播，讓紀錄與轉播可同時進行，當比賽

結束後，即可將單場比賽紀錄匯入資料庫中，

建立棒球紀錄資料庫。若在無法搭配棒球競賽

紀錄系統的情況下，仍可獨立使用本系統進行

轉播，依狀況切換手動或自動模式，一方面提

升轉播效率，一方面也提高了轉播時的容錯性。

當棒球紀錄資料庫累計資料時，可利用本系統

的歷史資訊系統查詢球員的數據資料，讓觀眾

更了解選手的能力與特性，豐富球賽轉播的資

訊內容。 

提供轉播字卡操作的便利性與種類的多樣

性，除了讓轉播比賽時能便於轉播單位使用，

更能讓轉播單位提供觀眾豐富的比賽資訊。本

系統以實際應用於賽事轉播上為目的，希望對

於棒球資訊的傳播與棒球轉播素質有正面性

的幫助。 

本系統主要以提供賽事轉播字卡操作上的

便利性與資訊的豐富度為開發重點，往後也將

改善字卡類型與介面的動態性，除系統介面與

字卡增刪的部分外，也考慮結合紀錄系統，加

入 Pitch Zone系統，於轉播畫面中呈現進球點

與球數編號。同時也可思考在比賽中呈現動畫

類型的字卡，提供適時的廣告，一方面讓轉播

過程更為生動，另一方面提升其商業價值性，

讓使用者使用本系統轉播賽事時，發揮更大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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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近距離手部遊戲平台之設計 

 

 

摘要 
近年來體感裝置推陳出新，廣泛的使用於

遊戲領域，為了使玩家更融入遊戲情境，遊戲

開發者設計出適合遊戲內容之動作，並提供手

勢讓使用者操作選單介面，取代舊式搖桿控制

器，以自然直覺的方式與系統溝通。 

本論文著重近距離之手部動作，設計並實

作一手勢動作偵測系統，透過 Leap Motion 提

供的手部特徵資訊，追蹤手在空間中的位置、

角度、方向、指尖位置等，利用這些資訊進行

手勢動作偵測。使用系統提供的操控手勢於介

面操作，再加上錄製的連續動作樣本，開發者

可以快速完成一體感遊戲。 

關鍵詞：人機介面、手勢辨識、Leap Motion 

 

Abstract 
Recently, motion sensing input devices 

commonly used in games. In order to make 

players enjoy the game, the developers 

designed many funny motion and convenient 

gesture. These devices in place of old and 

make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friendlier. 

This paper focus on close range hand 

motion, designed and implement a hand 

gesture detection system. Using Leap Motion 

to obtain hand features to recognize hand 

gesture. The hand features include position, 

angle, direction, position of fingertip, etc. 

Developer can use this system to build a 

motion sensing game fast. This paper will 

show a game to demonstr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system. 

Keyword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and Gesture Recognition, Leap Motion 

1. 前言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

陸續問世，不論是居家生活中的家用電器、個

人電腦或是隨身行動裝置，這些設備都讓人類

生活便利許多，而一個好的系統除了具備強大

的功能之外，良好的人機互動(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模式更是必須的。 

在電玩遊戲中，操控介面也不斷的改變，

從一開始的按鍵手把、搖桿到任天堂 Wii 

Remote紅外線感測遙控器，直至近年Microsoft 

Xbox具備色彩與深度的體感攝影機 Kinect，顛

覆了遊戲的玩法，直接以身體與聲音來進行遊

戲，搭配擬真的動畫技術，使玩家更融入遊戲

情境中，大大提升遊戲樂趣。 

一個完整的遊戲，包含了友善的使用者介

面以及豐富有趣的內容，本論文以達到以上兩

點為目標，運用 Leap Motion，藉其快速追蹤手

掌能力，進行手掌動作識別，以 Leap Motion提

供的手掌坐標、手指座標、角度等資訊，設計

出合適的手勢庫以及動作比對系統。手勢庫提

供自然的手勢操控帶給玩家直覺的操作體驗，

用預先定義的規則判定是否達到某手勢手形，

再以手部骨架節點關係計算相關手勢資訊；動

作比對系統可在適合情境，要求玩家完成指定

的連續動作以執行遊戲動作，增添遊戲趣味。 

本論文嘗試開發一款適合手部動作的體感

遊戲平台，主要構想為提供遊戲開發者能夠專

心於遊戲內容的設計，不需另外研究體感領域

的技術、方法，挑選合適的遊戲引擎即可快速

完成遊戲開發。 

2. 相關研究 

手勢辨識系統是以使用者的手部動作做為

輸入訊號的人機互動系統，近年來眾多學者針

對各種的設備、情境提出不同的方法來解決手

勢辨識上的問題。當今手勢辨識的方法主要有

Glove Based與 Vision Based兩種，Glove Based

是使用裝有接觸式感應器的數據手套 (Data 

Glove)，穿戴於手上獲取手勢資訊，因設備價

格昂貴且又必須穿戴手套，一般使用者較無機

會使用。Vision Based 主要是使用各種攝影器

材，將拍攝到的畫面送進電腦處理，經由電腦

視覺演算法分析並辨識畫面中的手勢，手勢辨

識可分為追蹤、靜態手勢辨識、動態手勢辨識

三部分。 

手部追蹤部分在深度攝影機問世後，立即

被許多手勢辨識領域的研究者採用，其最大優

點為可以利用不同的深度分割目標物體與背

張厥煒 黃笠維 葉雲豪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cwchang@ntut.edu.tw aiueo.huang@gmail.com abckingbd@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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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如此便可以迅速的找出手部區塊位置，使

研究更專注於手勢的辨識與設計。Lee[1]等人

利用深度值定義攝影機前 50公分至 80公分為

手部動作區域，假設範圍內無其他物件，快速

地取得手部區塊影像並計算其位置。 

靜態手勢(Static Gesture)是指單一個影格

(Frame)中手部的姿勢，在影像式的辨識當中，

主要是透過影像的特徵進行手勢的描述，抽取

出畫面中的影像特徵，經由事前訓練建立的分

類器進行分類，便可以達到辨識的效果。

Khurana[2]等人利用擷取到的手部外型輪廓，

以其區塊周長、座標等資訊經定義的公式抽取

出幾何特徵 (Geometric Feature)，如圓度

(Roundness)、不規則度 (Irregularity)和凸度

(Convexity)等，以這些特徵與樣本進行比對。

Tan[3]等人利用凸包(Convex Hull)演算法取出

整個手部區塊，再由手掌心連接至每個指尖的

點以取出手指的軸心進行辨識。Liang[4]等人

將擷取到的手部影像分割出手掌與手指區塊，

以手指的數量形狀進行靜態手勢辨識。

Simion[5]等人利用手部輪廓切割出手指，計算

手指的軸心以此做為辨識的依據。 

動態手勢指的是手在空間中的運動狀態，

連續取樣空間中的手部資訊，可視為由多個靜

態手勢或座標等資訊組成，用在動態手勢辨識

的演算法常見的有隱藏馬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動態時間校正(Dynamic Time 

Warping)，也有研究使用有限狀態機(Finite-

State Machine)將連續的各時間點手部資訊定

義為狀態應用於動態手勢辨識上。 

3. 系統架構與流程 

本論文以開發出適合近距離體感遊戲使用

的平台為出發點，設計了操控用的手勢以及增

添體感遊戲樂趣的動作比對系統。本章節將針

對系統進行整體概述。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是一介於體感器與應用程式中間的

Middle ware。如圖 3.1所示，系統架構由下往

上可分為手部體感器所提供的資料串流輸入

並轉換為連續的手部資訊；操控手勢偵測器負

責偵測當前畫面有無定義的操控手勢出現，並

輸出其手勢相關資訊；手部動作資料庫存放預

先錄製的動作，供手部動作比對元件辨識用；

應用程式、遊戲則可透過本系統取得手勢資訊，

進而操控運行。 

操控手勢辨識

手部動作比對

手部動作資料庫

應用程式、遊戲

手部體感器

手部資訊

 
圖 3.1系統架構圖 

3.2 操控手勢偵測器 

操控手勢主要用於連續操作元件、物體用

途，當偵測器偵測到符合定義的手勢時會不斷

輸出手勢資訊直到手勢結束。以移動物體為例

來說，需要先抓住該物體再進行拖移最後放開，

偵測器可以發出訊息告知註冊者目前有抓住

動作、抓住移動中動作和放開動作，使上層應

用程式可以完成移動物體這項流程。 

本系統之手勢偵測器共有四種：抓取手勢

偵測器、雙食指手勢偵測器、點擊手勢偵測器

和指標手勢偵測器，每種手勢偵測器都有相同

的狀態介面，分別為 NULL、START、UPDATE

和 STOP，NULL為並無偵測到該手勢；START

為手勢剛偵測到時；UPDATE為手勢正在持續

中；STOP為偵測到手勢結束。除了 NULL手

勢狀態之外，在手勢處於其餘三種狀態時偵測

器會發出廣播事件通知註冊者。 

圖 3.2為手勢偵測器的狀態圖，初始狀態

為 NULL，隨著偵測到手勢的開始、結束等條

件，會依序進入 START、UPDATE和 STOP狀

態，最後回到 NULL狀態。偵測器在各狀態之

間的轉換條件依不同的手勢條件也有所不同。 

NULL START

UPDATESTOP

Init

Condition

Condition

Condition

Condition

Condition

Condition

圖 3.2手勢狀態圖 

3.3 手部動作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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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操控手勢以預先定義的方式進行偵

測，本系統之手部動作比對可讓開發者自行錄

製手部動作，再於系統執行時進行動作比對，

當比對成功時會輸出手勢資訊供開發者得知

是偵測到哪一個動作，一次的成功動作比對僅

發送一次事件，為非持續性的，適合用於要求

玩家完成指定動作時使用。 

手部動作比對流程如圖 3.4 所示，在錄製

好動作樣本後進行手部骨架節點特徵抽取，再

經由本論文設計的演算法擷取出樣本中的關

鍵畫面完成手部動作資料庫。系統執行時會不

斷輸入新的畫面，與預先錄製動作中的關鍵影

格比對，當成功比對兩關鍵影格後再比對其區

間的動作序列，在完成該動作所有的關鍵影格

比對後即算比對成功。 

錄製動作
樣本

手部骨架節點
特徵抽取

關鍵影格擷取

關鍵影格比對

動作序列比對

否

輸入Frame

關鍵影格比對成功

是

動作序列比對成功

是
否

輸出動作
資訊

是

完成所有關鍵影格

是

否

手部動作資料庫 手部動作比對

手部動作
資料庫

 
圖 3.4手部動作比對流程圖 

4. 操控手勢定義 

4.1 手部骨架概述 

本系統的操控手勢辨識採Rule-Based，以預

先定義的手部狀態判斷手勢，結合了靜態手勢

概念和手部位置移動的變化來提供手勢資訊。

本研究中採用 Leap Motion SDK提供的手部骨

架節點追蹤功能，擷取骨架節點座標等資訊，

其使用方式是將手置於 Leap Motion 體感器上

方即可被偵測到。經實際測試，Leap Motion理

想距離為感應器上方 2.5公分至 60公分之中。 

Leap Motion SDK 為每支手指頭提供了骨

架節點座標資訊，對應至 3D 空間中之模型即

為圖 4.1所示。我們將一節骨朝指尖方向之頂

點定義為該骨節點，分別有遠節指骨節點

(Distal Joint)、中節指骨節點(Intermediate Joint)、

近節指骨節點 (Proximal Joint)和掌骨節點

(Metacarpal Joint)，而掌骨靠手腕方向之節點定

義為腕節點(Wrist Joint)，另外拇指沒有掌骨因

此沒有掌骨節點。掌握手指骨架節點資訊即可

進行接續的手勢辨識步驟。 

 
圖 4.1手指骨架節點 

4.2 手指狀態定義 

本論文中定義的手勢，會以手指的彎曲程

度定義該手指為伸直或捲縮狀態，再以指定的

手指是否為伸直或捲縮狀態作為是否為某手

勢的辨識依據。透過 Leap Motion SDK提供的

手指骨架節點座標，我們可以推算出六個向量，

如表 4.1，取得手指各節點間的向量後，利用

向量夾角公式，即可算出手指各節骨間的彎曲

角度，將各節骨間的夾角相加，以總彎曲角度

判斷該手指是否為捲縮狀態或伸直狀態。  

表 4.1手指節點向量表 

向量 說明 

𝑀𝑊⃗⃗⃗⃗⃗⃗⃗⃗  掌骨節點至腕骨節點的向量 

𝑀𝑃⃗⃗⃗⃗⃗⃗   掌骨節點至近節指骨節點的向量 

𝑃𝑀⃗⃗⃗⃗⃗⃗   近節指骨節點至掌骨節點的向量 

𝑃𝐼⃗⃗⃗⃗  近節指骨節點至中節指骨節點的
向量 

𝐼𝑃⃗⃗⃗⃗  中節指骨節點至近節指骨節點的
向量 

𝐼𝐷⃗⃗⃗⃗  中節指骨節點至遠節指骨節點的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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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手勢定義 

Leap Motion SDK提供了手指標籤功能，可

以得知當前手指為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

和小拇指中的其中一指，配合前一子章節所介

紹的手指狀態定義，我們可以取得當前各手指

狀態，再利用不同的各手指狀態定義出抓取手

勢、縮放旋轉手勢和點擊手勢。 

本系統為所有的手勢偵測器定義一共同介

面，所有的手勢偵測器都具備四種狀態：NULL、

START、UPDATE、STOP，如下表 4.2，當偵

測到手勢變化時會輸出不同的狀態。本系統以

狀態機的方式來實現手勢偵測，各手勢會有不

同的輸入資訊以切換手勢狀態。 

表 4.2手勢偵測器狀態表 

手勢狀態名稱 說明 

NULL 目前無偵測到手勢。 
START 偵測到手勢開始。 

UPDATE 
手勢正在動作，持續更新數
值。 

STOP 偵測到手勢結束。 

4.4 抓取手勢 

抓取手勢的完整動作是一個手掌由張開到

閉合、移動再張開，其動作順序須完全符合

才會判定為抓取手勢。抓取手勢提供了手掌

當前座標、各軸變異量和移動距離資訊(如表 

4.3)，可用於抓取、拖拉物件。 

表 0.1抓取手勢輸出資訊表 

資訊名稱 說明 
GestureState 手勢當前狀態 

Position 手掌當前座標位置。 

DeltaPos 
手掌位置 X、Y、Z軸數值於
當前和 START狀態時的差。 

Distance 
手掌當前位置相對於 START
狀態時位置的距離。 

針對此手勢，定義了開掌 (Open)、閉掌

(Close)和無效(Invalid)三個手部狀態，如下表 

4.4，藉由這三個手部狀態的轉換作為狀態機的

輸入信號以改變手勢狀態。其手部狀態辨識流

程如圖 4.2。 

表 4.4抓取手勢手部狀態表 

手部狀態名稱 說明 

Open 
手掌打開，任一支手指為非
彎曲狀態即算。 

Close 
手掌閉合，所有手指皆為彎
曲狀態。 

Invalid 
無效，畫面中沒有手掌存在
或存在一隻以上的手掌。 

手部狀態為
Close

只有一隻手掌

是

所有手指
皆為彎曲狀態

是

手部狀態為
Open

手部狀態為
INVALID

否

否

取得 

Frame

 
圖 4.2抓取手勢手部狀態辨識流程圖 

 

經由上述步驟，我們可以得知當前畫面中

手掌的狀態，將手掌狀態的轉換輸入進狀態機

即可以改變手勢狀態。如圖 4.3所示，狀態機

的初始狀態為 NULL，只有在手掌狀態由 Open

轉換為Close時，手勢狀態才會改變為START，

開始進行抓取的動作；在手勢狀態進入 START

後，若手掌繼續維持 Close 狀態手勢狀態會維

持在 UPDATE狀態，反之手掌若為其他狀態則

手勢狀態會立刻變為 STOP狀態；在 UPDATE

狀態時，若手掌繼續維持 Close 狀態，手勢狀

態會繼續停留在 UPDATE 狀態，若手掌變為

Invalid 或 Open 狀態則會進入 STOP 狀態；在

進入 STOP狀態後會立刻變回 NULL狀態。 

NULL

START

UPDATE

STOP

Invalid → Invalid 

Invalid → Open

Invalid → Close 

Open→ Open

Open→ Invalid 

Close → Invalid 

Close → Open

Close → Close 
Open→ Close 

Close → Close 

Close → Close 

CLOSE → Invalid 

CLOSE → Open

Close → Invalid 

Close → Open

圖 4.3抓取手勢狀態圖 

4.5 雙食指手勢 

參考現今觸控螢幕操作模式，設計此雙食

指手勢，以兩食指指尖為座標參考點，計算兩

點之間的變化。如表 4.5其輸出資訊有左右手

食指尖位置、方向、兩指尖距離等資訊，適合

用於對物件的縮放、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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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雙食指手勢輸出數據表 

資訊名稱 說明 
GestureState 手勢當前狀態。 

LeftFinger 
左手食指資訊，包含座
標、方向。 

RightFinger 
右手食指資訊，包含座
標、方向。 

DeltaDistanceXYZ 
兩指尖各軸距離於當前
和 START狀態時的差。 

DeltaDistance 
兩指尖距離於當前和
START狀態時的差。 

如下表 4.6，對於此手勢，定義了三個手部

狀態，根據手部當前狀態的轉換改變手勢狀態，

其手部狀態判斷流程如圖 4.10。 

表 4.6雙食指手勢手部狀態表 

手部狀態名稱 說明 

Stretch 
畫面中有兩隻手掌存在且
只有兩手食指為伸直狀態。 

Ready 
畫面中有兩隻手掌存在且
非只有兩手食指伸直狀態。 

Invalid 
無效，畫面中沒有手掌存在
或存在一隻或兩隻以上的
手掌。 

 

手部狀態為
Stretch

存在兩隻手掌

是

只有雙手食指
為伸直狀態

是

手部狀態為
Ready

手部狀態為
Invalid

否

否

取得
Frame

圖 4.4雙食指手勢手部狀態辨識流程 

4.6 點擊手勢 

點擊手勢動作流程如一般滑鼠點擊使用一

樣，該手勢動作為伸出食指在空中往下點一下。

在 Leap Motion SDK中也提供了點擊手勢，其

回傳的點擊位置是在手指向下和向上的交界

處，一般滑鼠使用方式為將指標移至欲點選位

置，再進行點擊動作，若以此方式用於 Leap 

Motion SDK的點擊手勢，將會有座標上的誤差，

因此本論文另行設計點擊手勢，回傳之點擊位

置為點擊觸發前手指瞄準處。 

4.7 指標手勢 

指標手勢如同電腦滑鼠一般，用來操作游

標使用，其動作方式只要伸出食指即可，輸出

資訊為食指當前座標、方向，可搭配點擊手勢

同時使用模擬完整滑鼠功能。 

5. 手部動作比對 

本研究中的手部動作比對是將畫面中的手

部骨架節點進行挑選及處理，每張畫面將可萃

取出一特徵集合，再以此連續的特徵集合進行

比對。後續利用前文所介紹的手部骨架經由特

徵挑選後，將連續的特徵集合序列進行手部動

作比對。 

5.1 特徵挑選與處理 

特徵的挑選在比對過程中對於準確度以及

速度影響相當大，若挑選過多的特徵將進行許

多不必要之比對，造成比對速度下降。 

本研究發現，在人體手指動作中，在近節指

骨與中節指骨固定情況下，遠節指骨幾乎無法

動作，因此只挑選每支手指的近節指骨與中節

指骨作為參考骨架。而考慮到每個人的手指節

骨長短比例可能不盡相同，難以正規化

(Normalize)，因此我們採取以手指節指骨方向

作為比對依據。 

Leap Motion SDK 提供了手掌的方向

(Direction) 以 及 手 掌 掌 面 的 法 向 量

(PalmNorlmal)兩個向量，如圖 5.1由掌心往手

指方向的向量為手掌方向向量，由掌心往手掌

下方的是手掌法向量，兩向量夾角為 90度。 

 
圖 5.1手掌方向向量與手掌法向量[6] 

 

我們將手掌旋轉使手掌方向向量和手掌

法向量對齊世界座標的-Z軸(0, 0, -1)和-Y軸(0, 

-1, 0)即可完成手掌角度的正規化，其完整流程

為：將掌心移至原點(0, 0, 0)座標處，意即將所

有手掌節點座標減去掌心座標，接著計算手掌

方向向量與-Z軸在 Y-Z平面下的夾角𝜃𝑥，並將

手掌方向向量與手掌法向量以 X 軸(1, 0, 0)旋

轉𝜃𝑥度，再計算手掌方向向量與-Z軸在 X-Z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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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的夾角𝜃𝑦，將手掌方向向量與手掌法向量

以 Y(0, 1, 0)軸旋轉𝜃𝑦度，最後計算手掌法向量

與-Y 軸在 X-Y 平面下的夾角𝜃𝑧。完成上述步

驟後，可以取得三旋轉矩陣𝑅𝑥、𝑅𝑦和𝑅𝑧，最後

將手掌所有骨架節點先減去掌心位置再與這

三個旋轉矩陣相乘即可。 

 

𝜃𝑥 = cos−1 (0,𝑃𝑑𝑖𝑟𝑦 ,𝑃𝑑𝑖𝑟𝑧)⃗⃗ ⃗⃗ ⃗⃗ ⃗⃗ ⃗⃗ ⃗⃗ ⃗⃗ ⃗⃗ ⃗⃗ ⃗⃗ ⃗⃗ ⃗⃗ ⃗⃗ ⃗⃗ ⃗⃗ ⃗⃗ ⃗⃗ ⃗⃗  ∙−𝑍 

|(0,𝑃𝑑𝑖𝑟𝑦 ,𝑃𝑑𝑖𝑟𝑧)⃗⃗ ⃗⃗ ⃗⃗ ⃗⃗ ⃗⃗ ⃗⃗ ⃗⃗ ⃗⃗ ⃗⃗ ⃗⃗ ⃗⃗ ⃗⃗ ⃗⃗ ⃗⃗ ⃗⃗ ⃗⃗ ⃗⃗ ⃗⃗  ||−𝑍 |
    (1) 

𝜃𝑦 = cos−1 (𝑃𝑑𝑖𝑟𝑥,0,𝑃𝑑𝑖𝑟𝑧)⃗⃗ ⃗⃗ ⃗⃗ ⃗⃗ ⃗⃗ ⃗⃗ ⃗⃗ ⃗⃗ ⃗⃗ ⃗⃗ ⃗⃗ ⃗⃗ ⃗⃗ ⃗⃗ ⃗⃗ ⃗⃗ ⃗⃗  ∙−𝑍 

|(𝑃𝑑𝑖𝑟𝑥,0,𝑃𝑑𝑖𝑟𝑧)⃗⃗ ⃗⃗ ⃗⃗ ⃗⃗ ⃗⃗ ⃗⃗ ⃗⃗ ⃗⃗ ⃗⃗ ⃗⃗ ⃗⃗ ⃗⃗ ⃗⃗ ⃗⃗ ⃗⃗ ⃗⃗ ⃗⃗  ||−𝑍 |
    (2) 

𝜃𝑧 = cos−1 (𝑃𝑛𝑜𝑟𝑥,𝑃𝑛𝑜𝑟𝑦,0)⃗⃗ ⃗⃗ ⃗⃗ ⃗⃗ ⃗⃗ ⃗⃗ ⃗⃗ ⃗⃗ ⃗⃗ ⃗⃗ ⃗⃗ ⃗⃗ ⃗⃗ ⃗⃗ ⃗⃗ ⃗⃗ ⃗⃗ ⃗⃗  ⃗∙−�⃗� 

|(𝑃𝑛𝑜𝑟𝑥,𝑃𝑛𝑜𝑟𝑦,0)⃗⃗ ⃗⃗ ⃗⃗ ⃗⃗ ⃗⃗ ⃗⃗ ⃗⃗ ⃗⃗ ⃗⃗ ⃗⃗ ⃗⃗ ⃗⃗ ⃗⃗ ⃗⃗ ⃗⃗ ⃗⃗ ⃗⃗ ⃗⃗  ⃗||−�⃗� |
    (3) 

𝑅𝑥(𝜃𝑥) = [
1 0 0
0 cos 𝜃𝑥 −sin𝜃𝑥

0 sin𝜃𝑥 cos𝜃𝑥

]   (4) 

𝑅𝑦(𝜃𝑦) = [

cos 𝜃𝑦 0 sin 𝜃𝑦

0 1 0
− sin𝜃𝑦 0 cos 𝜃𝑦

]   (5) 

𝑅𝑧(𝜃𝑧) = [
cos 𝜃𝑧 −sin𝜃𝑧 0
sin 𝜃𝑧 cos 𝜃𝑧 0

0 0 1
]   (6) 

Joint = 𝑅𝑥(𝜃𝑥)𝑅𝑦(𝜃𝑦)𝑅𝑧(𝜃𝑧)(Joint − PalmPosition)   

(7) 

在完成手掌方向的正規化後，將進行手指

節指骨方向取得，把該節指骨靠近指尖節點

(Next Joint)座標減去靠近手腕的節點(Pre Joint)

座標可得到一向量，再將此向量進行向量正規

化使其為單位向量，此向量即為該節指骨的方

向。 

�̂� =
𝐵𝑝−𝐵𝑛⃗⃗ ⃗⃗ ⃗⃗ ⃗⃗ ⃗⃗ ⃗⃗ ⃗⃗  ⃗

‖𝐵𝑝−𝐵𝑛⃗⃗ ⃗⃗ ⃗⃗ ⃗⃗ ⃗⃗ ⃗⃗ ⃗⃗  ⃗‖
              (8) 

 

最後，我們取得了拇指、食指、中指、無

名指和小指的近節指骨(與中節指骨向量，以這

十個向量進行比對。 

5.2 特徵相似度計算 

前一子章節所抽取的特徵是各手指節骨的

方向，為多個向量，一般常用餘弦相似度

(Cosine Similarity)計算兩代表方向的向量相似

度，判斷兩向量是否大致指向相同的方向，數

值範圍為-1至 1之間，但在將多個向量相似度

累加時會有正負抵銷的問題，導致差異度大的

一組向量相似度和可能接近 0，因此本論文在

兩向量相似度這部分採用兩向量的夾角作為

相似度依據，其角度範圍為 0至 180度，累加

時數值僅會增加不會減少。 

Similarity(A, B) = 𝜃𝐴𝐵 = cos−1 𝐴∙𝐵

‖𝐴‖‖𝐵‖
 (9) 

 

不同的動作之所以能夠被辨別，是因為動

作有其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手部動作上，手指

在大幅度彎曲狀態時能做的動作變化並不大

且不明顯，再加上 Leap Motion SDK在手指彎

曲時所追蹤取得的手指骨架較不穩定，因此本

論文在手部動作特徵比對上只針對非大幅彎

曲的手指進行比對，只有在兩比較手指都為大

幅彎曲狀態才不計算其相似度，也就是兩比較

手指其中一指為非彎曲狀態就計算兩手指之

相似度，反之相似度為 0，如下式，Pro為近節

指骨向量，Mid為中節指骨向量。 

 
Finger Similarity(F𝐴, F𝐵)

= {

0, 𝑖𝑓 𝐼𝑠𝐶𝑢𝑟𝑙(F𝐴) 𝐴𝑁𝐷 𝐼𝑠𝐶𝑢𝑟𝑙(F𝐵)                                                    

𝑆𝑖𝑚𝑖𝑙𝑎𝑟𝑖𝑡𝑦(𝐹𝐴. 𝑃𝑟𝑜, 𝐹𝐵. 𝑃𝑟𝑜)                                                                     

+𝑆𝑖𝑚𝑖𝑙𝑎𝑟𝑖𝑡𝑦(𝐹𝐴. 𝑀𝑖𝑑, 𝐹𝐵 . 𝑀𝑖𝑑),   𝑜𝑡ℎ𝑒𝑟𝑤𝑖𝑠𝑒

 

(10) 

有了單一手指相似度我們就可以計算畫面

中整個手掌五支手指頭的動作相似度，定義一

HandSimilarty函數，傳入手掌 A的手指集合 A 

= ( a1, a2, a3, a4, a5)與手掌 B的手指集合 B = ( b1, 

b2, b3, b4, b5)計算其相似度，然而因為每個畫面

中手指的彎曲、伸直數量不一，其相似度加總

的範圍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最會再將總相似度

除以有計算相似度的手指數量。 

5.3 樣本關鍵影格選取 

動作的比對為將兩組連續的特徵序列進行

比對，本系統為即時的比對系統，新的畫面會

一直產生，必須在不斷進來的畫面中決定開始

錄製的起始點與結束點，因此本系統設計在事

前預錄的動作樣本當中找尋關鍵影格，將一連

串的動作以關鍵影格分割為多段動作，於動作

比對系統運行時，以是否達到關鍵影格相似度

來決定動作錄製起始點與結束點。 

除了第一張影格一定是關鍵影格外，其他

關鍵影格的判斷規則有手指狀態改變以及手

部特徵差異量過大兩項。手指狀態改變為利用

手指彎曲判定方法，取得當前該手掌每支手指

頭的狀態，若當前影格與最後關鍵影格的手指

狀態不同且持續一定時間，就將該影格新增為

關鍵影格。實作上我們將彎曲的手指記為 0，

非彎曲的手指記為 1，依序記錄小指、無名指、

中指、食指和拇指，假設該手只有無名指與拇

指彎曲狀態，編碼為 10110，將此字串看作是

二進位數字再轉為十進位為 22，以此數字作為

用以比對手指狀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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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1 01110 01110 01110

Last key frame Current frame

t

Different Alike

圖 5.3手指狀態關鍵影格判定示意圖 

 

特 徵 差 異 量 過 大 為 使 用 前 文 的

HandSimilarity 一式計算當前影格最新關鍵影

格中手部動作的特徵差異量，特徵差異量大於

訂定的閥值時就將該畫面新增為關鍵影格。 

5.4 動作比對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有了單張畫面手部動

作比對方法以及從樣本中挑選出的關鍵影格，

接著就可以進行連續的手部動作比對。本研究

中動作比對結合多張非連續性的關鍵影格比

對方式和連續的動作序列比對方式，以降低動

作誤判的機率。 

首先我們替每個動作樣本建立一比對器如

圖 5.4，比對器有該樣本的每個 Frame 資訊和

關鍵影格的資訊，在新的測試畫面取得後，會

與比對器內的關鍵影格比對，比對方式使用前

面子章節所定義的 HandSimilarity 函數，當比

對結果為相似時，比對器將等待新進測試畫面

相似下一個關鍵影格，若比對結果為不相似則

在原關鍵影格處持續等待相似畫面，在依序成

功滿足所有關鍵影格後即判定手部動作比對

成功。 

Frame 0 Frame 1 Frame 2 Frame 3 Frame 4 Frame 5 Frame 6 Frame N

Key Frame Key Frame Key Frame  
圖 5.4關鍵影格比對器 

 

有了樣本比對器後，我們可以不斷地對比

對器輸入測試畫面使其完成所有關鍵影格的

比對，但輸入的測試畫面在關鍵影格與關鍵影

格中間有可能出現完全不相似的手部動作，這

樣的動作案例應該被判定為不相似，也就是說

假設完整的連續動作是以食指比出手指編碼

為 11001的手勢，再比出手指編碼為 00001的

手勢，而測試動作的順序為比出手指編碼為

11001 的手勢，接著比出手指編碼為 10001 的

手勢，最後再比出手指編碼為 00001 的手勢，

如此雖能滿足樣本比對器但卻與原本的錄製

的動作相差極大，如圖 5.5。 

 
圖 5.5關鍵影格差異示意圖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系統設計在關鍵影

格間加上序列比對的步驟，如圖 5.6在符合關

鍵影格 A 後開始錄製手部動作並在符合關鍵

影格 B後停止錄製，將這段錄製的連續手部動

作看作特徵序列，再將此特徵序列與預先錄製

的樣本關鍵影格 A、B之間的特徵序列進行比

對，若兩序列相似度到達一定門檻就繼續往下

一段序列比對，反之若比對結果不相似則立刻

停止比對，將關鍵影格比對器重設至等待第 1

個關鍵影格。 

 
圖 5.6關鍵影格加入序列比對示意圖 

 

然而在使用本系統時儘管與預先錄製的樣

本動作大致相同，但動作的快慢時間上還是會

有些許誤差，且體感器的畫面頻率為固定，因

此將造成序列長度不一以及比對點對齊的問

題。 

 

t

序列A

序列B

時間差

圖 5.7動作特徵序列時間差示意圖 

 

本論文採用動態時間校正(Dynamic Time 

Warping, DTW)演算法進行兩序列的比對，此方

法能容忍動作比對中兩動作序列時間長度不

一的問題，並在兩條不等長的序列中找出最小

距離，距離愈小代表愈相似，反之距離愈大為

愈不相似，其中的距離公式以前面定義的

HandSimilarity計算。搭配該演算法的動態規劃

(Dynamic Programming)特性，可在系統運行中

即時計算，符合本系統即時比對之需求。 

依照上述方法即可完成關鍵影格與關鍵影

格間的動作序列比對，但使用時若是因為非預

料性的符合關鍵影格使其開始錄製動作，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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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動作太過緩慢，使比對器遲遲無法完成下一

個關鍵影格，將導致動態時間校正演算法所需

要的記憶體不斷增加，並可能使下一次正確的

手部動作比對失敗。因此本系統設計在比對器

關鍵影格之間所停留的時間不可過長，以確保

不會發生上述情形，也讓動作比對條件增加了

時間的一致性規則。本實驗中此時間預設為原

動作樣本該區段 3倍的時間。 

6. 實作結果 

由本論文提出的手勢、動作比對系統實做

的遊戲，以 Unity進行開發並透過 Unity 3D線

上商店(Assets Store)所提供的素材建構立體場

景。遊戲類型為近年流行的解謎導向遊戲，玩

家受困於密室內，目標是開啟房間大門逃出密

室，過程中需要仔細地找尋房間內蛛絲馬跡，

利用各種道具解開機關，最後開啟房門。 

作為一款手部體感遊戲，必須讓玩家知道

感測器當前所感測到的手部狀態，以避免進行

遊戲時不小心超出感測器感應範圍，或在手部

狀態感測錯誤時能使玩家知道並重新進入感

測範圍讓感測器校正。因此透過 Leap Motion 

於 Unity 線上商店中提供的 Leap Motion 

Skeletal Assets在遊戲中顯示手部模型，讓玩家

清楚看到遊戲中自己的雙手。 

遊戲中可以進行上、下、左、右移動和縮

放畫面來觀察房間內的細節，這些移動動作搭

配了第四章節提出的抓取手勢以及雙食指手

勢，當玩家做出抓取手勢握緊拳頭時將手上、

下、左、右移動即可移動 中畫面的位置；當玩

家做出雙食指手勢時，遊戲畫面會隨著兩支食

指的距離跟著縮放。 

透過操控手勢中的點擊手勢搭配指標手勢

進行鎖定區塊搜索的動作，當玩家伸出食指做

出指標手勢的動作時，畫面上會顯示一條青色

光線用來表示玩家手指所指向的位置，被指到

的位置若顯示出一透明方框代表該位置是可

以進入搜索的區塊，此時玩家只要將手指輕點

一下完成點擊手勢即可進入該區塊。 

 
圖 6.1遊戲中顯示玩家當前手部模型 

7. 結論 

本論文嘗試開發一款適合手部動作的體感

遊戲平台，主要構想為提供遊戲開發者能夠專

心於遊戲內容的設計，不需另外研究體感領域

的技術、方法，挑選合適的遊戲引擎即可快速

完成遊戲開發。 

本論文設計了操控手勢與手部動作比對兩

大單元。操控手勢透過手部體感器所獲得的手

部骨架資訊以手掌數量定以及手指骨角度定

義出不同的手部狀態，再以手部狀態的轉換、

變動定義出各種操控手勢。操控手勢結合了動、

靜態手勢與座標移動的概念，在符合手勢前置

動作並維持定義的靜態手勢狀態後，會不斷輸

出手勢座標、方向等資訊供開發者應用，為一

種持續性的手勢；手部動作比對是利用一隻手

掌中 15 個手指關節點，經過角度旋轉正規化

後，抽取出十個代表指骨方向的單位向量作為

特徵，採用向量夾角為相似度計算單一影格中

手掌狀態的相似度，再以關鍵影格搭配區段式

的動作序列比對，進行連續的手部動作比對。

動作比對系統為瞬間性的，在成功的比對動作

後發出事件通知註冊者完成某一動作。 

 

參考文獻 

 
[1] H. L. Lee, C. L. Hsu, C. C. Chen, J. S. Taur, 

and C. W. Tao, “Real-Time Hand Gesture 
Controlled Mouse Using Kinect,” 25th 
Computer Vision,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CVGIP), Nantou, Taiwan, 
pp.189-197, 2012. 

[2] G. Khurana, G. Joshi amd J. Kaur, “Static 
Hand Gestures Recognition System Using 
Shape Based Features,” Recent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s 
(RAECS), pp.1-4, 2014. 

[3] C. W. Tan, S. W. Chin and W. X. Lim, 
“Game-Base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Using Gesture Recognition for 
Rehabilitation,” Control System, Computing 
and Engineering (ICCSCE), pp.344-349, 
2013. 

[4] Z. Liang, N. Sun and M. Cao, “Recognition 
of Static Human Gesture Based on Radiant-
Projection-Transform and Fourier-
Transform,” I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 
(CISP), vol.4, pp.635-640, 2008. 

[5] G. Simion, V. Gui and M. Otesteanu, “Finger 
Detection Based on Hand Contour and Color 
Information,” IEEE 6th International  

[6] Leap Motion, [Online]. Available: 
http://leapmotion.com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52 AIT / CEF 2015

http://leapmotion.com/


使用權重鄰近分類法之臉部表情辨識 

Recogni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s by Using 

Weighted Neighbor Classification 
 

 

 

摘要 
 

本論文提出一權重鄰近分類法(Weighted 

Neighbor Classification, WNC)，可快速且正確

的辨識人類臉部表情。此方法透過影像處理，

於每一張臉部影像擷取出七個特徵點及特徵

向量，並根據不同表情所得之依據座標，進行

初步的鄰近區域分類。在獲得初步之分類結果

後，再依據各表情之主要影響特徵，給予相關

特徵向量不同的權重值，用以修正分類誤差，

並訓練此辨識系統。經由實驗結果可知，本文

所提之權重鄰近分類法，可降低辨識系統之訓

練時間及計算複雜度，同時，亦可正確辨識驚

訝、快樂、生氣及悲傷四種表情達 95% 之正

確率。 

關鍵詞：表情辨識、膚色偵測、最鄰近分類法、

特徵向量。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weighted neighbor 

classification (WNC) is proposed to recognize 

the facial expressions. Each facial image was 

extracted 7 feature points and 7 feature vectors. 

The 7 feature vectors of an image were 

synthesized to be one characterized point. The 

characterized points were first classified by 

experienced threshold and compared with the 

neighbor distances between other characterized 

poin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classification, the weightings were assigned to 

the corresponding feature vectors to modify the 

characterized points to increase the correct 

recognition rat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WNC can decrease 

the training cycles of the recognition system and 

reduce the computing complexities. The correct 

recognition rate can be 95% above. 

Keywords: feature vectors,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recogni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s, and skin 

color detection.  

1. 前言 

    近年來許多智慧型裝置已經能識辨使用

者之身份，甚至進一步與其互動。這類的應用

非常廣泛,例如機器人可根據人類所說的話來

判定說話者之情緒，並且依據說話內容之含義

來即時與人互動[1-3]。同時，機器人也能透過

攝影機來擷取說話者之表情，透過圖形識別來

偵測人臉的位置，以五官之變化資訊來辨識表

情，再給予使用者更適切的反應[4-6]。 

Ekman 於 1972 年提出將基本表情分類

為無情緒的臉、驚訝、開心、傷心、生氣、和

痛苦六種。許多論文也以此提出臉部動作編 

碼系統(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7]) 以作

為表情特徵之依據[8-10]。許多研究所提之方

法大都是從一張人臉影像透過影像前置處理

流程，擷取出其臉部之特徵點與特徵向量 

[11-13]，以作為表情判斷之依據。 

   本篇論文提出以權重鄰近分類法

(Weighted Neighbor Classifier)將有表情之人臉

影像所擷取之七個特徵向量，減去無表情之人

臉影像之七個特徵向量後，再將之加總，做為

不同表情於二維平面上之依據座標位置，並以

每一依據點間之距離遠近，進行初步分類。之

後再根據初步分類之結果，分別針對未成功分

類或較低正確率之依據座標點，給予其特徵向

量權重值，並以此流程重複訓練此分類系統，

調整出適當之權重值，直到所有的訓練資料皆

成功分類。 

    本篇論文於第二節介紹影像前置處理方

法與如何擷取人臉之特徵向量。在第三節將說

明權重鄰近分類法之表情辨識系統之設計。最

後為使用權重鄰近分類法於表情辨識之實驗

結果與結論。 

廖梨君 博士  林志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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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臉特徵點與特徵向量之擷取 

 

為了要從一張影像中得到所需要的資訊，

必須針對此張影像做一些前置處理工作。本論

文所使用之影像前置處理流程分為兩部分：人

臉區域偵測以及人臉特徵範圍之擷取。圖 1 為

人臉區域偵測流程，其步驟包含：膚色偵測、

影像閉合處理、物件連通標記法、框出矩形興

趣區域。圖 2 即為框出人臉區域後影像前置處

理工作流程圖，其步驟包含：影像二值化、對

影像做邊緣偵測、影像閉合處理、物件連通標

記法、影像正規化、影像之特徵區塊擷取。 

 

 

 

 

 

 

 

 

 

 

 

 

 

 

 

 

 

 

 

 

 

 

圖 1 人臉區域偵測流程圖 

 

 

 

 

 

 

 

 

 

 

 

 

 

 

 

 

 

 

 

 

圖 2 影像前處理流程圖 

2.1 人臉區域偵測 

A. 膚色偵測 

    本篇論文所使用的膚色分割方法是依據

Soriano et al. [14] 在 2000 年所提出的膚色判

定規則，此方法是屬於正規化 RGB 影像

（Normalized RGB），可以降低 RGB 影像受光

線變化所造成的色彩偏移。 

B. 閉合 

   閉合運算可以平滑影像，其目的是把窄細

的斷裂部分再度連接起來，填補輪廓上的缺口

以平滑邊緣並消去小洞、填補裂縫及細長的深

坑。如圖 3(a)深色區塊所示，原本的影像像素

有輪廓上的缺口和小洞，經過閉合運算之後對

應到圖 3(b)所示，即可將缺口填補達到平滑影

像的目的。 

C. 物件連通標記法 

    物件連通標記法是透過像素及與其相連

的像素連接，將此影像中相鄰的像素連起並標

記出來，物件連通標記法可以將影像中每個不

同的物件，像是形狀、大小以及位置找出來。 

如圖 4(a)所示，標記值為 i3的點有最多的標記

值，因此可以把這些點標記像素值為 1，且將

其相連區域視為同一個物件，如圖 4(a)中標記

值為 i3的區塊對應到圖 4(b)中標記值為 1 的區

塊可視為同一個物件。 

 

 

 

 

 

 

 

 

 

圖 3 影像閉合說明圖(a)原始影像像素值(b)經

過閉合後的影像像素值。 

 

 

 

 

 

 

 

 

 

圖 4 影像連通標記圖(a)原始影像像素(b)經

過標記後的影像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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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物件連通標記後，像素值相同的相鄰

區塊會連接起來，即可得到人臉膚色區域。 

D. 框出矩形興趣區域 

    ROI (Region Of Interest，感興趣的區域)就

是讓使用者圈出影像中欲處理的部分。在找出

膚色區塊後，以膚色區塊之最左上角之座標為

基準點，並將膚色區域部份設定為 1，其他部

份為 0，即可正確分割出膚色區域矩形區域，

圖 5 虛線部分即為圈選的 ROI 區域。 

圖 5 框出人臉區域。 

 

 

 

 

 

 

圖 6 用以調整測試影像大小之|�⃗⃗⃗� 
𝐍|說明圖。 

2.2 人臉特徵資料擷取 

    即使以同一個人拍攝影像，所拍攝的影像

中人臉大小也會有不同的差異，因此，本論文

以測試影像中，無表情影像中特徵點 eN1 與

eN2  間之距離 |W⃗⃗⃗ 
N| = |eN1 − eN2| 做測試影

像調整大小的依據。其中特徵點 eN1 與 eN2 

如圖 6 所示。 因此，將有表情的測試影像，

根據此兩特徵點間的距離，與無表情之|W⃗⃗⃗ 
N| 

做比較，即可調整其有表情影像之大小。而實

際上，大部份的人臉左右臉都是對稱的，因此

本論文只以半邊臉的特徵點資訊用以做表情

辨識，此方法可降低計算複雜度和減少系統計

算時間。7 個特徵點定義如下: 

FP1： 眉毛特徵點為眉毛區塊影像之邊

緣點，如圖 7 (a)所示。 

FP2~ FP4： 找出眼睛區域後，以眼睛位置找出

眼睛範圍三個邊緣點。如圖 7(b)所

示，此三個邊緣點即為特徵點。 

FP5~ FP7： 嘴唇之特徵點則以嘴角和嘴唇之

上下邊緣點定義為 FP5~FP7，如圖

7(c)所示。 

 

 
(a) 

            
(b)                     (c) 

 

圖 7  (a) FP1為眉毛特徵點；(b) FP2~FP4為眼

睛之特徵點；(c) FP5~FP7為嘴唇之特徵

點之位置定義。 

     

如圖 8 所示，根據此七個特徵點，即可進

一步定義其相對應之特徵向量，這些特徵向量

可用於代表人臉表情變化的數據，如方程式(1)

所示，v⃗ j34、v⃗ j12、v⃗ j23、v⃗ j24代表眼睛的特徵向

量，而v⃗ j67、v⃗ j56、v⃗ j57則代表嘴唇的特徵向量。 

 

v⃗ j67 = (xFP6，
yFP6

) − (xFP7，
yFP7

) 

v⃗ j56 = (xFP5，
yFP5

) − (xFP6，
yFP6

) 

v⃗ j57 = (xFP5，
yFP5

) − (xFP7，
yFP7

) 

v⃗ j34 = (xFP3，
yFP3

) − (xFP4，
yFP4

)      (1) 

v⃗ j12 = (xFP1，
yFP1

) − (xFP2，
yFP2

) 

v⃗ j23 = (xFP2，
yFP2

) − (xFP3，
yFP3

) 

v⃗ j24 = (xFP2，
yFP2

) − (xFP4，
yFP4

) 

 

    其中 j ∈ {F,N}，F 代表有表情的臉，而 N

則代表沒有表情的臉，而 (xFPi，
yFPi

) 則代表

特徵點FPi之座標。公式(2)為公式(1)所定義的

有表情之特徵向量與無表情之特徵向量的差。

公式(2)代表在人臉表情變化時，眼睛與嘴巴之

肌肉線條與形狀變化，此差值即可用以進一步

來判斷可能的表情分類。 

FP1 

FP2 

FP3 

FP4 
FP5 

FP6 

FP7 

 

W⃗⃗⃗ 
N 

 
e𝑁1 e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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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半邊臉的 7 個特徵點。 

 

d⃗ 67 = v⃗ F67 − v⃗ N67  

d⃗ 56 = v⃗ F56 − v⃗ N56 

d⃗ 57 = v⃗ F57 − v⃗ N57 

d⃗ 34 = v⃗ F34 − v⃗ N34      (2) 

d⃗ 12 = v⃗ F12 − v⃗ N12 

d⃗ 23 = v⃗ F23 − v⃗ N23 

d⃗ 24 = v⃗ F24 − v⃗ N24 
 

S⃗ = [𝑠𝑥 , 𝑠𝑦]
𝑇 

= d⃗ 67 + d⃗ 56 + d⃗ 57 + d⃗ 34 + d⃗ 12 + d⃗ 23 + d⃗ 24 (3) 

3. 權重鄰近分類法之表情辨識系統

之設計 

A. 初步分類: 

首先將每張影像所得之公式(2)中之 7 個特

徵向量差值做加總，如公式(3)所示，以此做為

不同表情於二維平面上之依據座標，並以每一

依據點間之距離遠近，進行初步分類。每一張

表情之依據座標 S⃗ ，會因不同表情而不同，因

此，我們可根據其座標分布，給予其判定門檻

值，並以各個座標間之鄰近距離為其初步分類。

依經驗值所給予的各表情座標分布門檻值如

下: 

驚訝表情: 𝑠𝑦 ≥  50 

快樂表情: 𝑠𝑥 ≥  20 

生氣表情: 0 ≥  𝑠𝑦 ≥ −20 

悲傷表情: −40 ≥  𝑠𝑦 

藉由此初步的分類後，可判斷依據座標 S⃗  是

否有落於四個門檻區域中。如果依據座標 S⃗  

於二維平面上落於所定義之門檻範圍內，則視

為成功分類。但若依據座標 S⃗ ，皆不符合這些

門檻區域範圍，則以最鄰近分類法[15]找出S⃗  

可能的門檻區域。 

為了提高表情辨識的正確率，本論文針對

不同之特徵向量給予權重值。權重給予方式是

以偵測表情特徵定位，定義出當眉毛向上或嘴

角上揚時，來調整其相關特徵向量之權重值，

當符合越多表情特徵時，便給予較大之權重值，

因此，不同表情之依據座標 S⃗  會因權重值之

影響，而拉開其於二維平面上之分布，分類成

功率也越高。 

B. 特徵向量之權重值設計 

表1為表情特徵規則，根據不同的表情可

能有不同的特徵表現。以驚訝表情為例，在嘴

巴部份之特徵向量明顯主導其辨識結果，因此

若針對主導性特徵向量給予權重值，即可增加

其正確辨識率。以表1作為判斷，當符合其中

一個規則時，即給予相關特徵向量乘上1.3之權

重值；若符合兩項規則則給予1.7之權重值。當

再次分類失敗時，可繼續依據表1，再次乘上

所設定之權重值，直到訓練資料全部成功分類，

才終止此程序之循環。此辨識系統之執行流程

可如圖9所示。 

 

表1 表情特徵規則 

規則 特徵 可能表情分類 

Rule 1 |v⃗ F34| = 0 sad 

Rule 2 |v⃗ F12| − |v⃗ N12| > 0 surprise or angry 

Rule 3 |v⃗ F57| − |v⃗ N57| > 0 happy 

Rule 4 |v⃗ F56| − |v⃗ N56| > 0 sad or angry 

Rule 5 |v⃗ F67| − |v⃗ N67| > 0 surprise or happy 

 

4. 實驗 

本實驗所使用之資料庫以 50個人共 200張

影像為測試。並以 80 張人臉影像包含 4 個表

情作為訓練影像，120 張人臉影像作為測試影

像。 

圖 10為未乘上權重之依據座標於二維平面

之初步分類結果，從實驗圖上可以看出 40 個

依據座標 S⃗  被分為 4 個分群，綠色 x 點代表

未正確分類的依據座標，而成功被分類之依據

座標分別被分為藍色點代表驚訝、黃色點代表

快樂、黑色點代表悲傷、紅色點代表悲傷。 

圖 11 (a)~(b)為將訓練資料經過鄰近分類

法，並依表情特徵規則後，將訓練完成所得之

權重值，乘上相關之特徵向量後，依據座標點

之分類結果。與圖 10 比較可發現，原本於 40

張訓練影像尚未成功分類之依據座標點已成

功被分類。 

 

FP1 

FP2 

FP3 

FP4 

FP5 

FP6 

F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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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表辨識系統之執行流程圖 

 

 
    

圖 10 未加權重情況下，40 張訓練影像之依據

座標於二維平面上初步分類之結果。 

 

之後再將訓練完成所的之權重值，帶入測

試資料中進行分類。，表 2 為表情辨識之正確

率結果，從表 2 可知，加入特徵向量權重之辨

識正確率皆高於未加權重之辨識率。且執行流

程，最多只需 7 次之權重調整迴圈，即可將依

據座標成功分類。 

 

5. 結論 

本論文所提之權重鄰近分類法(Weighted 

Neighbor Classification, WNC)，以人臉影像上 

 

 
 

圖 11 (a)40 張訓練影像完成訓練後，加入權重

值之依據座標於二維平面上分類之結果，

(b)40 張測試影像加入權重值，其依據座

標於二維平面上分類之結果。 

 

表 2 表情辨識正確率 

表情 
表情辨識正確率(%) 

無權重 加入權重 

驚訝 90 98 

快樂 76 98 

悲傷 66 96 

生氣 72 96 

平均 76 97 

 

 

之特徵向量來作為表情辨識之依據，並以鄰近

分類後之結果，加入權重值，以提升表情辨識

之正確率。由實驗結果可知，此辨識系統有效

減少辨識系統之計算複雜度與計算時間，同時

亦具有良好的辨識率，應可進一步發展，應用

於即時系統之人臉表情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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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影像椒鹽雜訊移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影像椒鹽雜訊移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影像椒鹽雜訊移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影像椒鹽雜訊移除除除除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擷取及傳輸數位影像的過中，可能會受到脈衝雜訊干擾而損毀，導致影像品質變差，因此如何有效移除干擾雜訊對影像處理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本文提出一項新的方法來移除受到雜訊干擾影像中的椒鹽雜訊。首先，我們利用可變動尺寸的視窗來處理每個受到雜訊干擾的像素，將視窗中的乾淨像素與最大及最小像素值做比較，然後把每個像素歸類為最大像素或最小像素的群組，接著算出最大像素與最小像素的分佈機率，作為重建受干擾像素的權重，使得受干擾影像可以有效的重建。實驗結果證實：本文提出來的方法確實可以在各種雜訊密度的環境下，有效的移除干擾雜訊，並且可以讓除雜訊後的影像變得更清晰。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影像雜訊移除、可變視窗、中值濾波、像素機率調適。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digital image would be 

deteriorated by the corruption of impulse 

noise in the record or transmission. How to 

efficiently remove this impulse noise for a 

corrupted imag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ask.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method for the 

removal of salt-and-pepper noise. Initially, a 

variable-size local window is employed to 

analyze each noisy pixel. Each clean pixel is 

classified as either the maximum pixel value 

or the minimum one in the local window. The 

probabilities of these two classes are 

employed to weight the maximum clean 

pixel and the minimum one. This weighted 

value replaces the center noisy pixel, 

enabling this noisy pixel to be restor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iciently remove the salt-and- 

pepper noise for a corrupted image in various 

noise corruption densities, while the denoised 

image being free from blurred effect. 

Keywords: Image denoising, variable-size 

window, median filtering, pixel probability 

adaptation.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數位影像或影片在擷取及傳輸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脈衝雜訊干擾損毀，而導致人眼誤判的結果，這些受雜訊干擾的影像也會對後續的影像處理造成重要的影響，為了使人眼更容易判斷影像中的資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嘗試改善影像中的雜訊干擾[1]-[19]。利用電腦來改善數位影像品質，增強影像信號或擷取影像的重要資訊，使人能理解、或使機器能感知、或使電腦更易分析圖像內的資訊，以便將其進行其他處理或應用，因此如何有效移除干擾雜訊對影像處理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 最近幾年，已經有許多研究提出新方法來抑制影像中的脈衝雜訊，最常被廣泛運用的是中值濾波器[20]，因為它有很好的雜訊抑制能力以及高計算效率，但是該方法可能會使影像模糊，因為受干擾與乾淨影像的像素都被修正，造成影像失真的情形，解決上述問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選擇性濾波器，例如使用自適性中值(adaptive median, AM)濾波器[1]、像素絕對誤差中值(pixel-wise MAD, PWMAD)濾波器 [2]、自適性中心權重中值 (adaptive 

center-weighted median, ACWM)濾波器[3]與方向權重中值(directional weighted median, DWM)濾波器[4]。上述中值濾波器中，會先偵測遭雜訊干擾的像素，然後透過中值濾波器來移除脈衝雜訊，使得受干擾影像可以還原成乾淨的影像，這些方法能夠避免過度的損毀乾淨的像素，並讓影像不會模糊失真，但是這些方法在高雜訊密度的環境中，重建影像的效果仍有改善的空間。 為了有效重建毀損嚴重的影像，有許多研究[5]-[15]提出了新的選擇性濾波器，例如：開關順序(open-close sequence, OCS)濾波器[8]、修正型方向權重中值 (modified 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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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median, MDWM)濾波器[11]、邊緣辨別 雜 訊 偵 測 選 擇 性 濾 波 器 (boundary 

discriminative noise detection, BDND)[6]、與邊緣 保 留 演 算 法 (edge-preserving algorithm, 

EPA)[9]。OCS 濾波器採用數學留數雜訊偵測器來辨別毀損的像素，在高雜訊密度時有不錯的表現，但是在低雜訊密度無法完好保留影像細節；因為會誤判未損毀像素為雜訊像素，導致重建的像素產生較多的失真。MDWM 濾波器[11]首先做雜訊的偵測，然後修正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4]，MDWM 濾波器[11]提供較精確的雜訊偵測法以及更多的邊緣偵測候選方向，使得重建影像的物件邊緣像素可以有效重建，故影像品質比 DWM[4]方法佳。BDND[6]提供較準確的雜訊偵測方法，該方法使用大小為 21x21的大型視窗來偵測脈衝雜訊，使得雜訊估測的準確度提高，但是計算複雜度也提高許多，因此很耗時。EPA濾波器[9]可以有效率的移除椒鹽雜訊，甚至對於嚴重雜訊干擾的環境下，也能有效的重建影像，該方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偵測雜訊像素，第二階段將偵測到的雜訊像素做替換處理；雖然 EPA 邊緣保留濾波器可以有效率的移除椒鹽雜訊，甚至對於嚴重雜訊干擾的環境下，也能有效的重建影像，但是邊緣保留演算法沒有考慮相鄰視窗間的像素變動方向的關聯性，有可能造成在邊緣變動方向的選擇結果錯誤，出現邊緣變動方向絮亂的情形，導致該方法在低雜訊密度環境時表現不佳。FSM 濾波器[13]可以有效率的移除椒鹽雜訊，甚至在嚴重雜訊干擾的環境下，也能有效的重建影像，該方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偵測雜訊像素，用椒鹽雜訊強度去判斷是否為可疑雜訊，第二階段用門檻值去做篩選，並判斷是否做濾波的動作。最佳方向之開關權重中值濾波[14]結合開關順序濾波器[6]及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4] ，先偵測是否為可疑雜訊，如果確定受雜訊干擾，則先將極值像素先移除，在施予開關中值濾波，並用疊代的方式提高雜訊移除的效能，這個濾波器[14]在處理高密度雜訊之效能較優越。邊緣保留與相鄰視窗變化調整法[15]修正 EPA濾波器[9]，增加考慮相鄰像素變動必須保持關聯性的方式，使得邊緣保留演算法的邊緣變動方向，在相鄰視窗間具有一致性，採用像素間變動的一致性來偵測受雜訊干擾的像素，然後施予均值濾波，達到重建原始清晰影像的像素值，提高邊緣方向偵測結果正確性的目標。為了提升脈衝雜訊移除的效能，本研究使用可變動視窗來

分析與處理受干擾影像的每一個像素，第一階段先將視窗中的極值(0-255)都移除，接著算出視窗中乾淨像素的個數，找到視窗中的乾淨像素最大值及最小值，之後將所有乾淨像素與視窗中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做比較，判斷該像素偏向最大值或最小值，並將每個像素歸類為最大值或最小值，接著算出最大值與最小值在乾淨像素視窗的機率，作為重建受干擾像素的權重，最後將視窗中的像素最大值與最大值機率值相乘，加上像素最小值與最小值機率相乘，得到一個替代關注像素的替換值。因為相鄰的乾淨像素與關注像素最接近，所以用視窗中乾淨的像素機率來決定重建受干擾像素的權重，讓比較接近關注像素的值更容易被選中替換，使得脈衝雜訊移除時，讓重建的影像能有效的保留乾淨影像的相關特徵。 本文其他章節的架構如下:第二節介紹本文提出之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的影像椒鹽雜訊移除方法、第三節呈現實驗成果、第四節為本文的結論。 

2. 可變式窗與可變式窗與可變式窗與可變式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

移除法移除法移除法移除法 可變視窗之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的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先找到視窗中乾淨像素的最大值與最小值，接著把所有像素與最大值及最小值做比較，判斷該像素接近最大值或最小值，並將每個像素歸類為最大值或最小值，第二階段算出最大值與最小值的機率，作為重建受干擾像素的權重，使得受干擾影像可以有效的重建。  

2.1 可變尺寸分析視窗可變尺寸分析視窗可變尺寸分析視窗可變尺寸分析視窗 首先令 jiX ,  表示座標 ( )ji,  的像素，可變視窗之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使用可變動尺寸之方型視窗，視窗的尺寸會根據偵測結果是否包含乾淨像素而改變，如果在分析視窗中沒有找到任何乾淨的像素，就會擴大視窗的尺寸，如式(1) : 

( )   
)~(                          

,     where|),(
,

12 







−

∈++
=

+ ss

nmnjmiX
ji

s
W

 
(1) 其中：s=1 代表 3x3視窗，並且以 jiX ,  為中心像素； ( )ji

s
W ,

12 +   
為分析視窗內的像素集合。 如果當前的分析視窗 ( )ji

s
W ,

12 +  
沒有任何乾淨像素，則濾波窗口將會從四個側面擴大一個像素，亦即將式(1)的 s變數增加 1，視窗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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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擴大為 5x5，使得更多像素涵蓋到分析視窗中，增加乾淨像素被涵蓋的機會。如果在分析視窗中有找到乾淨像素，則分析視窗不再擴大；相對的，如果依然找不到乾淨像素，則繼續擴大分析視窗，直到視窗尺寸到達上限
7x7，則停止擴大。 為了判斷可變尺寸分析視窗中的像素是否為乾淨像素，可以根據像素是否為極值(0 或
255)來做初步的判斷，並且使用乾淨像素旗標

clean
ji

F
,  來表示，如式(2)所示：  











 ∉

=
otherwise

extreme
ji

X
clean

ji
F

      ,0

,
 if       ,1

,
 

(2) 由式(2)可以得知：當分析視窗中的像素不為極值，將該像素歸類為乾淨像素，並且將對應的乾淨像素旗標 clean
ji

F
, 設定為 1；相對的，如果某一像素為極值，則該像素有可能不是乾淨像素，故將對應的乾淨像素旗標 clean

ji
F

, 設定為 0。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式(2)來估算分析視窗中，乾淨像素的數量，做為分析視窗是否需要擴大或像素是否需要替換的參考。 

    分析視窗的乾淨像素，可以透過計算乾淨像素旗標 1
,

=clean
ji

F 的數量得到，計算方法如式
(3)： 

∑∑=
i j

clean
ji

Fclean
ji

N
,,

 
(3) 其中： 

clean
ji

N
,  為分析視窗中乾淨像素的總數量。 

    進行受干擾像素替換時，分析視窗尺寸的初始狀態為 3x3，然後根據式(2)、(3)計算乾淨像素數量 
clean

ji
N

,  ，並判斷是否大於零，如果成立，則停止擴大視窗，並且進行像素替換處理。相對的，如果乾淨像素數量 
clean

ji
N

,  等於零，表示分析視窗中沒有乾淨像素，故透過式
(1)將視窗擴大直到找到乾淨像素為止，為了避免除雜訊後的影像產生過度模糊現象，分析視窗的尺寸上限定為 7x7。 

2.2 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 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分析一個可變尺寸分析視窗中乾淨像素的分佈機率，該方法使用分佈機率的特性，將乾淨像素區分為兩的區塊，分別為最大及最小像素值，依序把視窗中的每個乾淨像素與最大值及最小值做比較，判

斷該像素接近最大值或最小值，並將其像素歸類為最大值那區塊或最小值那區塊，算出最大值在乾淨像素中所佔的機率及最小值的機率，用分佈機率作為重建受干擾像素的權重值，並替換中心點像素值，以分佈機率高的像素去平均中心點像素值，達到移除脈衝雜訊的目的。 接下來將介紹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首先找出分析視窗中的乾淨像素 ji
X

,
′

 
的最大像素值及最小值像素值，先前已經將極值(0 或

255)移除，所以分析視窗中皆為乾淨像素，並且從這些乾淨像素中找出最大值 maxX ′
 及最小值 min

X ′ ，如式(4)、(5)所示: 









+
∈′′=′ ),(

12s
W

,
|

,
maxmax ji

ji
X

ji
XX  (4) 

{ }),(12sW,|,min
min

jijiXjiXX +∈′′=′  (5) 為了要判斷分析視窗中的每個乾淨像素屬於最大值區塊或最小值區塊，必須計算分析視窗中的每個乾淨像素 ji
X ,

′
 
與式(4)、(5)的最大值 maxX ′

 
及最小值 min

X ′
 
的像素距離，如式(6)、(7)：     

|max,
|max

,
X

ji
X

ji
d ′−′=  

(6) 

|min
,

|min
,

X
ji

X
ji

d ′−′=  (7) 其中： max
, ji

d 表示像素 ji
X

,
′ 與 maxX ′ 的像素距離； min

, ji
d

 
表示像素 ji

X
,
′

 
與 min

X ′  的像素距離。 根據式(6)、(7)計算每個像素與視窗中的最大值及最小值的像素距離可以做為判斷該像素 ji
X

,
′

 
接近最大值 maxX ′

 
區塊或最小值

min
X ′

 
區塊，如式(8)、(9)： 













 ≤
=

otherwise

ji
d

ji
d

ji
F

      ,0

min
,

max
,

 if       ,1max
,

 
(8) 













 >
=

otherwise

ji
d

ji
d

ji
F

    ,0

min
,

max
,

 if    ,1min
,

 
(9) 

    由式(8)、(9)可以得知:若該像素 ji
X

,
′ 的

max
, ji

d
 
小於 

min
, ji

d
 
，將該像素歸類為最大值區塊，並且將對應的最大值旗標 

max
, ji

F
 
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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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否則將 
max
, ji

F
 
設定為 0；相對的，如果該像素的 max

, ji
d 大於 min

, ji
d ，將該像素歸類為最小值區塊，並把對應的最小值旗標 

min
, ji

F
 
設定為 1，否則將 

min
, ji

F
 
設定為 0。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式(8)、(9)來估算分析視窗中，乾淨像素屬於最大值及最小值的個數，做為此分析視窗中的分佈機率值的參考。 

   分析視窗中的乾淨像素屬於各類群的數量，可以計算最大值旗標 max
, ji

F =1的數量及最小值旗標 min
, ji

F =1的數量得到，如式(10)、(11)所示： 

∑∑=
i j ji

F
ji

N min
,

min
,

 
(10) 

∑∑=
i j ji

F
ji

N max
,

max
,

 
(11) 其中： min

, ji
N

 
為分析視窗中像素屬於最小值的像素總數量， max

, ji
N

 
為分析視窗中像素偏向最大值的像素總數量。 

   利用分析視窗中屬於最大像素值總數量 

max
, ji

N
 
及屬於最小像素值總數量 

min
, ji

N
 
可以得到該分析視窗乾淨像素屬於最大值的機率 

maxP ，及屬於最小值的機率  min
P ，如式

(12)、(13) 

clean

jiji NNP ,

max

, /max =  (12) 

max1
min

PP −=  
(13) 

    利用式 (12)及(13)算出來的機率值若較高，代表該分析視窗的像素較接近機率高的像素值 maxX ′
 
或 min

X ′
 
，利用這個特性作為重建受干擾像素的權重以達到影像重建的效果。 

   將視窗中最大像素值與對應的機率值相乘，加上最小像素值與對應的機率相乘，可以得到一個重建像素值 ji
X

,
ˆ ，並且取代關注像素 ji

X
, ，如式(14)：  

( )
minmax1maxmax,

ˆ XPXP
ji

X ′⋅−+′⋅=  
(14) 

    利用式(14)逐一處理影像中的每一個受干擾像素，便可以得到除雜訊影像。 

3.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為了評估本文的系統效能，我們使用”
Lena”、”Boat”、”Zelda” 這三種不同的影像加入椒鹽雜訊，在雜訊密度 10%~90%的雜訊密度下，分別以中值濾波器 (median 

filter)[20]、開關式中值濾波器(switching median 

filter)[12]、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 (directional 

weighted median filter, DWM)[4]和本文提出的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進行效能比較，我們也使用峰值信噪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來評估增強後的數位影像品質，並將實驗結果分別以圖表呈現。 

 表表表表 1  Lena 影像之影像之影像之影像之 PSNR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 

Noise 

density 

Denoising method  

Median SM DWM Proposed 

10% 29.53 36.12 40.78 42.53 

20% 29.28 33.42 37.02 39.12 

30% 28.94 31.36 34.63 36.92 

40% 28.45 29.88 32.51 35.16 

50% 27.62 28.54 30.23 33.87 

60% 24.97 26.76 27.69 32.29 

70% 19.61 24.47 25.23 30.95 

80% 13.41 19.52 21.00 29.12 

90% 8.690 8.80 15.45 26.84 

 表表表表 2  Boat 影像之影像之影像之影像之 PSNR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 

Noise 

density 

Denoising method  

Median SM DWM Proposed 

10% 27.85 32.84 36.19 39.55 

20% 27.42 30.05 32.81 36.35 

30% 26.82 28.15 30.44 33.94 

40% 25.79 26.76 28.61 32.42 

50% 23.13 25.08 26.70 31.00 

60% 18.66 23.16 24.25 29.45 

70% 14.03 20.54 22.10 28.07 

80% 10.31 13.25 18.36 26.34 

90% 7.37 7.83 14.42 23.95 

 表 1~3 呈現以峰值訊雜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為評估標準之比較表，各種不同雜訊移除演算法修復遭受密度10%至 90%之椒鹽雜訊干擾的 Lena、Boat、Zelda 影像，並由表 1~3可以看出：中值(Median)濾波器[20]在各種雜訊密度的除雜訊表現效能最差，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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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Zelda 影像之影像之影像之影像之 PSNR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效能評估比較表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1 Lena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50%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除雜除雜除雜除雜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a)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b)中值濾波器中值濾波器中值濾波器中值濾波器；；；；(c)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S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d)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e) 使用本文使用本文使用本文使用本文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是開關式中值(SM)濾波器 [12]及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器 [4]，中值濾波器在雜訊密度
50%的時候 PSNR 值大幅下降，由此可知：中值濾波器在處理雜訊密度 50%以上的影像時，
PSNR 效果明顯變差。開關式中值濾波器(SM)

在雜訊密度 70%的時候 PSNR 明顯下降。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DWM)在雜訊密度 70%的時候 PSNR 明顯下降，與 SM方法一樣，故 DWM與 SM 濾波器沒有能力有效重建雜訊密度
70%以上的影像；而本文方法得到的 PSNR 數值隨著雜訊密度升高的驟降程度皆不大，比起其他三種濾波器而言，效能衰退較緩慢，因此我們可以確信：本文使用的方法在處理椒鹽雜訊的效果優於其他三種濾波器，尤其對高密度雜訊，效能更是優異，而且可以讓除雜訊後的影像變得更清晰。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2 Boat 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50%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除雜除雜除雜除雜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a)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b)中值中值中值中值(Median)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c)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SM)濾波濾波濾波濾波器器器器；；；；(d)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e)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圖 1 呈現 Lena影像在 50%椒鹽脈衝雜訊干擾時，以各種不同演算法除雜訊影像的成果比較圖，由圖 1(b)~(d) 可以看出：Median、 SM、與 DWM的重建影像都有模糊化的現象，尤其是Median方法(如圖 1(b))的重建影像中，依然存在脈衝雜訊，而且模糊化的問題較嚴重，相較之下，本文方法重建的影像(如圖 1(e))比較

Noise 

density 

Denoising method  

Median SM DWM Proposed 

10% 34.71 39.72 43.39 46.73 

20% 34.19 36.90 39.85 43.47 

30% 33.48 35.26 37.76 41.22 

40% 31.15 33.48 35.27 39.37 

50% 25.60 31.98 33.32 37.85 

60% 19.44 30.05 30.92 36.25 

70% 14.32 25.79 27.26 34.57 

80% 10.40 14.55 22.85 32.83 

90% 7.46 8.42 16.33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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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而不模糊，而且脈衝雜訊幾乎可以徹底消除。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3 Zelda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50%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除雜除雜除雜除雜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a)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b)中值中值中值中值(Median)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c)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SM)濾波濾波濾波濾波器器器器；；；；(d)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e)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圖 2 呈現 Boat 影像在 50%椒鹽脈衝雜訊干擾時，以各種不同演算法除雜訊影像的成果比較圖，由圖 2(b)可以看出，Median方法重建的影像中，雜訊很明顯，且影像不清晰；SM(圖
2(c))及 DWM 方法(圖 2(d))重建的影像中，船前面的文字已經模糊不清了，而本文方法重建的影像(圖 2(e))，畫面依然很清晰。 

 

Zelda 影像遭受 50%之椒鹽雜訊干擾，以各種不同演算法修復結果如圖 3 所示：由圖 3(b)可以看出：Median方法重建的影像中，畫面很明顯依然有殘留雜訊；在圖 3(c)中，SM 方法重建的影像中，不但瞳孔不易辨識，且連牙縫也模糊不清；在圖 3(d)可以看出：DWM 方法重建的影像中，影像中的髮絲模糊不清，瞳孔也不易辨識；而本文方法(圖 3(e))重建的影像

中，整體還是很清楚。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4 Lena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90%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椒鹽雜訊干擾時，，，，除雜除雜除雜除雜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訊影像成果圖；；；；(a)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b)中值中值中值中值(Median)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c)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SM)濾波濾波濾波濾波器器器器；；；；(d)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e)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Lena影像遭受 90%之椒鹽雜訊干擾，以各種不同演算法修復結果如圖 4 所示，由圖
4(b)~(d) 可以明顯觀察到：Lena影像因為受到高雜訊密度干擾的關係，使用 Median、SM、與DWM方法重建的影像已經完全無法辨識影像的內涵，而使用本文方法的重建影像中(如圖
4(e))，依然可以明顯辨識出影像的紋路與特徵，主要原因是本文方法利用機率分佈的特性，找出分析視窗中乾淨像素的分佈，用分佈機率決定重建像素的權重值，較能精確的重建受干擾像素，達到提升重建影像品質的目的，所以在高密度雜訊干擾的環境中，濾波效果明顯優於其他三種濾波器。 

Boat影像遭受 90%之椒鹽雜訊干擾，以各種不同演算法修復結果如圖 5 所示：由圖
5(b)~(c)可以明顯看出 Boat 整張影像佈滿了雜訊，使用 Median 與 SM 方法完全無法重建遭雜訊干擾的影像；而在圖 5(d)中，使用 D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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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重建的影像的畫面被處理到無法辨識影像的紋路與特徵，效能很差；在圖 5(e)的整張畫面依然可以辨識影像的重要特徵，比起
Median、SM、與 DWM 等方法重建的影像(圖
5(b)~(d))而言，濾波效果明顯優越許多。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5 Boat 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90%固定式脈衝雜訊干擾固定式脈衝雜訊干擾固定式脈衝雜訊干擾固定式脈衝雜訊干擾時時時時，，，，除雜訊影像成果圖除雜訊影像成果圖除雜訊影像成果圖除雜訊影像成果圖；；；；(a)遭受雜訊干擾之影遭受雜訊干擾之影遭受雜訊干擾之影遭受雜訊干擾之影 像像像像；；；；(b)中值中值中值中值(Median)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c)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開關式中值

(S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d)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濾波濾波濾波器器器器；；；；(e) 使用本文提出的使用本文提出的使用本文提出的使用本文提出的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調適之調適之調適之雜訊移除法雜訊移除法雜訊移除法雜訊移除法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原始影原始影原始影像像像像。。。。 

Zelda 影像遭受 90%之椒鹽雜訊干擾，以各種不同演算法修復結果如圖 6 所示，由圖 6(b)可以看出：使用 Median 方法重建的影像已經完全被雜訊佔據，完全看不出 Zelda 影像的特徵；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 SM與 DWM的方法中，圖 6(c)的畫面也佈滿了雜訊板塊，就連圖
6(d)的畫面也被處理到無法辨認 Zelda 影像的特徵，因此 Median、SM、及 DWM 方法已經無法重建受到嚴重雜訊干擾的影像，只有本文方法(圖 6(e))重建的影像還可以辨識影像的重要特徵，證明了本文方法對於高密度雜訊濾波效果遠優於其他三種演算法。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6 Zelda 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90%固定式脈衝雜固定式脈衝雜固定式脈衝雜固定式脈衝雜訊干擾訊干擾訊干擾訊干擾時時時時，，，，除雜訊影像成果圖除雜訊影像成果圖除雜訊影像成果圖除雜訊影像成果圖；；；；(a)遭受雜訊干擾之影遭受雜訊干擾之影遭受雜訊干擾之影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像像像；；；；(b)開關式中值濾波器開關式中值濾波器開關式中值濾波器開關式中值濾波器(SM)；；；；(c)方向權重方向權重方向權重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中值濾波器中值濾波器中值濾波器 (DWM)；；；； (d)邊緣保留演算法邊緣保留演算法邊緣保留演算法邊緣保留演算法

(EPA)；；；；(e) 使用本文使用本文使用本文使用本文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濾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提出的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移除法，藉由像素間分佈機率的特性，作為重建像素的權重，逐一處理影像中的受干擾像素，便可以得到除雜訊影像，提高重建影像的正確性。經由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提出的結合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的演算法，在各種雜訊密度的環境下(雜訊密度 10%~90%)都可以有效的移除脈衝雜訊，而且不會讓重建的影像產生模糊化的現象，除雜訊影像可以有效的保留邊緣與各種圖像特徵，所以看起來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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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定向輔助之視覺辨識系統 

 

 

摘要 
現今視障者最普遍使用的輔具大多藉由

導盲犬或導盲杖，而這些工具所能感知週遭物

體的資訊十分有限，為了幫助視障者並改進其

生活品質，我們設計一個電子輔具，幫助視障

者行走時能提供環境資訊。 

本論文使用尺度及旋轉不變特徵之物件

辨識系統，讓視障者行走於戶外環境時，能辨

識周遭環境如店家的招牌，然後透過語音告知

視障者目前觀測到的環境訊息。在實際場景中

可供辨識的特徵數量非常龐大，且尺度及旋轉

不變特徵描述都是高維度向量資料，因此我們

在特徵資料庫裡建立一個索引結構，讓本系統

在高維度特徵資料裡更有效率地搜尋。在建特

徵資料庫時，利用特徵點篩選及合併的方法，

把相似的特徵合併以減少比對次數，使得提高

比對效率。 

關鍵詞：視障者輔助、物件辨識、SURF、特

徵索引、多重隨機 k-d樹 

 

Abstract 
Today,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obility 

tools are guide dogs and white canes.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to these mobility tools which 

have limited usability in recognizing surrounding 

obj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ing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We design an 

electronic mobility tool which can perceive 

visual infor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the paper, we develop a visual recognition 

system with scale and rotation invariant feature 

that allows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easily 

finding things or important landmarks outdoors 

and tell the user infor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ith voice. In really environment can provide 

huge recognizable feature. The scale and rotation 

invariant feature is high-dimensional vector data 

so that we create an index structure that allows 

multiple high-dimensional feature search 

efficiently.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number of 

comparisons, we filter and merge each feature 

points with high similarity. According to the 

implement results, the method can improve the 

search performance. 

Keywords: The Visually Impaired Assistant, 

SURF Feature, Indexing, Object Recognition, 

Multi-Random KD Tree 

1. 前言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之身心障礙者人數統

計資料得知，全臺灣的視覺障礙人口數到民國

102 年為止，已高達 5萬 6千人之多。根據「民

國 9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之紀錄內

容，有關視覺障礙者的外出頻率，總計「有外

出者」的比率高達九成以上。依目前視障者大

多需要仰賴導盲杖或導盲犬作為外出行動的

輔助用具，但它們所給予視障者的環境資訊相

當地有限，因此為了避免視障者行走到陌生的

環境時無法快速地得知身處的環境資訊，造成

有安全上的疑慮。 

因此本研究以影像處理技術，使視障者在

外出行走過程中可以快速得到所處環境物件

資訊。而本研究基於尺度不變之特徵描述，在

人行道或公共場所上對明顯且變動性不高的

路標，如店家招牌做比對及辨識，提供視覺障

礙者在外出行走的依據。本研究對路標抽取特

徵點，並建立一個索引結構，以達到有效率且

能支援多重高維度特徵之搜尋能力。在建立特

徵資料庫時，將不同路標間相似的特徵進行篩

選及合併，減少不必要的比對次數，最後為了

減少相似性的辨識錯誤，使得在比對後的結果

進行篩選及除錯，並保留較穩健的匹配結果。 

2. 相關研究與文獻探討 

2.1 圖形匹配與路標看板辨識 

在電腦視覺中，若要判斷兩張圖像是否匹

配，我們必須先找到兩張圖片之相關性，而相

關性則是透過圖片與圖片之間的特徵相似度

去定義。所以在進行比對前，我們得先找出每

張圖片的特徵，或稱訊息，這些訊息通常是指

物體之輪廓、邊緣、角點、顏色等，具備高識

別度或具獨特性之圖像特徵。在物件偵測與識

別之領域中，可以通用在路標看板辨識的問題

上，主要使用兩種不同的方式去偵測與識別，

分為使用物體的形狀特徵[1] 進行辨識或是基

張厥煒 黃智澄 呂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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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像素點(Pixel-Based)[2] [3] [4] 描述特徵進

行辨識。 

在路標看板偵測與辨識的部分， F. 

Aldershoff [5] 在足球競賽中使用路標看板顏

色特徵學習並建立色彩直方圖 (Colour 

Histogram)，將色彩特徵對競賽畫面進行反向

投影(Back-Projection)以達到路標偵測的功能，

並無針對路標內容進行識別的部分。F. Pelisson 

[6] 則對於影片中不同呈現方法的路標圖片進

行顏色特徵學習，並在影片中以反向投影的方

法偵測出可能是路標看板，如果在顏色互斥性

高時能達到不錯的準確率，但是在鄰近區域出

現像相似顏色則非常容易造成誤判。 

L. Ballan與 M. Bertini [7] [8] 等人分別在

2007年及 2010年提出使用 SIFT進行特徵建立

並將特徵點逐一批配，搜尋影片中任一區塊擁

有與路標看板大量相似特徵點，已達到路標匹

配的效果，亦能達到不錯的準確率。但是，需

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對每張影像進行特徵點建

立，比對的同時也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比對。

最後他們在比對後進行路標看板大小評估，刪

除在路標看板外的比對結果。 

2.2 尺度不變特徵 

D.G. Lowe[2] 提出 SIFT(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演算法，利用DoG(Difference 

of Gaussian)在不同的尺度空間(Scale Space)下

搜尋特徵點。由於 SIFT 特徵對於旋轉、尺度

縮放、亮度變化保持不變性、對視角變化、雜

訊、些微視角改變的容忍度相當高。 

由於 SIFT特徵在 DoG運算量太大導致速

度不夠快。因此 Y. Ke 和 R. Sukthanka[9] 使

用 PCA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的概念，

提出了 PCA-SIFT 特徵擷取法來降低維度來加

快整體的運算。同樣為了解決 SIFT 特徵運算

速度的問題，Bay[3] 基於 Integral Image，利用

Determination of Hessian matrix 來描述極值點，

也就是可能的特徵點，這種方法比 SIFT 更快

速、更強健，因此稱為 SURF(Speeded-Up 

Robust Features)演算法。 

2.3 索引結構演算法 

本論文採用 SURF特徵演算法來擷取特徵

並進行比對辨識，為了能夠在特徵資料庫中找

到最鄰近的特徵點，必須要有一個適合的搜尋

策略。因此我們採用 k-d 樹演算法來進行最近

鄰居搜尋(Nearest neighbor search)，如此一來在

不必搜尋特徵資料庫裡所有的特徵點，但使用

k-d 樹來進行最近鄰居搜尋，只有在較低維度

的空間才有比較好的性能，隨著維度的提高(超

過 20 維度以上)其效能會急遽降低。 

為了能夠讓 k-d 樹演算法能對高維度資料

的搜尋能力， Jeffrey S. Beis 和 David G. 

Lowe[10] 提出了一種改進算法 K-d tree with 

BBF（Best Bin First）。BBF的機制建立了優先

佇列（priority queue），回溯搜尋的時候只考慮

優先隊列，並提出停止搜尋的兩個條件，優先

佇列為空時或者搜尋次數（node search）超過

我們設定的門檻值（predetermined number）。

採用了 BBF搜尋機制後，k-d樹便可以有效的

擴展到高維度的數據集合上。但為了滿足搜尋

速度的需求，找到的最鄰近的特徵點都是近似

的，這無形中就降低了特徵點匹配的精準度。 

Silpa-Anan 等 [11]的多重隨機 k-d 樹

(Multiple randomized k-d trees)演算法，為了改

進精準度的問題而提出來的。他們通過搜尋多

個隨機的 k-d 樹的方式來提高搜尋節點的相對

獨立性， Marius Muja等[12] 通過大量的實驗，

進一步證明了多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普遍適用

於高維度數據的搜尋，而且比 BBF（Best Bin 

First）匹配的准確性更高，搜尋速度更快。故

本論文採用多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建立 SURF

特徵資料庫的索引結構，增加 SURF特徵比對

時的效率且確保特徵點匹配時的精準度。 

3. 設計構想與系統架構 

3.1 系統概述 

綜合過去的相關研究，辨識路標方法可利

用顏色或尺度不辨特徵描述等方法。而顏色本

身是構成影像其中重要特徵，然而使用顏色做

為特徵比對會因光影變化進而產生非常高的

錯誤率，所以我們使用多尺度空間下的特徵擷

取方法，對於比對物體的放大縮小、平移、旋

轉以及光線的影響有較好的適應性。由於特徵

點都是一個高維度資料，為了加快系統整體比

對效能，因此我們採用多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

建立特徵索引，相較於一般循序比對來的快。 

本論文系統架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特徵

學習與索引建立模組和辨識與比對模組。在特

徵學習模組中，系統會載入使用者欲將辨識路

標樣板，並針對每一張樣板抽取 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特徵，將所抽取出來的

SURF 特徵並建立多重隨機 k-d 樹的索引結構

作為後續特徵比對。最後根據不同路標特徵把

相似的做篩選及合併，進一步減少特徵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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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以及比對的次數。 

在辨識與比對模組中，系統會載入欲辨識

的影片，並針對影片中的每一張影像執行

SURF 特徵抽取，再建立多重隨機 k-d 樹的索

引結構以便後續比對，最後再與先前建立好的

特徵資料庫進行雙向比對。由於執行特徵比對

後，可能會產生錯誤的比對結果，因此為了降

低誤判機率將比對結果進行過濾及除錯，最後

輸出比對結果。 

3.2 系統架構流程 

本論文之系統架構圖如圖 1 ，為了更詳

細介紹因此將系統的特徵學習及辨識的部分

為五個子系統： (1) 路標特徵學習、(2) 建立

SURF特徵點索引、(3) 特徵篩選及合併、(4) 路

標特徵比對以及(5) 比對結果過濾及除錯。 

 

圖 1 系統架構圖 

系統執行過程是針對影片中的每張影像，

故可以辨識出路標在影片中出現的位置，亦可

以對於路標出現的次數做累積，以下將針對各

個子系統做描述。 

(1)路標特徵學習： 

載入使用者欲辨識的路標圖片，並從每一張

圖片中擷取 SURF特徵。 

(2)建立 SURF特徵點索引： 

由於 SURF特徵是一個高維度的向量，使用

多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建立 SURF 特徵的索

引結構，將可以幫助後續的特徵比對，使得

可以快速地找出特徵資料庫中最鄰近的特

徵點。 

(3)特徵篩選及合併： 

為了確保不同的路標特徵間，因為相似度過

高而造成重複比對，因此我們把相似的特徵

做合併，以一個特徵當作代表比對，這樣在

之後比對時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比對次數。 

(4)路標特徵比對： 

雖然在特徵資料庫裡面已經建立好一個有

效率的索引結構，可以快速地從中找到最鄰

近的特徵點，但最鄰近的點不代表匹配結果

就是正確的，因此需要透過一個好的比對方

法，找出正確的匹配結果，在後面的章節將

會做詳細的介紹。 

(5)比對結果過濾及除錯： 

比對完成之後，為了提高比對的正確率，所

以會對比對結果進行過濾及除錯，主要分為

兩個部分。而在影像比對的時候其中兩個特

徵點可能同時在特徵資料庫裡找到相同的

特徵點，由於這個特徵點可能是查詢影像裡

面重要的特徵之一，因此對於每一個特徵點，

只保留距離最近的那一對。接著使用隨機抽

樣 一 致 (RANdom SAmple Consensus, 

RANSAC)演算法，保留較穩定的比對結果，

減少比對的錯誤率。 

4. 特徵學習 

4.1 特徵抽取 

SURF特徵使用Hessian matrix行列式值在

尺度空間中擷取特徵點，使用 Hessian 偵測與

Haar 小波遮罩計算都可利用積分影像加速運

算，所以產生 SURF 特徵描述子的速度比

SIFT(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特徵快，

且辨識率更高，圖 2 為特徵擷取流程圖。 

 

圖 2 SURF特徵擷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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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縮放特性： 

SURF是在多尺度空間中利用Hessian matrix

偵測區域的極端點當作特徵，因此在不同尺

度下保有一定的不變性。 

(2)旋轉特性： 

SURF在做特徵點匹配時，先要對其主方向，

改變計算特徵點周圍描述子的位置與順序，

因而具有旋轉不變特性。 

(3)光影變化： 

SURF描述子是由Haar小波運算得到的梯度

特徵，由於梯度是灰階值的相對差異，因此

對於影像整體的明亮變化較不敏感。 

(4)高鑑別率： 

SURF特徵描述子具有 64維度的資訊。 

4.2 特徵點篩選及合併 

在影像資料庫當中，主要關鍵在於如何從

特徵資訊中篩選出影像上的特性，由於從影像

上所擷取的特徵點當中可能會出現相同的特

徵描述子，當樣板數量持續增加時，特徵描述

子重覆率就越高，使得特徵資料庫更加的龐大，

這些重複的特徵除了增加特徵資料庫的空間，

在辨識的時候也會有重複比對的情形，造成比

對效率降低，所以我們需要經過特徵篩選，把

重複的特徵合併，以一個代表性的特徵作為比

對依據，如下圖 3 為特徵點篩選及合併流程。 

 

圖 3 特徵點篩選及合併流程圖 

以紅茶和綠茶為例，圖 4 (a)為原始影像。

圖 4 (b)經過 SURF特徵抽取之後的特徵點分布。

再經過特徵比對之後可以發現紅茶和綠茶之

間有極為相似的特徵點，如圖 4 (c)所示。接著

我們把相似和不相似的特徵點區分開來，如圖

4 (d)(e)所示。然後把紅茶和綠茶相似的特徵點

合併起來，如圖 4 (f)所示，並記錄這合併的特

徵點是由兩者所共有的，以便之後比對的結果

判斷用。最後再把合併過的特徵以及不相似的

特徵放入特徵資料庫裡面。 

4.3 建立特徵索引 

為了能夠從特徵資料庫中快速地找到最

鄰近的特徵點，並判斷是否匹配，我們使用多

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來建立我們的索引結構，

在確保搜尋的正確率下，快速地找到最鄰近的

特徵點。 

首先，生成 m 個具有不同結構的 k-d 樹。

傳統的 k-d 樹演算法在構建的階段中，對於所

有的特徵點，統計它們在每一個維度上的變異

數 (Variance) 並挑選出其中的最大值，再按這

個值所對應的維度進行排序，位於正中間的那 

個樣本點選為分裂的結點，再依據這個分裂節

點將數據集合分為兩部分。而隨機 k-d 樹則是

挑選最大的前 D 維並隨機挑選其中一維進行

排序再將數據分為兩部分，使在不同的 k-d 樹

之間盡可能的保持相對獨立。如果搜尋的節點

數量限制在 n個，將搜尋過程同時分散到 m個

k-d 樹中，則在每個 k-d 樹當中就將搜尋 n / m 

個節點。 

其次，在搜尋的階段，和 BBF（Best Bin 

First）機制相似，每一棵樹共同擁有優先佇列

（priority queue），根據優先佇列同時搜尋多個

隨機 k-d 樹，並根據優先佇列是否為空或葉節

點則停止搜尋，最後搜尋到鄰近的候選點進行

排序，選取最鄰近的便是我們想要的特徵點。 

 

 

圖 4 特徵篩選(a)原始影像(b)SURF特徵抽取(c)經過比對後相似的特徵點(d)相似的特徵點(e)不

相似的特徵點(f)合併後的特徵點。

     
(a) (c) (e) 

     
(b)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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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標辨識 

5.1 特徵點比對 

每個 SURF特徵點比較，主要計算特徵描

述子之間的距離作特徵匹配的依據。為了提升

比對的速度，本論文利用多重隨機 k-d 樹建立

特徵索引，能夠快速地找到最鄰近的特徵點，

但 SURF特徵點在現實的情況下，可能會有相

似度很高但並不完全正確的匹配，因此需要一

個有效的比對方法找出正確的特徵點做匹配，

以下將做詳細說明。 

在 SURF特徵匹配中，可以採用距離函數

作為特徵點的相似度，計算兩個特徵向量的距

離，進而判斷兩個特徵點是否相似且匹配。在

本研究對特徵點相似度方面，我們計算影像中

擷取到的特徵向量與先前學習特徵向量的歐

氏距離(Euclidean Distance)，來做為比對的依據，

並配合之前所建立好的特徵索引結構，便可以

快速地在特徵資料庫裡面找到最相近的特徵

點。以下式(1)為計算歐氏距離的數學式， v1~ 

vi為樣板的特徵點，w1~ vi為影像上所擷取的

特徵點，k代表維度的向量數。 

 dist(𝑣𝑖, 𝑤𝑗) = √∑ (𝑣𝑖𝑘 − 𝑤𝑗𝑘)
2

𝑘     (1) 

5.2 比對方法及流程 

根據上一個小章節的方法，我們可以透過

計算兩個特徵點之間的歐氏距離，從我們特徵

索引資料庫中找到最相近的特徵點。由於某些

特徵點彼此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雖是最相似的

但匹配的位置並不正確，一個特徵點通常在空

間中會產生些微的位移，因此在實際的比對中，

我們使用 Mikolajczyk 與 Schmid[13] 所提出

的最鄰近距離比對方法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Ratio, NNDR)進行雙向比對，去除匹

配錯誤的特徵點。 

最鄰近距離比對方法，如式(2)、(3)及(4)

所示，從影像 v 中特定的特徵點 i，找出距離

最小的特徵點 j，定義為 p1st,i，同樣的，相對

於特定的特徵點 i，找出距離第二小的特徵點 j，

定義為 p2nd,i，將 p1st除以 p2st，得到一個比值

α，作為距離比對的門檻值，假如比值α小於

0.5 倍時，則兩關鍵點為比對成功；若比對比

例α大於 0.5，則表示該特徵點不適合當作比

對依據。 

𝑝1𝑠𝑡,𝑖 = 𝑎𝑟𝑔𝑗𝑚𝑖𝑛 (𝑑𝑖𝑠𝑡(𝑣𝑖, 𝑤𝑗))   (2) 

𝑝2𝑛𝑑,𝑖 = 𝑎𝑟𝑔𝑗,𝑗≠𝑝1𝑠𝑡,𝑖
𝑚𝑖𝑛 (𝑑𝑖𝑠𝑡(𝑣𝑖 , 𝑤𝑗)) (3) 

𝑝1𝑠𝑡

𝑝2𝑛𝑑
≤ α       (4) 

 

根據 Lowe[2] 所示，測試不同種類的影像

共 40,000 個特徵點後，發現當α超過 0.8 時，

匹配錯誤的比率會大幅提高。 

圖 5 為本研究之比對流程示意圖。在特

徵比對之前，我們從樣板和影片畫面中抽取

SURF 特徵點，分別為 S1 和 S2 兩個特徵點集

合並建立多重隨機 k-d 樹的索引結構，使更快

速地找出最相近以及次相近的特徵點，進行相

似度的判斷。 

 

圖 5 特徵點比對流程 

以下針對比對流程做詳細步驟說明： 

(1)從 S2 的特徵集合中隨機挑選出一個特徵點

T。 

(2)從 S1 的特徵索引結構中，找出最相近的特

徵 點 closestT’ 以 及 次 相 近 的 特 徵 點

seclosestT’。 

(3)根據最鄰近距離比對方法，比對比例α小於

0.5 倍時，則兩特徵點 T 及 closestT’為比對

成功，比對失敗則跳到步驟(7)。 

(4)以 closestT’的特徵點對 S2 的特徵索引結構

中找出最相近的特徵點 closestT”以及次相

近的特徵點 seclosestT”。 

(5)根據最鄰近距離比對方法，比對比例α小於

0.5 倍時，則兩特徵點 closestT’及 closestT”

為比對成功，比對失敗則跳到步驟(7)。 

(6)比較T以及closestT”是否為同一個特徵點，

如果是代表 T 以及 closestT’匹配成功，否則

為在 S1中沒有特徵點可以跟 T 匹配。 

(7)從 S2 隨機挑選特徵點並從步驟(2)開始進行

比對，直到 S2沒有特徵點可以做比對。 

5.3 比對結果除錯 

我們能夠從特徵資料庫中找到幾個能夠

成功匹配的特徵點，但仍然還有一些匹配錯誤

的特徵點需要除錯，來增加最後匹配結果的穩

定性。在最後比對結果除錯的部分，使用隨機

抽樣一致演算法進行除錯，隨機抽樣一致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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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特徵匹配中典型的除錯演算法，其計算過

程穩定可靠，而且精準度高，具有較好的去除

匹配特徵點。圖 6 為隨機抽樣一致演算法後

特徵點匹配的結果。 

以下對於隨機抽樣一致演算法的流程做

簡單概述： 

(1) 在數據中隨機選擇幾個點設定為內群。 

(2) 計算適合內群的模型。 

(3) 把其它剛才沒選到的點帶入剛才建立的模

型中，計算是否為內群。 

(4) 記下內群數量。 

(5) 重複以上步驟多做幾次。 

(6) 比較哪一次計算中內群數量最多，就是我們

所求的解。 

 

圖 6 隨機抽樣一致演算法範例。(a)包含許多

離群的一組數據，要找一條最適合的線。(b) 

RANSAC 找到的線(藍色點為內群，紅色點為

離群)。 

5.4 辨識結果 

由於資料庫中存放許多路標的樣版，為了

能夠區分哪一張路標辨識成功，我們制訂幾個

條件來判斷最後比對結果是否成功。 

以下為制定的條件： 

(1) 該路標成功匹配的特徵點必須大於 5個。 

(2) 該路標擁有的所有特徵點和成功匹配的特

徵點的比重必須最高。如式(5)和(6)所示，

Fcorrect代表成功匹配的特徵點數，Ftotal為該

路標擁有的所有特徵點數。 

 

𝑅𝑎𝑡𝑖𝑜(𝐼𝑖) =
𝐹𝑐𝑜𝑟𝑟𝑒𝑐𝑡

𝐹𝑡𝑜𝑡𝑎𝑙
     (5) 

𝑅𝑒𝑠𝑢𝑙𝑡 = 𝑎𝑟𝑔𝑖𝑚𝑎𝑥(𝑅𝑎𝑡𝑖𝑜(𝐼𝑖))   (6) 

 

(3) 系統判斷條件為連續 5 個單格畫面通過以

上兩個條件，都為同一個路標，系統才判定

該路標辨識成功。 

6. 實驗結果 

實驗所用的影片以騎樓、人行道及火車站

為主，並針對有光影的影響下，因此我們在同

個測試場景早晚各拍攝一次做為實驗影片。在

實驗過程中我們擷取影片上的某片段當作測

試影片，並分析系統的準確率。根據特徵資料

庫大小，分別計算建立索引前後，對辨識時所

花費的時間差異，並分析特徵篩選及合併對特

徵資料庫的大小影響，以及辨識時所花費的時

間差異。使用的看板資料庫的範例如圖 7 所

示，使用的影片種類的範例如圖 8 所示。 

辨識結果根據以下定義，其中 TP (True 

Positive)代表路標有在影片之中出現，並且能

夠辨識路標之特徵，而且系統判斷正確回傳；

FP (False Positive)代表路標沒有出現或是路標

已因遮蔽或光線導致無法有效辨識，但是系統

判別辨識成功並回傳；FN (False Negative)代表

路標有出現且能辨識成功，但是系統判斷錯誤

沒有回傳。依照以上的定義，我們可以由式(7)、

(8)算出 Precision Rate 與 Recall Rate： 

圖 7 看板資料庫範例(a)騎樓(b)人行道(c)火車站 

      

      
(a) (b) (c) 

圖 8 擷取測試影片中早晚的畫面(a)騎樓(b)人行道(c)火車站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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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𝑟𝑒𝑐𝑖𝑠𝑖𝑜𝑛 𝑅𝑎𝑡𝑒 =
𝑇𝑃

𝑇𝑃+𝐹𝑃
     (7) 

𝑅𝑒𝑐𝑎𝑙𝑙 𝑅𝑎𝑡𝑒 =
𝑇𝑃

𝑇𝑃+𝐹𝑁
     (8) 

表 1 本研究方法之辨識結果(早上) 

編號 項目 
Total 

frames 
TP FP FN 

Precisi

on 

Rate 

Recall 
Rate 

1 騎樓 1747 1412 0 37 100% 97.45% 

2 騎樓 1894 1072 29 81 97.37% 92.97% 

3 騎樓 1864 980 10 85 98.99% 92.02% 

4 人行道 2056 1275 0 292 
100.00

% 
81.37% 

5 人行道 2558 1443 0 17 
100.00

% 
98.84% 

6 人行道 2286 899 0 10 
100.00

% 
98.90% 

7 火車站 3480 799 0 115 
100.00

% 
87.42% 

8 火車站 3240 350 0 230 
100.00

% 
60.34% 

平均 
2390.6

3 
1028.75 4.88 108.38 99.54% 88.66% 

由表 1 可以得知，因為早上的拍攝的光

線環境充足，且騎樓和人行道此時人潮較少，

路標在畫面中較無遮蔽物，都可以達到較高的

辨識率。而火車站室內光線有些地方較昏暗，

因此會產生較多的誤判。 

表 2 本研究方法之辨識結果(晚上) 

編號 項目 
Total 

frames 
TP FP FN 

Precision 

Rate 

Recall 

Rate 

1 騎樓 1856 105 0 1131 100 8.50 

2 騎樓 1798 0 0 962 0.00 0.00 

3 騎樓 1874 76 0 815 100.00 8.53 

4 人行道 2265 282 0 957 100.00 22.76 

5 人行道 2185 0 0 1079 0.00 0.00 

6 人行道 2097 0 18 867 0.00 0.00 

7 火車站 2970 258 0 612 100.00 29.66 

8 火車站 2850 99 0 453 100.00 17.93 

平均 2236.88 102.5 2.25 859.5 62.5 10.92 

由表 2 可以得知，因為晚上的拍攝的光

線環境較不充足，影響拍攝後的結果，進而影

響特徵抽取後的數量，例如在騎樓和人行道上

的店家招牌會發出光源，使得拍攝裝置無法正

確地拍下招牌的內容。 

為了減少特徵資料庫的大小，以及重複比

對的次數，本研究使用特徵篩選及合併的方法。

在實驗上，我們將路標影像的數目劃分為十組，

從最低 10個路標到最高 100 個路標，個別分

析特徵篩選及合併對於特徵資料庫的大小以

及搜尋速度上的影響。 

實驗結果如圖 9 和圖 10 所示。根據實

驗結果發現，透過這樣的方法，篩選前後特徵

都有一定數量的減少，而差距最多的是在 40

個路標的那一組，大約有 10%左右的差距，也

就是說該組比起其他組的路標特徵之間擁有

較大的相似度。而相對應的搜尋速度也有些許

的提升，大約在 4%左右。因此使用特徵篩選

及合併的方法，在路標彼此相似度很高的時候，

可以幫助減少特徵資料庫的數量，並進一步提

升搜尋的速度。

 

圖 9 特徵篩選及合併之特徵資料庫大小差異

比較圖 

 

圖 10 特徵篩選及合併之搜尋時間差比較圖 

SURF 特徵是一個高維度的向量資料，因

此我們在特徵資料庫裡面建立一個有效的索

引結構，提升在搜尋比對時的速度。如圖 11 所

示，我們同樣把路標影像的數目分為十組，從

最低 10 個路標到最高 100 個路標，並個別分

析有無建立索引結構在搜尋速度上的影響。 

根據實驗的結果可以發現，由於循序搜尋

會將特徵資料裡的特徵全都會比對過一次，因

此隨著路標數目的變多，搜尋速度也跟著提升。

相對於有建立索引結構，隨著路標數目的變多，

搜尋速度依然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並且在路標

數目為 100 個時，跟循序搜尋的差異可以達

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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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建立索引之搜尋時間差異比較圖 

7. 結論 

本論文提出一個利用 SURF當作特徵來辨

識場景中屬於路標的系統，從實驗的結果中可

以得知，在早上或是光線較充足的環境下，本

系統可以達到很高的辨識率，而在晚上受到一

些限制，像是因為光線不夠充足，或是攝影裝

置的關係，使得拍攝發光體的招牌時會變得很

模糊，基於以上原因導致無法抽取在場景中屬

於路標的特徵，使辨識率相較早上或是光線較

充足的情況下，低落了許多。 

由於 SURF 特徵屬於高維度的向量資料，

對特徵資料庫建立一個索引結構，幫助搜尋比

對時能夠快速地找到最鄰近的特徵點，根據實

驗的結果，建立一個有效率的索引結構，相對

於循序搜尋能夠增加 80%的搜尋速度。為了能

夠更進一步增加比對的效率，我們進一步分析

各種路標間特徵點的相似性，經過篩選及合併

的方法，把相似的特徵合併為一點，根據實驗

的結果，透過篩選及合併相似的特徵點，除了

可以縮減特徵資料庫中最大約 10%的特徵點，

還可以更進一步增加最大約 4%的比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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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對折策略之雙影像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 
 

 
摘要 

多數藏入方法在找到預測值後直接將機

密訊息轉成十進制(或其他進制)的機密符號，

與預測值(或像素)進行相加(或相減)，完成嵌入

動作。然而本研究發現，機密訊息也是影響影

像品質很重要的因素，機密符號過大可能導致

偽裝像素與原始像素差異較大，因此，本論文

利用中間對折策略縮小機密符號的數值，將縮

小後的機密符號透過平均法嵌入兩張偽裝影像

當中，以維持影像品質。從實驗結果來看，本

論文所提的方法與其他雙影像技術相比有相當

不錯的表現，在相同藏量下，所提方法影像品

質平均優於其他方法 2 dB 以上。再者，所提方

法利用 k 值決定資訊藏入量，k 值越大藏入訊

息量越多。由實驗結果可以看出，在相同影像

品質下，所提方法的藏入量較其他學者平均多

約 0.5 bpp 以上。 

關鍵詞：可逆式資訊隱藏、雙影像技術、中間

對折策略 
 

1. 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網路已然成為人們

傳送資訊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在資料傳送

過程中，資料可能遭到非法第三者的監聽、竊

取、偽造、破壞等威脅，因此，為了確保資料

安全，學者們利用資訊隱藏(Data Hiding)技術

用以解決資訊安全的問題。資訊隱藏技術主要

是將要保護的機密訊息隱藏在原始的宿主媒體

(Cover Medium)中，以產生偽裝媒體 (Stego 
Medium)。此處指的媒體可以是文字、影像、

影片等數位訊號，本研究以影像為研究對象。

資訊隱藏技術依據偽裝影像是否可被還原，分

為 不 可 逆 式 (Non-Reversible) 與 可 逆 式

(Reversible) 兩 種 。 可逆 式 資 訊 隱 藏技術

（Reversible Data Hiding, RDH）是指當機密訊

息從偽裝影像中取出時，偽裝影像能被還原至

藏入前的狀態，此項技術常應用於軍事或醫療

影像上。 
近十年已有非常多 RDH 技術被提出，較

早 被 提 出 的 技 術 有 差 異 擴 張 (Difference 

Expansion)技術與直方圖位移（Histogram-Shift 
Based）方法。差異擴張方法主要利用兩個像素

之間的差異值為基礎，以擴張數倍差異值的方

式順便將機密訊息嵌入。Tian 學者於 2003 年

提出第一個提出差異值擴張技術，該方法計算

出 2 個鄰近像素之間的差異值，並將差異值擴

張 2 倍，同時將 1 位元的機密訊息嵌入 [1]；
Alatter 學者改良 Tian 學者的方法，於 2004 年

提出以向量取代像素值配對的差異擴張技術，

他將4個鄰近像素之間的差異值分別擴張2倍，
接著將擴張後差異值嵌入 3位元的機密訊息[2]；
Li 等學者於 2011 年提出適應性嵌入(Adaptive 
Embedding)技術，他們將像素的複雜度分成平

坦 區 塊 (Flat Regions) 和 複 雜 區 塊 (Rough 
Regions)兩類，最後依照不同分類的結果決定

像素的預測誤差值，及嵌入機密訊息的數量[3]；
Gui 等學者於 2014 年修改 Li 等學者的方法，

將複雜度的種類增加，提升預測誤差值的藏入

量[4]。 
直方圖位移方法是利用統計方式，產生像

素值或預測誤差值的直方圖，並將機密訊息嵌

入至出現次數最多的數值當中。例如 Ni 等學者

於 2006 年提出直方圖位移技術，他們利用統計

方式產生像素值的直方圖，並將機密訊息嵌入

於出現次數最多的像素值當中[5]；Tsai 等學者

於 2009 年利用線性預測法產生像素的誤差，接

著分別建立正向誤差的直方圖和負向誤差的直

方圖，最後將機密訊息嵌入於出現次數最多的

誤差值中[6]；Wang 等學者於 2013 年利用不同

預測方法，針對每個像素產生 2 個誤差值，接

著統計誤差值，產生一個 2 維直方圖，最後將

2 維直方圖分割成數個 1 維直方圖進行嵌入

[7]。 
除了差異擴張和直方圖藏入方法外，近期

很常被使用的方法為雙影像技術（Dual Images 
Techniques）。雙影像技術在機密訊息藏入時，

將宿主影像複製成兩張相似的偽裝影像，以提

升整體嵌入量。Chang 等學者於 2007 年將模數

函式藏匿法(Exploiting Modification Direction, 
EMD)與雙影像技術結合，該方法首先建立一

個 256×256 的模數函式矩陣，接著將機密訊息

以2個位元為一組轉成一個5進制的機密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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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 2 個機密符號為一組進行嵌入，最後從模

數函式矩陣中取得左對角線和右對角線的對應

數值，此即為兩張偽裝影像的偽裝像素值[8]；
Chang 等學者為了減少上述方法的影像失真程

度，將對應數值方式由左對角線和右對角線修

改成水平線和垂直線，使每次嵌入只需修改一

個像素值即可[9]；Lee 等學者於 2009 年將每組

像素值視為中心點，並利用中心點的 4 個方向

將機密訊息嵌入，以取得兩張影像的偽裝像素

值，為了避免影像無法還原，透過兩張影像像

素的方向關係，判斷第二張影像是否能嵌入機

密訊息，如無法嵌入，第二張影像的偽裝像素

值回復成原始像素值[10]；Lee 和 Huang 學者

於 2013 年將機密訊息轉成 5 進制機密符號，以

每 2 個機密符號為一組進行嵌入，透過定義好

的嵌入規則取得兩張影像的偽裝像素值[11]；
Chang等學者於2013年為了提升資訊藏量將機

密訊息轉成 10 進制機密符號，利用單一對角線

(右對角線)的方式找出對應值[12]；Qin 等學者

於 2014 年利用 EMD 對第一張影像進行嵌入，

並且在嵌入第二張影像時採用三項規則進行嵌

入，使用的嵌入規則依據第一張影像決定[13]；
Lu 等學者於 2015 年利用最低位元匹配法
(Least-Significant-Bit Matching, LSB Matching)
進行嵌入，以模數函式和最低有效位元取得兩

張影像的偽裝像素值，接著透過平均法檢查偽

裝像素值是否可以還原，利用規則表針對無法

還原的偽裝像素值進行修改，使影像能順利還

原[14]。由上述內容可知，雙影像技術利用模

數函式矩陣、嵌入規則表、LSB Matching、EMD
等方法對偽裝像素進行修改，嵌入方法明顯影

響影像品質和藏入能力。Li 等學者利用方向嵌

入機密訊息，達到高影像品質效果，但藏入量

只能達到 0.75 bpp，而 Chang 等學者利用模數

函式矩陣對機密訊息進行嵌入，達到高藏入能

力，但影像品質表現不如 Li 等學者的方法。由

此可知提升藏入量且維持高影像品質，對雙影

像技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挑戰。 
本研究發現藏入訊息大小其實也是影響偽

裝影像品質很重要的因素，大多數的資訊隱藏

方法，會將機密訊息由二位元字串轉成十進制

(或其他進制)成為機密符號，再將此機密符號

直接與預測值(或像素)進行相加(或相減)，若機

密符號太大，則偽裝像素與原始像素的差距就

會大，導致影像品質下降。本論文採用對折策

略縮小機密符號的數值，接著再透過平均法將

對折後機密符號嵌入至兩個偽裝像素值之中，

有效提升影像品質。另外，發生溢位問題的像

素值則以原始像素值取代，以減少不必要的影

像失真。 
本篇論文會依序介紹整個研究流程：第 2

章節介紹植基於模數函式藏匿法之雙影像技術

(第 2.1 節)、植基於位置性之雙影像技術(第 2.2
節)和植基於最低位元取代匹配法之雙影像技

術(第 2.3 節)。第 3 章節介紹本研究的流程和範

例。第 4 章節針對實驗結果進行分析和探討。

最後，第 5 章節針對本研究所提方法和實驗結

果進行結論分析。 

2. 文獻探討 

2.1 植基於模數函式藏匿法之雙影像技術 

Zhang 和 Wang 學者於 2006 年提出模數函

式藏匿法 (Exploiting Modification Direction, 
EMD) [15]。該方法每次以 n 個像素值為一組進

行嵌入，並利用EMD公式計算出模數函式值，

判斷是否需要修改像素值。EMD 公式如下所

示： 

, , 1 , 1 , 1
1

( , , , ) ( )  mod  (2 1) 
n

i j i j i j n i j q
q

F x x x x q n+ + − + −
=

 
= × + 
 
∑ ，                      (1) 

其中 F(.)為模數函式公式，xi,j為原始像素值，i
和 j 為像素索引值。 n 個像素每次嵌入

2log (2 1)k n= +  個機密訊息，將 k 個機密位元

為一組，轉成(2n+1)進制機密符號 d，接著利用

公式(1)計算出 F(.)函式值，再判斷 F(.)值是否

等於機密符號 d，若相等，則不必修改該組像

素值；若不相等，則需修改該組其中一個像素

值。修改公式如下所示： 
( ) mod  (2 1)u d F n= − + ，            (2) 

, 1 , 1

, 2 , 2

1,      if  

1,   otherwise
i j u i j u

i j n u i j n u

x x u n
x x

+ − + −

+ − + −

′ = + ≤
 ′ = −

，

。
                                                              (3) 

其中 u 為欲修改的像素位置。透過公式(2)取得

像素位置 u，接著利用公式(3)將像素值進行修

改，使 F(.)函式值和機密符號 d 相等。 
以圖 1 為例，令 n=4 且機密訊息為

001110101111 ， 4 個 像 素 可 藏 入

2log (2 4 1) 3k = × + =   個機密訊息，每 k 個位

元為一組轉成(2×4+1)進制得到機密符號 d 為(0 

 
圖 1 EMD 之嵌入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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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9、(110)2=(6)9、(101)2=(3)9和(111)2=(7)9。

圖 1 中第一組 4 個像素值分別為 45、46、38
和 42，代入公式 (1)計算出 F(.)函式值為

F(45,46,38,42)=(45×1+46×2+38×3+42×4) mod 
(2×4+1)=5，由於 F(.)函式值不等於第一個機密

符號 d=(1)9，利用公式(2)計算出欲修改像素位

置 u=(1-5) mod (2×4+1)=5，接著透過公式 
(3)取得修改後像素值 x'1,(1+2×4-5)=42-1=41，即偽

裝像素值為 45、46、38 和 41。 
為了提升藏入量，Chang 等學者於 2007 年

提出第一個雙影像技術[8]。該方法將 EMD 的

模數函式公式(1)加以改良。改良後公式如下： 

, , 1 , , 1( , ) ( 2 ) mod  5 i j i j i j i jM x x x x+ += + × ，
                        (4) 

其中 M 為模數函式矩陣，存放像素值 0~255 的

所有模數函式值。首先，該方法透過公式(4)建
立一個 256×256 模數函式矩陣 M={M(0,0), 
M(0,1),…, M(255,255)}，如圖 2 所示。接著以 2
個機密訊息為一組，轉成 5 進制機密符號 d，
每次取 2 個機密符號 d 進行嵌入。取得機密符

號 d 後，利用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取得模數函

式值 M(xi,j, xi,j+1)做為中心，從模數函式矩陣 M
中選取 5×5 區塊。若區塊中模數函式值等於機

密符號 d，將所對應到的像素值 xi,j和 xi,j+1當作

偽裝像素值。 
以像素值配對 x1,1=45、x1,2=46 且機密訊息

為 001110 為例，每 2 個機密訊息為一組，轉成

5 進制機密符號 d 為(00)2=(0)5、(11)2=(3)5 和

(10)2=(2)5。以模數函式值 M(45,46)=2 為中心，

選取 5×5 區塊(如圖 2 所示)，利用該區塊內右

對角線 (如圖 3 (a) 所示)和左對角線 (如圖 3 
(b) 所示)嵌入機密符號(0)5和(3)5。當第 1 個機

密符號 d=(0)5，對應到像素值為 x'1,1=47 和

x'1,2=44，此即為第 1 張偽裝影像的像素值；第

2 個機密符號 d=(3)5，對應到像素值為 x''1,1=47
和 x''1,2=48，此即為第 2 張偽裝影像像素值，

嵌入範例如圖 3 所示。 

 
圖 2 256×256 模數函式矩陣 

 
圖 3 Chang 等學者之雙影像範例[8] 
為了提升影像品質，Chang 等學者於 2009

年將 EMD 雙影像技術進行改良[9]。該方法將

機密符號的對應方式由左對角線和右對角線，

修改成水平線和垂直線進行嵌入，以像素值配

對 x1,1=45、x1,2=46 且機密符號 d 為(0)5 和(3)5

為例，將模數函式值 M(45,46)=2 視為中心點，

並選取 5×5 區塊，以垂直線上模數函式值(如圖

4 (a)所示)和水平線上模數函式值(如圖 4 (b)所
示)對機密符號(0)5 和(3)5 進行嵌入。第 1 個機

密符號 d=(0)5，對應到像素值為 x'1,1=45 和

x'1,2=45，此即為第 1 張偽裝影像像素值；第 2
個機密符號 d=(3)5，對應到像素值為 x''1,1=46
和 x''1,2=46，此即為第 2 張偽裝影像像素值，嵌

入範例如圖 4 所示。 
Chang 等學者於 2013 年將區塊大小由 5×5

擴增至 9×9，並且以 10 進制機密符號 d 進行嵌

入[12]。為了提升影像品質，該方法將機密符

號的對應方式從雙對角線改為只用右對角線進

行嵌入，並且將其所對應的像素值，同時對第

1 張影像偽裝像素值 x'i,j和第 2 張影像偽裝像素

值 x''i,j 進行修改。該方法將模數函式矩陣公式

(4)進行修改，公式如下所示： 

, , 1 , , 1( , ) ( 3 ) mod  9 i j i j i j i jM x x x x+ += + × 。
                        (5) 

 

 
圖 4 Chang 等學者之改良後雙影像範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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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Chang 等學者於 2013 年改良後之雙影像

範例[12] 
以像素值 x1,1=45 且機密訊息為 001110 為

例，機密訊息轉成 10 進制機密符號 d 為

(001)2=(1)10 和(110)2=(6)10。接著將像素值 x1,1

代入公式(5)取得模數函式值 M(45,45)=0，以模

數函式值為中心，選取 9×9區塊(如圖 5 (a)所示)。
第 1 個機密符號 d=(1)10，對應到像素值為

x'1,1=49(如圖 5 (b)所示)和 x''1,1=41(如圖 5 (c)所
示)。 

Qin 等學者於 2014 年將 EMD 與雙影像技

術結合[13]，該方法將機密訊息轉成 5 進制機

密符號，並且利用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將機密

符號 d1和 d2進行嵌入。機密符號 d1利用 EMD
進行嵌入，取得第一張偽裝影像像素值配對 x'i,j
和 x'i,j+1。為了避免影像無法還原，該方法以偽

裝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判斷機密符號 d2的嵌

入方法，判斷條件如下所示： 
(1)  當 x'i,j＝xi,j且 x'i,j+1＝xi,j+1，機密符號 d2繼

續利用 EMD 進行嵌入，產生第 2 張偽裝

影像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 
(2)  當 x'i,j＝xi,j且 x'i,j+1≠xi,j+1，對第 2 張偽裝影

像的像素值 xi,j+1進行修改，使 F(.)函式值

等於機密符號 d2。修改公式如下所示： 

2 , , 1 , , 1

2 , , 1 , , 1

2 , , 1 , , 1

2 , , 1 , , 1

2

1, if , 1 sign( )  

2, if , 2 sign( )  

3, if , 3 sign( )  

4, if , 4 sign( )  

5, if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d F x x x x

d F x x x x

l d F x x x x

d F x x x x

d F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1, 5 sign( )  i j i j i j i jx x x+ +










 − × ′ −   ，

  

(6) 
, ,

, 1 , 1 , 1 , 1

                                          
sign( )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x
x x l x x+ + + +

′′ =
 ′′ ′= − × −

，

，
 

(7) 
其中 l 為介於 1~5 之間的數值，sign(.)為
符號函數，以 1 和-1 表示正數和負數。為

了使 F(.)函式值與機密符號 d2相等，利用

公式(6)找出數值 l，並將數值 l 代入公式

(7)計算出第 2 張影像偽裝像數值配對 x''i,j
和 x''i,j+1。 

(3)  當 x'i,j≠xi,j且 x'i,j+1＝xi,j+1，對第 2 偽裝張影

像的像素值 xi,j進行修改，使 F(.)函式值等

於機密符號 d2，修改公式如下所示： 

2 , , , , 1

2 , , , , 1

2 , , , , 1

2 , , , , 1

2 ,

1, if 1 sign( ),  

2, if 2 sign( ),  

3, if 3 sign( ),  

4, if 4 sign( ),  

5, if 5 si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d F x x x x

d F x x x x

l d F x x x x

d F x x x x

d F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gn( ),  i j i j i jx x x +










 ′ −   ，

 

(8) 
, , , ,

, 1 , 1

sign( )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x l x x
x x+ +

′′ ′= − × −
 ′′ =

，

，
 

(9) 
為了使 F(.)函式值與機密符號 d2相等，利

用公式(8)找出數值 l，並將數值 l 代入公

式(9)計算出第 2 張影像偽裝像數值配對

x''i,j和 x''i,j+1。 
以像素值配對 x1,1=45、x1,2=46 且機密訊息

為 0011 為例，將機密訊息轉成機密符號

d1=(00)2=(0)5和 d2=(11)2=(3)5。透過公式(1)計算

出 F(.)函式值為 F(45,46)=(45×1+46×2) mod (2×
2+1)=2，由於 F(.)函式值不等於機密符號 d1，

利用公式(2)計算出欲修改像素位置 u=(0-2) 
mod (2×2+1)=3，接著透過公式(3)取得修改後

像素值 x'1,2=46-1=45，取得第一張影像偽裝像

素值 x'1,1和 x'1,2為 45、45。因為 x'i,j＝xi,j且 x'i,j+1
≠xi,j+1，所以利用公式(6)計算出數值 l=3，並且

代入公式(7)取得第 2 張影像偽裝像數值配對

x''i,j=45 和 x''i,j+1=46-(3×sign(45-46))=49。 

2.2 植基於位置性之雙影像技術 

Lee等學者於 2009年提出一個基於位置性

的雙影像技術 [10]，該方法將像素值配對 xi,j
和 xi,j+1視為一組座標，像素值 xi,j和 xi,j+1分別代

表 X 軸和 Y 軸座標，該組像素值配對視為十字

圖案(如圖 6所示)中心點(xi,j, xi,j+1)，中心點上、

下、左和右 4 組像素值配對分別對應機密訊息

s1 和 s2不同組合，其中 s1 和 s2各為 1 位元機

密訊息，並將對應到的像素值配對當作第一張

偽裝影像的像素值配對 x'i,j 和 x'i,j+1。對應公式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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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1 1 2

, , 1 1 2

, , 1

, , 1 1 2

, , 1 1 2

1, ,     if 00 

, 1 ,     if 01 
   

, 1 ,     if 10 

1, ,     if 11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x s s

x x s s
x x

x x s s

x x s s

+

+

+

+

+

 + =

 − =′ ′, = 

+ =


− =

，

，

，

。

     (10) 

 
圖 6 十字圖案 

接著利用相似方式嵌入機密訊息s3 和s4，

取得第2張偽裝影像的像素值配對x''i,j和x''i,j+1。

嵌入公式如下所示： 

( )

( )
( )
( )
( )

, , 1 3 4

, , 1 3 4

, , 1

, , 1 3 4

, , 1 3 4

1, ,     if 00 

, 1 ,     if 01 
   

, 1 ,     if 10 

1, ,     if 11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x s s

x x s s
x x

x x s s

x x s s

+

+

+

+

+

 + =

 − =′′ ′′, = 

+ =


− =

，

，

，

，

     (11) 

透過公式(11)取得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 和 x''i,j+1
後，利用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 (在圖 7 中

以 1 表示)和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 (在圖

7 中以 2 表示)判斷是否能嵌入機密訊息 s3 和
s4，當兩組偽裝像素值配對在十字圖案上位置

呈反方向(如圖 7 (a)-(d)所示)或順時針方向(如
圖 7 (e)-(h)所示)，完成機密訊息嵌入；反之，

在其他情況下，無法嵌入，因此偽裝像素值配

對 x''i,j和 x''i,j+1還原成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 
以像素值配對 x1,1=45、x1,2=46 且機密訊息

s1和 s2等於 00 為例，利用公式(10)取得偽裝像

素值配對為 x'1,1=45+1 和 x'1,2=46，位於十字圖

案的中心點右方(如圖 8 (a)所示)。假設機密訊

息 s3和 s4為 11，透過公式(11)計算出偽裝像素

值配對為 x''1,1=45-1=44 和 x''1,2=46，位於十字

圖案的中心點左方，剛好和偽裝像素值配對

x'1,1=46 和 x'1,2=46 呈反方向(如圖 8 (b)所示)， 

 
圖 7 Lee 等學者之方向策略 

 
圖 8 Lee 等學者之雙影像範例 

代表可嵌入機密訊息，完成嵌入。若 s1 和 s2
等於 00 的情況下，而 s3 和 s4為 10，代入公式

(11)取得偽裝像素值配對 x''1,1=45 和 x''1,2=47，
位於偽裝像素值配對 x'1,1=46 和 x'1,2=46 的逆時

針位置(如圖 8 (c)所示)，無法進行嵌入，因此

將偽裝像素 x''1,1和 x''1,2還原成 45 和 46。 
為了提升藏入量，Lee 和 Huang 學者於

2013 年將機密訊息轉成 5 進制機密符號，透過

定義好的嵌入規則進行嵌入[11]。該方法首先

取 5 個機密位元 s={s1, s2, s3, s4, s5}，轉成 10 進

制機密符號 d，當 16≦d≦24，將機密訊息 s
轉成一組 5 進制機密符號 d1和 d2；當 d＜16 或

d＞24，從機密訊息 s 中取前 4 個機密訊息，轉

成 5 進制機密符號 d1和 d2。以 s=00111 為例，

先 將 機 密 訊 息 轉 成 10 進 制 機 密 符 號

d=(00111)2=(7)10，因為 d＜16，故從機密訊息

中取 4 個機密訊息 s=(0011)2，轉成 5 進制機密

符號 d1=(0)5和 d2=(3)5。 
機密符號 d1和 d2組合共有 25 種組合，該

方法針對 25種組合定義 25組不同嵌入規則(如
表 1 所示)。每組機密符號 d1和 d2對應到一組

嵌入規則，將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代入嵌入規

則，取得第 1 張偽裝影像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
和第 2 張偽裝影像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以

像素值配對 x1,1=45、x1,2=46 為例，機密符號

d1=(0)5和 d2=(3)5，所對到的規則為 x'i,j=xi,j=45，
x'i,j+1= x'i,j+1+1=46+1=47，而 x''i,j= xi,j+1=45+1=46，
x''i,j+1= xi,j+1+1=46+1=47。 

2.3 植基於最低位元取代匹配法之雙影像技

術 

Mielikainen 學者於 2006 年提出最低位元

取 代 匹 配 法 (Least-Significant-Bit Matching, 
LSB Matching)[16]。為了嵌入兩個機密訊息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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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Lee 和 Huang 學者之嵌入規則 

d1 x'i,j x'i,j+1 d2 x''i,j x''i,j+1 

0 xi,j xi,j+1+1 

0 xi,j xi,j+1 

1 xi,j -1 xi,j+1-1 

2 xi,j -1 xi,j+1+1 

3 xi,j +1 xi,j+1+1 

4 xi,j +1 xi,j+1-1 

1 xi,j-1 xi,j+1-1 

0 xi,j xi,j+1+1 

1 xi,j -1 xi,j+1 

2 xi,j +1 xi,j+1+1 

3 xi,j +1 xi,j+1 

4 xi,j +1 xi,j+1-1 

2 xi,j-1 xi,j+1+1 

0 xi,j +1 xi,j+1 

1 xi,j +1 xi,j+1-1 

2 xi,j xi,j+1+1 

3 xi,j xi,j+1-1 

4 xi,j -1 xi,j+1-1 

3 xi,j+1 xi,j+1+1 

0 xi,j xi,j+1-1 

1 xi,j -1 xi,j+1-1 

2 xi,j -1 xi,j+1 

3 xi,j +1 xi,j+1 

4 xi,j -1 xi,j+1+1 

4 xi,j+1 xi,j+1-1 

0 xi,j -1 xi,j+1 
1 xi,j -1 xi,j+1+1 
2 xi,j xi,j+1+1 
3 xi,j +1 xi,j+1+1 
4 xi,j xi,j+1-1 

 
和 s2，該方法每次透過一個二元函式(Binary 
Function)決定如何修改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

嵌入流程如圖 9 所示，其中 x'i,j和 x'i,j+1為偽裝

像素值。 
在嵌入流程中，透過 LSB 函式計算出像素

值 xi,j的最低位元，並且判斷最低位元是否與機

密訊息 s1相等，若兩者相等，則像素值配對 xi,j
和 xi,j+1 直接代入 F(.)函式；若兩者不相等，則

像素值 xi,j減 1，並代入 F(.)函式中，F(.)函式如

下所示： 

,
, , 1 , 1( , ) ( ) 

2
i j

i j i j i j

x
F x x LSB x+ +

 
= + 

 
，      (12) 

接著利用像素值 xi,j的最低位元和 F(.)函式值判 

 
圖 9 LSB Matching 之嵌入流程 

斷如何修改像素值，當 LSB(xi,j)=s1 且 F(xi,j, 
xi,j+1)=s2，則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等於像

素值配對 xi,j和 xi,j+1；當 LSB(xi,j)=s1且 F(xi,j, xi,j+1)
≠s2，則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等於 xi,j和

xi,j+1+1；當 LSB(xi,j)≠s1且 F(xi,j-1, xi,j+1)=s2，則

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等於 xi,j-1 和 xi,j+1；

當 LSB(xi,j)≠s1且 F(xi,j-1, xi,j+1)≠s2，則偽裝像

素值配對 x'i,j和 x'i,j+1等於 xi,j+1 和 xi,j+1。 
以像素值配對 x1,1=45、x1,2=46 且機密訊息

s1 和 s2為 00 為例，LSB(45)=1 且 LSB(45)=1≠
s1，將 45-1 代入公式(12)計算出 F(44, 46)函式

值為 0。由於 LSB(45)=1≠s1但 F(44, 46)=s2=0，
故偽裝像素值配對 x'1,1和 x'1,2為 44 和 46。 

Lu 等學者將 LSB Matching 應用於雙影像

技術當中，以提升影像品質[14]。該方法每次

以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為單位，嵌入 4 個機密

訊息 s1、s2、s3和 s4。首先，利用 LSB Matching
將機密訊息 s1和 s2嵌入第 1 張偽裝影像當中，

取得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 和 x'i,j+1，而機密訊息

s3和 s4同樣利用 LSB Matching 進行嵌入，取得

第 2 張偽裝影像偽裝像素值配對 x''i,j和 x''i,j+1。

接著利用平均法檢查偽裝像素值是否能還原成

原始像素值，檢查公式如下所示： 

, , ,

, 1 , 1 , 1

( )/2 ,      

( )/2 ,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p x x

p x x+ + +

 ′ ′′ = +  


′ ′′ = +  
             (13) 

其中 pi,j和 pi,j+1為還原後的像素值。透過公式(13)
判斷偽裝像素值是否能進行還原，當 xi,j=pi,j且

xi,j+1= pi,j+1，代表像素可以還原，偽裝像素值不

需要修改；當 xi,j≠pi,j或 xi,j+1≠pi,j+1，代表像素

無法順利還原，則依照規則表修改偽裝像素值，

規則表如表 2 所示。 
以像素值配對 x1,1=45、x1,2=46 為例，利用

LSB Matching 將機密訊息(00)2 和(11)2 嵌入 2
張影像當中，嵌入第一組機密訊息(00)2時，因

為 LSB(45)=1≠s1=0，將像素值 x1,1代入公式(12)
計算出 F(.)函式值為 F(44,46)=0=s2=0，故像素

值 x1,1減 1，取得偽裝像素值配對 x'1,1和 x'1,2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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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u 等學者之規則表 

Case 
像素值修改情形 偽裝像素值 

x'i,j-xi,j x'i,j+1- xi,j+1 x''i,j- xi,j x''i,j+1- xi,j+1 x'i,j x'i,j+1 x''i,j x''i,j+1 
1 0 0 -1 0 xi,j +2 xi,j+1+1 xi,j -1 xi,j+1+1 
2 0 1 0 1 xi,j xi,j+1+1 xi,j xi,j+1-1 
3 0 1 -1 0 xi,j +2 xi,j+1 xi,j -1 xi,j+1 
4 -1 0 0 0 xi,j -1 xi,j+1 xi,j +2 xi,j+1+1 

5 -1 0 0 1 xi,j -1 xi,j+1 xi,j +2 xi,j+1 

6 -1 0 -1 0 xi,j -1 xi,j+1+2 xi,j +1 xi,j+1-1 
7 1 0 1 0 xi,j -1 xi,j+1-1 xi,j +1 xi,j+1+2 

 
45-1=44 和 46；嵌入第二組機密訊息(11)2時，

由於 LSB(45)=1，透過公式(12)計算出 F(.)函式

值為 F(45,46)=0≠s2=1，則偽裝像素值配對 x''1,1
和 x''1,2為 45 和 46+1=47。接著透過公式(13)計
算出還原後的像素值 1,1 (44 45) / 2 44p = + =  
和 1,2 (46 47) / 2 46p = + =   不等於像素值配對

x1,1 和 x1,2，代表影像不可進行還原，因此偽裝

像素值需要修改。由表 2 可知此例子符合 Case 
5 的情形，因此新的偽裝像素值修改為 x'i,j= xi,j 
-1=45-1=44 ， x'i,j+1= xi,j+1=46 ， x''i,j= xi,j 
+2=45+2=47，和 x''i,j+1= xi,j+1=46。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中間對折策略(Centre Folding 
Stratege)將機密訊息對折，並且將對折後的機

密訊息分別藏入兩張偽裝影像當中，研究設計

流程如圖 10 所示。 
3.1. 嵌入階段 

令原始影像為X={x1,1, x1,2,…, xh,w}，其中 h，
w 為影像的高和寬。將機密訊息(Secret Message)
以每 k 個位元為一組，轉成一個機密符號 d，
為了避免機密符號 d 過大而造成影像失真，利

用中間對折策略對機密符號 d 進行縮減，使得

機密符號的值域由 R={0, 1, 2,…, 2k-1}變為 R
={-2k-1, - 2k-1+1,…,-1, 0, 1,…, 2k-1-2, 2k-1-1}，公式

如下所示： 

 
圖 10 研究設計 

12  kd d −= − ，                              (14) 
其中 d 為對折後機密符號，2k-1 為中間值。利

用公式(14)將機密符號 d 轉換成對折後機密符

號 d ，當 d<2k-1，則對折後機密符號d 以負數

表示；當 d=2k-1，則對折後機密符號d 以 0 表

示；當 d>2k-1，則對折後機密符號d 以正數表

示。圖 11 為 R 與 R 的值域示意圖，公式(14)
將原本都是正數的機密符號 d 轉成有正數、有

負數的數值。 
為了提升影像品質，本論文利用平均法將

對折後機密符號d 嵌入兩張偽裝影像當中。嵌

入公式如下所示： 

1

2

 
2

 
2

dd

dd

  
=  

  


  =    

，

，

                          (15) 

, , 1

, , 2

 
 

i j i j

i j i j

x x d
x x d
′ = +

 ′′ = −

，

，
                                           (16) 

其中 1d 和 2d 將 d 一分為二，嵌入像素值xi,j中，

形成二個偽裝像素值 x'i,j和 x''i,j。偽裝像素產生

過程中，可能因為機密符號的嵌入產生溢位問

題，例如當 xi,j=254 且 1d =5 時，兩者相加就會

造成上溢 (Overflow) 問題。由於 d 的值域為 

 
圖 11 R 與 R 值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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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1, 2k-1-1]，當像素值小於 2k-1 則可能因為加

上-2k-1而造成下溢(Underflow)，或像素值大於 
255-(2k-1-1)=256-2k-1，則可能因為加上 2k-1-1 而

造成上溢(Overflow)。因此，必須限定可藏入的

像素值需界於 2k-1到 256-2k-1之間。綜合以上，

嵌入流程如下所示： 
(1) 令原始影像為 X。 
(2) 判斷像素值 xi,j是否介於[2k-1, 256-2k-1]之間，

若像素值 xi,j 在範圍內則可進行嵌入；反

之，若像素值 xi,j 超出此範圍，代表該像

素值可能會發生溢位問題，溢位處理將於

3.3 節中介紹。 
(3) 取出 k 個機密訊息 s={ s1, s2, s3,…, sk}，轉

成 10進制的機密符號 d。接著利用公式(14)
將機密符號 d 對應至新值域 R 中，取得對

折後機密符號d 。 

(4) 將對折後機密符號d 代入公式(15)，將 d
分成二部分 1d 和 2d ，透過公式(16)取得偽

裝像素值 x'i,j和 x''i,j。 
(5) 以此類推，重複步驟 (2)-(5)直到所有機密

訊息嵌入影像當中。 
以圖12為例，原始影像X={45, 46, 38, 50}。

假設每次嵌入位元數為 k=3，當 x1,1=45 且機密

訊息為 s=(001)2，將機密訊息 s 轉成 10 進制的

機密符號 d=(1)10，利用公式(14)將機密符號 d
對應至新值域 R 中，取得對折後機密符號

1 4 3d = − = − 。接著透過公式(15)計算出對折後

機密符號 d 的兩個數值 1 3 / 2 2d = − = −   和

2 3 / 2 1d = − = −   ，然後將 1d 和 2d 代入公式(16)
取 得 偽 裝 像 素 值 x'1,1=45+(-2)=43 和

x''1,1=45-(-1)=46。 
下一個像素值為 x1,2=46，假設機密訊息為 

 
圖 12 嵌入範例 

s=(110)2。首先將機密訊息 s 轉成機密符號

d=(6)10，透過公式(14)將機密符號 d 對應至新值

域 R 中，取得對折後機密符號 6 4 2d = − = 。接

著利用公式(15)計算對折後機密符號 d 的兩個

數值 1 2 / 2 1d = =   和 2 2 / 2 1d = =   ，接著將數

值 1d 和 2d 代入公式 (16) 取得偽裝像素值

x'1,2=46+1=47 和 x''1,2=46-1=45。 
3.2 資訊提取和影像還原階段 

資訊提取階段，首先判斷偽裝像素值 x'i,j
和 x''i,j 是否相等，若 x'i,j=x''i,j 且數值超出[2k-1, 
256-2k-1]範圍表示沒有藏訊息，偽裝像素即為原

始像素；反之，若偽裝像素值 x'i,j或 x''i,j其中一

個介於範圍內，表示像素有藏訊息，則將偽裝

像素值 x'i,j和 x''i,j進行相減，取得對折後機密符

號 d ，接著透過中間值 2k-1 將對折後機密符號

d 回復成機密符號 d。取出和回復公式如下： 

, ,  i j i jd x x′ ′′= − ，                                   (17) 
12  kd d −= + ，                                          (18) 

利用公式(17)取得對折後機密符號 d ，並且將

對折後機密符號 d 代入公式(18)計算出機密符

號 d。接著將機密符號 d 轉回 2 進制，取得 k
個機密訊息 s。以偽裝像素值 x'1,1=43 和 x''1,1=46
為例，每次嵌入位元數為 k=3，透過公式(17)
計算出對折後機密符號 43 46 3d = − = − ，利用

公式(18)取得機密符號 12kd d −= + =-3+4=1，接

著將機密符號 d 轉成 2 進制的機密訊息

s=(001)2。下一個偽裝像素值 x'1,2=47 和 x''1,2=45，
取得對折後機密符號 47 45 2d = − = ，回復成機

密符號 d=2+4=6，轉成 2 進制，取得機密訊息

s=(110)2。 
影像還原的部分，將偽裝像素值 x'i,j和 x''i,j

進行平均後，即可取得原始像素值 xi,j。還原公

式如下： 

, ,
,  

2
i j i j

i j

x x
x

′ ′′+ 
=  
 

。                             (19) 

 
圖 13 資訊提取和影像還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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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偽裝像素值 x'1,1=43 和 x''1,1=46 為例，透

過 公 式 (19) 計 算 出 原 始 像 素 值

1,1 (43 46) 2 45x = + =   ；偽裝像素值 x'1,2=47 和

x''1,2=45 代入公式 (19) 計算出原始像素值

1,2 (47 45) 2 46x = + =   。資訊提取和影像還原

範例如圖 13 所示。 
3.3 溢位處理 

在嵌入機密訊息時，原始像素值大於

256-2k-1 或小於 2k-1，可能會造成上溢或下溢的

溢位問題。為了解決此問題且不增加影像失真

度，我們對該像素不進行嵌入和修改。在提取

機密訊息和影像還原時，假如 2 張偽裝影像的

像素值相等且大於 256-2k-1或小於 2k-1，則偽裝

像素即為原始像素。 
以像素值xi,j=3且嵌入位元數k=3為例，k=3

的可藏入值域範圍為[23-1, 256-23-1]=[4, 252]，像

素值 xi,j=3 不在範圍內，故偽裝像素值 x'i,j=3 和

x''i,j=3。取出時，因為 x'i,j=x''i,j=3 且不在範圍內，

故可判斷此像素沒有藏訊息。另一個例子，像

素值 xi,j=4，該數值在範圍內，可藏入訊息，假

設藏入訊息為 d=1，將 d 對折後得到 3d = − ，

產 生 的 偽 裝 像 素 為 , 4 3 2 6i jx′ = − − =   和

, 4 3 2 3i jx′′ = + − =   。取出時，雖然 x''i,j超出範

圍，但 x'i,j 仍在範圍內，且兩個數值不相等，

表示有訊息藏在裡面，故可以利用提取程序取

出訊息和還原像素值。 
4. 實驗結果 

本研究透過 Matlab 7.14.0 (R2012a)實作出

所提方法與其他雙影像技術，並利用灰階影像

進行實驗。灰階影像是取自 The Waterloo 
GreyscaleSet2 
(http://links.uwaterloo.ca/Repository.html) 資 料

庫中 8 張 512×512 大小的標準灰階影像，如圖

14 所示。 
本篇論文利用高峰影像信號雜訊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評估原始影像和

偽裝影像之間的差異，PSNR 公式如下所示： 

2

10
2

, ,
1 1

255PSNR 10 log (dB) 
1 ( )

h w

i j i j
i j

x x
h w = =

 
 
 = ×
 ′× − × 

∑∑
， 

                                    (20) 
 

 
圖 14 標準灰階影像 

表 3 不同機密訊息長度 k下之總藏入量與影像

品質比較表 
k  

Lena Mandrill Pepper Barbara 

2 

PSNR(1) 49.89 49.89 49.89 49.89 
PSNR(2) 52.90 52.87 52.92 52.90 
bpp 1.00 1.00 1.00 1.00 

3 

PSNR(1) 46.17 46.17 46.21 46.18 
PSNR(2) 47.54 47.55 47.59 47.55 
bpp 1.50 1.50 1.48 1.50 

4 

PSNR(1) 40.92 40.92 41.11 40.91 

PSNR(2) 41.32 41.32 41.51 41.32 

bpp 2.00 2.00 1.91 2.00 

5 

PSNR(1) 34.99 34.99 35.33 35.00 

PSNR(2) 35.09 35.09 35.42 35.11 

bpp 2.50 2.50 2.31 2.50 

6 

PSNR(1) 28.94 28.97 29.48 29.01 

PSNR(2) 28.96 28.99 29.51 29.04 

bpp 3.00 2.97 2.64 2.94 

 
其中 h×w 為整張影像的大小，x'i,j和 xi,j為偽裝

影像和原始影像的像素值。兩張影像之間差異

較小，代表影像品質較好，PSNR 值越高。反

之，兩張影像之間差異過大，代表影像品質較

差，PSNR 值越低。為了衡量藏入方法的藏入

能力，利用每個像素能嵌入位元數（Bits Per 
Pixel, bpp）評估偽裝影像的藏入量，bpp 公式

如下所示： 

bpp  
2

C
h w

=
× ×

，                         (21) 

其中 C 為兩張偽裝影像的藏入量總和。當 bpp
較大，代表藏入能力較好，而 bpp 較小，代表

藏入能力較差。 
表 3呈現的是所提方法在不同機密訊息長

度 k 下，影像品質與總藏量之比較，其中

PSNR(1)和 PSNR(2)分別為第一張偽裝影像和

第二張偽裝影像之影像品質。從表 3 中發現當

k 設為 2 時，4 張影像的偽裝影像 PSNR 值皆高

於 49 dB，較 k 設為其他數值高，總藏量大約

為 1.00 bpp；當 k=6，4 張影像的總藏量平均為

2.86 bpp，但 PSNR 值低於標準 30 dB。 
為了與其他學者方法比較，我們將所提方

法的機密訊息長度 k 設為 2 和 3。圖 15 呈現所

提方法與其他學者方法之藏入量與兩張偽裝影

像 PSNR 的平均值之比較結果，當 k=2 且相同

Lena Mandrill 
 

Pepper 
 

Bar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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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入量下，所提方法的表現優於其他學者的方

法，Lee 等學者於 2009 年提出的方法的影像品

質與所提方法相似，但該方法藏入量比所提方

法較少，其最大藏量僅到 0.75 bpp，所提方法

可至 1 bpp 以上。Chang 等學者於 2013 年提出

的方法藏入量大約 1.5 bpp，與所提方法在 k=3
時的藏入量相同，但 Chang 等學者的 PSNR 值

較所提方法大約少 6 dB。 

 
圖 15 所提方法與其他學者方法之藏入量與

PSNR 值平均比較圖 
 
5. 結論 

本論文利用中間對折策略和雙影像技術提

出一個高藏量與失真較小的可逆式資訊隱藏方

法，為了提升影像品質利用中間對折策略將機

密符號對折，並透過均分方式將對折後機密符

號嵌入兩張偽裝影像當中。在灰階影像和一般

影像實驗上，所提方法與近年來的其他方法相

比皆表現出不錯的結果，具有較高藏入量和較

好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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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ersible data hiding schemes have 
significant applications in many fields including 
secure medical image data system, military 
imaging system, etc. A reversible data hiding 
scheme based on dual steganographic images not 
only increases payload and visual quality of  
stego-images but also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extracting the embedded secret message from 
stego-images. Therefore many researche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design of an efficient 
reversible data hiding scheme using dual 
steganographic images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some appropriate 
modulo operations and the use of modification 

weight, we propose a novel dual steganographic 
images 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scheme. The 
embedding capacity of our scheme can be freely 
adjusted as 1.0 bpp1.5 bpp 2.0 bpp or 2.5 bpp  
subjected to user’s actual needs;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sponding visual quality 
of stego-images will be about 51.1 dB46.4 dB
40.7 dB and 34.8 dB, respectively. The 
maximum capacity (2.5 bp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methods suggested previously. Further, 
when the same amount of messages is embedded, 
the visual quality of steganographic image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lso superior to that of other 
methods. Experiments also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both 
RS steganalysis and pixel-value difference 
histogram steganalysis. 

Keywords: Reversible Data Hiding, Dual 
Steganographic Images, Secret Sharing, 
Steganography, imper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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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像放大技術是很常被使用到的資

訊隱藏技術之一，該技術主要是將影像透

過公式將原始影像變成數倍大，再將機密

訊息嵌入於放大的部份。然而，影像在放

大過程，影像品質已受到破壞，若再加上

嵌入機密訊息的失真，其影像品質將受到

很大的考驗。2012 年 Lee 等學者提出一個

以鄰近像素為基底之內插放大技術，並將

機密訊息藏於放大後之內插像素中。該方

法能有效預測出相鄰二像素中間之像素

值，使得機密訊息在藏入後不致於失真太

多。然而，本研究發現雖然 Lee 等學者的

鄰近像素預測方法可順利取得預測值，但

因為嵌入的機密訊息大小不一，當機密訊

息較大時，藏入預測值中，就會造成失真

較大。因此，如何將機密訊息先做處理，

以減少因藏入而造成的損害，即是本論文

的目的。本論文提出一個機密訊息縮減策

略，將機密訊息從值域範圍皆為正數，變

成有正值、有負值的值域範圍，讓機密訊

息變小，以達到減小偽裝影像失真度的目

標。 

關鍵字：影像放大技術、相鄰像素插值法、

機密訊息縮減策略。 

1. 介紹 

在資訊網路發達的時代，數位媒體的

傳遞是頻繁之事。但是訊息曝露在網路之

上，容易被不法第三者攔劫[11]。因此學

者提出資訊隱藏技術，將機密訊息嵌入於

媒體之中，以達保護機密訊息，成功傳遞

訊息的目的。 

資訊隱藏技術依偽裝影像是否可以

還原成原始影像分為不可逆資訊隱藏與

可逆式資訊隱藏兩類，偽裝影像在機密訊

息取出之後不可還原成原始影像的技術

稱為不可逆資訊隱藏；反之，則稱為可逆

式資訊隱藏，該類技術可使影像擁有再利

用性，也因此常應用於軍事地圖、醫療影

像等高價值影像[12]。然而，為了使影像

可再次被利用，往往會犧牲影像的嵌入能

力。因此，如何提昇嵌入量又能維持影像

可還原特性是 RDH 技術研究的一大重

點。 

RDH 技術最常使用的方法為差異擴

張（Difference Expansion），該方法利用像

素與像素（或是原始像素值與預測像素值）

之間的差異距離嵌入機密訊息。例如，

2003 年 Tian 學者提出的差異擴張技術原

型，該類型的技術是將鄰近像素進行倍數

擴張，再將訊息嵌入擴張後的像素之中

[1-2, 5-9]；差值擴張技術有項缺點，即像

素差異距離太大，進行擴張之後，影像品

質將會受到嚴重的破壞；反之，若像素差

異距離越小，進行擴張之後，影像品質受

到破壞的影響較小。因此如何使差異值降

低，是該類技術探討的重點。 

另一項 RDH 新興技術為影像放大技

術，該技術在既有的像素中插入虛構像素，

在插入的同時將機密訊息嵌入其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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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Jung 和 Yoo 學者提出影像插值法

（Neighbor Mean Interpolation, NMI）[3]、

2012 年 Lee 和 Huang 學者提出相鄰像素

插值法（ Interpolation by Neighboring 

Pixels, INP）[4]，以及 2014 年 Tang 和 Song

學者提出的高藏量可逆式隱寫術（High 

Capacity Reversible Steganography，CRS）

[10]。該類方法產生的偽裝影像大小是原

始影像的 1~2 倍大，在取出階段只需從虛

構像素中提出機密訊息，再將影像縮小即

可還原成原本的影像。但該類方法產生的

偽裝影像容易有鋸齒狀殘影的問題，且嵌

入數量也較少。因此，本研究擬針對提昇

資訊嵌入量及改善影像品質方面，提出一

個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 

所提方法使用影像放大技術，透過

Lee和 Huang學者提出的 INP技術計算虛

擬預測值，再嵌入固定長度的機密訊息，

使其在影像品質與其他學者相差不遠的

情況下，擁有最高嵌入量，惟本研究在機

密訊息嵌入前會先針對機密訊息進行前

處理的動作，目的在減少大數值機密訊息

對影像品質的破壞程度，使用的方法為機

密訊息縮減策略。本篇將於第 2 章詳細介

紹 NMI 技術（第 2.1 節）、INP 技術（第

2.2 節）以及 CRS 技術（第 2.3 節）。第 3

章會說明本篇研究的流程與範例。第 4 章

將探討實驗結果。最後第 5 章將對研究進

行結論與分析。 

2. 文獻探討 

2.1. 影像插值法 

影 像 插 值 法 （ Neighbor Mean 

Interpolation, NMI）為 Jung 和 Yoo 學者於

2009 年提出的資訊隱藏方法[3]，該方法先

將原始影像放大並得到預測影像，再嵌入

機密訊息，最後得到偽裝影像。收方在取

得偽裝像之後，從中取出機密訊息。像素

的放大示意圖如圖 1 所示，圖 1(a)為 4 個

原始像素，水平或垂直的任兩個原始像素

中會插入一個預測像素 P
NMI，放大結果如

圖 1(b)所示。P
NMI值的計算方式則是透過

影像插值法 NMI，其計算方式是將相鄰像

素進行平均，作為像素虛擬預測值，公式

如下所示： 

    

    

      

, -1 , +1

-1, +1,NMI

( , )

-1, -1 -1, , -1

+
,          if = 2 , = 2 +1,

2

+
= ,         if = 2 +1, = 2 ,

2

+ +
, otherwise.

3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I
i m j n

I I
P i m j n

I I I

 
 
 
 

 
 
  

 
 
 
 

　 　

　 　

　

(1) 

公式(1)中 m 與 n 為原始影像區塊內

的長與寬，而 i 與 j 為像素的位置。舉例

來說，假設 I（0,0）=129、I（0,1）=132、I（1,0）

=133 及 I（1,1）=131，如圖 2(a)所示；機密

訊息 s=(10011)2；透過公式(1)計算出像素

虛擬預測值 NMI

(0,1) 130P  、 NMI

(1,0) 131P  ；中間

像素虛擬預測值則使用 I（0,0）、
NMI

(0,1)P 和

NMI

(1,0)P 相加之後再取平均值，將得到

NMI

(1,1) 130P  ，虛擬預測值結果如圖 2(b)所

示。透過三個虛擬預測值
NMI

(0,1)P 、
NMI

(1,0)P 與

NMI

(1,1)P 與原始像素 I（1,1）的相減，得出 NMI

1d 、

NMI

2d 與 NMI

3d 的差異值，公式如下： 

 

 

 

 

NMI NMI

1 (0,1) 0,0

NMI NMI

2 (1,0) 0,0

NMI NMI

3 (1,1) 0,0

= - ,

= - ,

= -

d P I

d P I

d P I 。

                (2) 

 

延續上面的例子： NMI

1d =|130-129|=1，
 

NMI

2d =|131-129|=2， NMI

3d =|130-129|=1。差

異值 d
NMI進行 log 的運算，用以計算機密

訊息長度 n
NMI值，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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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I NMI

1 2 1

NMI NMI

2 2 2

NMI NMI

3 2 3

= log ,

= log ,

= log .

n d

n d

n d

 
 

 
 

 
 

               (3) 

將計算出的 d
NMI 值帶入公式(3)後得

到， NMI

1 = 0n ， NMI

2 =1n 以及 NMI

3 = 0n 。其

中 NMI

1n 與 NMI

3n 等於 0，表示該虛擬預測值

NMI

(0,1)P 與 NMI

(1,1)P 不進行嵌入； NMI

2n =1 代表將

機密訊息 s 從左邊開始切割出 1 個位元。

將切割訊息轉換成十進制機密符號 b 後，

再嵌入虛擬預測值 NMI

(1,0)P 之中。例如：依據

NMI

2n 從 s 切割出的機密訊息為(1)2，轉成

十進制之後 b=(1)10，將 b 嵌入於 NMI

(1,0)P 之中

得到： NMI

(1,0)P' = NMI

(1,0)P +b=132。最後得出來

的結果如圖 2(c)所示。 

 

圖 1 Jung和Yoo學者提出之影像放大與嵌

入流程示意圖 

 

圖 2 Jung 和 Yoo 藏入範例 

2.2. 相鄰像素插值法 

相鄰像素插值法（ Interpolation by 

Neighboring Pixels, INP）由 Lee 和 Huang

學者於 2012 年提出[4]，該方法同樣先將

原始影像放大得到預測影像，再嵌入機密

訊息，最後得到偽裝影像。不同的是虛擬

預測值 是利用相鄰像素插值法計算，相

鄰像素插值法 INP的計算方式是將相鄰的

2 個像素相加取平均之後，再加上原始像

素 I（0,0），重新取得平均值後作為像素虛擬

預測值，其公式如下所示： 

       

       

 

, -1 , -1 , +1

-1, -1, +1,
INP

(i, j)

INP INP

( 1, ) ( , 1)

+ + / 2
,if = 2 , = 2 +1,

2

+ + / 2
= ,if = 2 +1, = 2 ,

2

+ P
, otherwise.

2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I I
i m j n

I I I
P i m j n

P  

 
 
 
  

 
 
 
  
 
 
  


　

　

　　　　

(4) 

與章節 2.1使用同樣的原始像素值舉

例，假設 I（0,0）=129、I（0,1）=132、I（1,0）=133

及 I（1,1）=131，透過公式(4)計算出像素虛

擬預測值 INP

(0,1)P =129、 INP

(1,0)P =130 以及中間的

像素虛擬預測值則直接將 INP

(0,1)P 與 INP

(1,0)P 相

加，再取平均值得到 INP

(1,1)P =129，圖 3(a)為

INP 預測結果。在計算差異值 INP

1d 、 INP

2d 與

INP

3d 之前，需先計算不會隨意更動的固定

值 B，該值使用最大的像素值，做為與虛

擬預測值相減的基礎值，藉此提高藏入量，

其公式如下： 

        0,0 0,1 1,0 1,1
= max , , , .B I I I I

      

(5) 

透過公式(5)從四個角落選出最大值

做為與虛擬預測值相減的依據，舉例來說，

B=max（129,132,133,131）=133，將計算

出的 B 值與虛擬預測值進行相減，得到差

距，其公式如下所示： 

INP INP

1 (0,1)

INP INP

2 (1,0)

INP INP

3 (1,1)

= - ,

= - ,

= -

d B P

d B P

d B P 。
                   

(6) 

129 132 

133 131 

 

129
 

130
 

132
 

131
 

130
 

 

133
 

 131
 

 (a) 原始像素 

129
 

130
 

132
 

132
 

130
 

 

133
 

 131
 

 (c) 偽裝像素 

I(0,0)

 
I(0,1)

 

I(1,0)

 
I(1,1)

 

 

I(0,0)

  
P(0,1)

  
I(0,1)

 

P(1,0)

  
P(1,1)

  
P(1,2)

  

I(1,0)

 
P(2,1)

  
I(1,1)

 

 (b) 預測影像 P 

I(0,0)

  
P' (0,1)

  
I(0,1)

 

P'(1,0)

  
P' (1,1)

  
P' (1,2)

  

I(1,0)

 
P' (2,1)

  
I(1,1)

 

 

放大與 

預測 

(c) 偽裝影像 I’ 

機密訊息 s 

(a) 原始影像 I 

(b) NMI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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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上面的例子， INP

1d =|133-129|=4，
INP

2d =|133-130|=3， INP

3d =|133-129|=4。將

差異值 d
INP進行 log 運算，取得機密訊息

長度 n
INP值。其計算公式如下： 

 

 

 

INP INP

1 2 1

INP INP

2 2 2

INP INP

3 2 3

= log ,

= log ,

= log

n d

n d

n d

 
 

 
 

 
 

。
                

(7) 

將計算出的 d
INP 值帶入公式(7)後得

到， INP

1n =2， INP

2n =1 以及 INP

3n =2。因為 INP

1n

=2，將機密訊息 s 從左邊開始切割出 2 個

位元(10)2再轉換成十進制 b＝(2)10機密符

號後，嵌入虛擬預測值 INP

(0,1)P 之中，

I N P I N P

( 0 , 1 ) ( 0 , 1 )' = + = 1 3 1P P b 。以此類推，將機密

訊息嵌入，最後結果如圖 3(b)所示。 

 

圖 3 INP 嵌入範例 

2.3. 高藏量可逆式隱寫術 

高藏量可逆式隱寫術（High Capacity 

Reversible Steganography，CRS）為 Tang

和 Song 學者於 2014 年提出[10]，該方法

在計算虛擬預測值 P
CRS前，需先從四個角

落像素選擇最大值 Imax 與最小值 Imin，其

公式如下所示： 

        

        

max 0,0 0,1 1,0 1,1

min 0,0 0,1 1,0 1,1

= max , , ,

= min , , ,

I I I I I

I I I I I

，

。

     

(8) 

透過最大值 Imax與最小值 Imin計算出

參考值 AD，因 AD 值參考四角落的最大

與最小像素，故求出的虛擬預測值也較為

精準，其公式如下： 

 min max= 3 + / 4.AD I I
             

(9) 

以相同例子代入公式(8)與公式(9)得

到，Imax=max（129,132,133,131）=133，

Imin=min（129,132,133,131）=129，AD=（3

×129+133）/4=130。將參考值 AD 進行虛

擬預測值 P
CRS的計算，透過鄰近的兩個像

素值取平均之後，再加上計算出的參考值

AD，求得平均即為 P
CRS值。其公式如下： 

     

     

  

, -1 , +1

-1, +1,
CRS

( , )

CRS CRS

( 1, ) ( , 1)-1, -1

+ + / 2
,if = 2 , = 2 +1,

2

+ + I / 2
= ,if = 2 +1, j = 2 ,

2

+ +
,otherwise.

3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i j

AD I I
i m j n

AD I
P i m n

I P P 

 
 
 
  

 
 
 
  
 
 
 
 

　

　

 

(10) 

延續上面的例子代入公式(10)，
(0,1)

CRSP

=130，
(1,0)

CRSP =130， CRS

(1,1)P 計算不同於 CRS

(0,1)P 與

CRS

(1,0)P ，該虛擬預測值將上述兩個值與原始

像素相加之後求平均得到 CRS

(1,1)P =129，圖

4(a)為預測結果。該方法的差異值 d
CRS是

依據虛擬預測值 P
CRS與最大值 Imax與最小

值 Imin平均數的大小決定，其公式如下所

示： 

 

 

 

 

CRS CRS

max (0,1) (0,1) min maxCRS

1 CRS CRS

(0,1) min (0,1) min max

CRS CRS

max (1,0) (1,0) min maxCRS

2 CRS CRS

(1,0) min (1,0) min max

CRS

3

- , if  < + / 2,
=

- ,     if  + / 2.

- , if  < + / 2,
=

- ,  if  + / 2.

=

I P P I I
d

P I P I I

I P P I I
d

P I P I I

d











　

　

   　

 

 

CRS CRS

max (1,1) (1,1) min max

CRS CRS

(1,1) min (1,1) min max

- , if  < + / 2,

- ,    if  + / 2.

I P P I I

P I P I I






　

 

 

(11) 

將例子代入於公式(11)之中，可得到
CRS

1d =133-130=3， CRS

2d =133-130=3 以及
CRS

3d =133-129=4。將三個差異值進行 log

的運算，求得割機密訊息長度，可得到
CRS

1n =1， CRS

2n =1， CRS

3n =2。切割出來的三

段機密訊息分別是：b1=(1)2 =(1)10、b2=(0)2 

=(0)10、b3=(01)2 =(1)10，最後再將機密訊息

用減法的方式嵌入於三個虛擬預測值中，

即完成嵌入程序，最後結果如圖 4(b)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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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虛擬預測值 (b) 嵌入後結果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9 AIT / CEF 2015



 

圖 4 CRS 嵌入範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章節 2.3 INP 預測方法進

行影像放大及預測，並透過本研究嵌入規

則將機密訊息藏入虛擬預測值 P(i,j)之間，

以下將詳細說明嵌入流程。 

3.1. 嵌入流程 

計算虛擬預測值的方法如章節 2.2所

示，透過相鄰兩個像素計算出虛擬預測值

P。每個虛擬預測值固定嵌入長度 4 位元

的機密訊息 s，將機密訊息轉置成十進制

之後可得到 0 至 15 的機密符號 b。由於本

論文固定每個預測值可藏入 4個位元機密

訊息，故機密符號的值域為[0, 15]，若直

接將機密符號嵌入預測值中，則可能會造

成偽裝像素失真過大，因此，本研究將機

密符號改變成有正值、有負值的範圍，使

用的方式就是將機密訊息減去值域的中

間數值 8，如此一來，原本皆為正數的值

域就會變成[-8, 7]。縮減公式如下所示： 

' 8.b b                          (12) 

例如，假設機密訊息為 b=3，減去中

間數值 8 得到 b'=3-8=-5，此即為縮減後之

機密訊息。縮減後之機密訊息 b'，將取代

b嵌入預測值中。取得縮減後機密訊息b'，

即可與預測值相加得到偽裝像素值 P'。公

式如下所示： 

   , ,
' '.

i j i j
P P b                    (13) 

然而，當預測值小於（等於）7 時則

可能因為縮減後機密訊息等於 b'=-8，使得

偽裝像素值P'小於0，而產生下溢的問題；

反之，當預測值大於（等於）248，且 b'=7

得到偽裝像素 P'=248+7=256 造成上溢的

問題。因此，若預測值小於（等於）7 時

或大於（等於）248 則需做額外的判斷，

若預測值 P(i,j)小於（等於）7 或大於（等

於）248，則機密訊息不進行縮減，即公

式(12)修改為： 

( , ) ( , ), if  7 or 248,
' =

-8, otherwise.

i j i jb P P
b

b

 



　　

　
  

(14) 

產生偽裝像素的公式(13)也需稍做修

正為： 

 

  (i, j)i, j

,

(i, j)

- ', if 248,
' =

+ ', otherwise.
i j

P b P
P

P b





　 　

　
    (15) 

當預測值大於（等於）248 時，則不

能再用加的方式將訊息加入，可能會造成

上溢的問題，因此改採用減的方式藏入訊

息。 

嵌入順序從第 1 個虛擬預測值開始，

直到最後一個虛擬預測值為止。以圖 2(a)

為例，首先以 INP 方式計算虛擬預測值 P

（0,1）=129；P（1,0）=130 以及 P（1,1）=129，假

設機密訊息 s=(100110110101)2。每一個虛

擬預測值嵌入 4 個位元的機密訊息，

s1=(1001)2，轉換成機密符號得到b1=(9)10，

因此預測值 P(0,1)不小於（等於）7 也不大

於（等於）248，利用縮減公式取得 b'=9-8=1。

依公式(15)得到：P'（0,1）=129+1=130。依

此類推，將所有虛擬預測值嵌入機密訊息，

其結果如圖 5(b)所示。 

可能產生溢位問題的像素如圖 5(c)

所示，其預測值為 P(0,1)=251-P(1,0)=250 和

P(1,1)=250，假設機密訊息為

s=(110010110011)2，則 s1=(1100)2轉成機

密符號得到 b1=(12)10，因 P(0,1)預測值大於

248，因此 b1不用縮減，b'1即為，b'1=b1=12。

利用公式(15)得到：P'(0,1)=251-12=239，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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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推，嵌入結果如圖 5(d)所示。 

 

圖 5 所提方法嵌入範例 

3.2. 取出與還原流程 

接收方取得偽裝影像 I'，首先將影像

縮小還原成原始影像，再利用 INP 將影像

放大，得到預測虛擬預測值。接著將偽裝

像素減掉虛擬預測值，即可得到藏入之訊

息 b'，其公式如下： 

( , ) ( , )= - .i j i jb' P' P                  (16) 

若預測值小於（等於）7 或大於(等

於)248，則 b'即為原始機密符號；反之，

將 b'加上中間值 8 即可還原機密符號 b，

公式為： 

   , ,
',      if 7 or 248,

=
' + 8, otherwise.

i j i j
b P P

b
b

 



　 　 　 　

　
  (17) 

接著，將 b 轉成二進制位元即可取得

當初藏入之機密訊息。流程圖如圖 6所示。

以圖 5(b)為例，接收方在收到偽裝影像之

後，先將影像縮小再放大，得到虛擬預測

值，P（0,1）=129；P（1,0）=130 以及 P（1,1）=129。

將預測值與 P'相減取出機密訊息，得到

b'1=|P'(0,1)-P(0,1)|=|130-129|=1，將 b'1加 8 還

原 b 得到 b=1+8=9，轉成二進制即為

(1001)2，以此類推，即可取出各個機密訊

息。 

經過溢位處理的像素，如圖 5(d)，其

取出流程也是一樣，先計算預測值得到

P(0,1)=251、P(1,0)=250 及 P(1,1)=250，將偽裝

像素減去預測值得到 b'1=|239-251|=12，因

為預測值 P(0,1)大於 248，因此 b1即為 b'1，

b1=b'1=12，轉成二進制得到(1100)2，以此

類推，即可取回原始機密訊息。 

 

圖 6 所提方法取出及還原示意圖 

4.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論文與 Jung等學者於 2009年提出

之方法 NMI、Lee 等學者於 2012 年提出

的方法 INP以及 Tang等學者於 2014年提

出之方法 CRS 進行比較。實驗採用六張灰

階影像進行測試，如圖 7 所示，系統開發

環境為 Matlab R2012a。 

本研究使用高峰影像訊號雜訊比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進行

實驗測量，其公式如下所示： 

 

    
 

2
bit

10 2-1 -1

, ,=0 =0

2 -1
PSNR =10 log dB ,

1
× -

×

m n

i j i ji j
x x'

m n

 
 

  
 
 

 

  (18) 

公式中的 m×n 為影像大小，(2
bit

-1)

為影像深度，本實驗使用影像皆為 8 位元

的 256 色灰階圖片，因此可得到(2
8
-1)=255。

若偽裝像素與原始像素差異越大，代表影

像失真程度越高，計算出的 PSNR則越低。

反之，差異越小，失真程度越低，PSNR

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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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實驗用測試影像 

本研究採用 INP 插值法進行影像擴

張之原因如表1所示，我們將原始大小512

×512 的影像縮小至 256×256，並將此縮小

影像依 NMI插值法、INP 插值法以及 CRS

插值法產生放大插值影像。將三種插值影

像與原始影像進行 PSNR 比較，從比較之

中發現，Lee 等學者之虛擬預測值較為準

確，PSNR 值也相對較高，故本論文採用

INP 方法。 

表 1 NMI、INP、CRS 插值影像與原始影

像 PSNR 值之比較（單位 dB） 

            影像 

方法 
Lena Baboon Scene Tiffany 

NMI[3] 30.85 22.88 27.53 29.76 

INP[4] 31.79 23.50 28.14 30.15 

CRS[10] 29.13 22.34 26.20 29.05 

Proposed Method 31.79 23.50 28.14 30.15 

表 2 為本研究與其他三位學者方法

偽裝影像與原始影像 PSNR 比較表，表

3 為每個像素嵌入位元數（bpp, bit per 

pixel）之數據比較，由表 2 可以看出，所

提方法 PSNR 值除了 Tiffany 略輸 INP 方

法 1 db 及 NMI 方法 0.85 db 外，其他影

像皆贏約 1 db，所提方法贏過 CRS 方法

更有 2 db 以上。 

所提方法由於不管影像為平滑或複

雜，皆固定嵌入 4 位元的機密訊息，以一

張放大後 512×512 的影像而言，總嵌入像

素個數為（512×512-256×256）=196,608

每個預測像素的可藏 4個位元故最大藏入

量為 196,608×4=786,432 位元，扣除邊緣

無法嵌入之像素可嵌入高達 2.98 bpp。由

表 3可以看出，所提方法固定藏 2.98 bpp，

比其他方法多了 1 bpp 以上的藏入量。 

NMI、INP 及 CRS 論文中所使用的

PSNR 值比較是利用以內插影像取代原始

影像，利用偽裝影像與內插影像進行

PSNR 值運算，因此，本論文也將偽裝影

像與內插影像的 PSNR 比較結果放於表

4 中，由表可知偽裝影像與內插影像的相

似程度會較偽裝影像與原始影像的相似

程度來得高，所提方法除了 Tiffany 略輸

NMI 及 INP 方法 1db 外，其他影像皆優

於其他方法，且程度都有到 2 db 以上，

複雜影像，例如 Baboon 甚至可以到 5 

db。 

表 2 NMI、INP、CRS 及本篇論文偽裝影

像與原始影像 PSNR 比較表 

          影像 

方法 
Lena Baboon Scene Tiffany 

NMI[3] 29.27 22.09 25.78 29.87 

INP[4] 29.75 22.41 26.11 30.20 

CRS[10] 26.99 21.22 24.26 27.86 

Proposed Method 30.38 23.26 27.48 29.02 

表 3 NMI、INP、CRS 及本篇論文 bpp 比

較表 

            影像 

方法 
Lena Baboon Scene Tiffany 

NMI[3] 1.12 2.08 1.44 0.93 

INP[4] 1.27 2.13 1.55 1.09 

CRS[10] 1.62 2.50 1.88 1.37 

Proposed Method 2.98 2.98 2.98 2.98 

表 4 NMI、INP、CRS 及本篇論文偽裝影

像與內插影像 PSNR 比較表 

            影像 

方法 
Lena Baboon Scene Tiffany 

NMI[3] 34.80 30.32 31.35 37.78 

INP[4] 34.27 29.80 30.86 37.15 

CRS[10] 32.99 29.72 30.13 35.99 

Proposed Method 36.09 35.63 35.68 36.09 

5. 結論 

本論文提出一個植基於 INP 內插影

像放大法之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透過縮

減策略將機密訊息縮小，以減少過大的機

密訊息造成的破壞程度。再者，針對溢位

問題，所提方法利用預測值不變的概念，

Lena Tiffany Baboon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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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溢位的像素採用不同的藏入方向，避

免溢位問題，接收方因可取得一樣的預測

值，因此可反方向取回正確的訊息。 

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提出方法在與

其他學者方法在差不多的影像品質條件

下，擁有最高嵌入量。實驗結果可以發現，

不管影像屬於平滑型或是複雜型，皆可固

定嵌入 4 個位元長度的機密訊息。因在嵌

入時就考慮到溢位的處理，故不需另外記

錄溢位像素，若虛擬預測值越準確，則影

像品質將會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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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拉格朗日與方向修正模函數之可逆式

資訊隱藏法 

 

 

摘要 
資訊隱藏是一種利用數位影像傳送機密訊

息的技術，防止第三者的竊取。可逆資訊隱藏

技術不僅可以保護資料的安全，而且還能將偽

裝後的影像還原回原始影像，達到重覆再利用

的效果，例如醫療影像、軍事地圖、衛星探測

等影像，因該類型的影像富有高價值，故無損

式的資訊隱藏還原技術成為熱門的研究議題。

本研究利用拉格朗日插值法來產生預測影像，

並且利用差異值直方圖進行嵌入，再運用模數

函式藏匿法針對差異值為 0 的數值嵌入機密訊

息，以提升更多資訊藏量。 

 

關鍵詞：可逆式資訊隱藏、直方圖位移修正法、

模數函式藏匿法、拉格朗日插值法 

 

Abstract 
Information hiding is the art and science to 

hide private or sensitive information within 

digital images in such a way that someone cannot 

know the presence or contents of the hidden 

message. Reversible data hiding method enables 

to recover the cover image after the secret data 

were extracted. In this paper, a reversible data 

hiding method based on image interpolation has 

been proposed. Besides, a direction modification 

function is applied to enhance the embedding 

capacity on the most frequent difference values.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contain high capacity 

and keep good visual quality. 

 

Keywords: Reversible data hiding, Histogram 

shifting-and-modification, Exploiting 

modification direction, Lagrange interpolation. 

1. 前言  

隨著網路的普及，數位化的 e 世代隨之降

臨。因此許多的訊息傳遞只需要透過網際網路

即可輕鬆完成。不過，便利的網際網路卻暗藏

著許多的危險性，像是許多私密的資料在網路

上傳遞的過程中隨時隨地都有可能被非法人

士攔截、竄改、冒用等等的不法問題發生。有

鑑於此，我們更需要做好防範資料外洩的各種

可能性，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方法就是利用資訊

隱藏的技術，也就是將秘密訊息透過運算式藏

匿於載體影像(Cover image)中形成所謂的偽裝

影像(Stego image)，並且在不被第三者察覺之

情況下，將偽裝影像安全地傳遞至接收者手上。

利用這樣的資料隱藏技術早在二千多年前的

古希臘時代就有案例可循。 

2006 年，當時的熱門電影達文西密碼中也

有許多利用資料隱藏的技術。再舉個簡單例子

來說，例如 2007 年播映的炙手可熱影集越獄

風雲（Prison Break），劇中人物將整個監獄結

構圖與逃亡計畫採用刺青的方式刺在身上，乍

看之下只是個稀鬆平常的天使與惡魔刺青，但

卻隱藏著許多秘密資訊。而一個完善的資料隱

藏技術不單方面只考慮到安全性或者藏入容

量如此而已。而是必須包含以下條件：安全性

（Security）、不可察覺性（Imperceptibility）、

強韌性（Robustness）及容量（Capacity）；尤

其安全性的部分更是著重的焦點。Cayer 等人

就曾經提出一個浮水印安全性的理論與實踐

[2]，將其論點套用於資料隱藏來看也是相當重

要的，畢竟公開的技術上要有相當的安全性；

以避免第三者輕易的破解取得秘密資訊。 

要解決非法問題的方式有許多種，其中最

常見的是以偽裝方式的資料隱藏技術；目前在

資訊隱藏技術領域中有兩個主要的研究方向，

分別為不可逆式資訊隱藏 (Irreversible Data 

Hiding)技術與可逆式資訊隱藏(Reversible Data 

Hiding)技術。不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又可稱為

「失真資訊隱藏技術」。此類方法當掩蔽影像

(Cover Image)嵌入機密訊息後，即使是日後接

收方取出先前所嵌入的機密訊息，也無法完全

無失真的還原原始影像之內容，這種方法最大

的優點是擁有極高的資訊嵌入量，對於在乎高

訊息攜帶量及高資訊傳輸率的需求者，此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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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帶來極高的效益。常見的方法是取代不重

要位元(Least Significant Bit, LSB)[8]，它將要藏

入的機密訊息直接取代原始影像像素值中較

不重要的位元，取出資料時只要將每個像素取

出 LSB，就可以得知藏入的資料。後續有許多

學者提出不同的改良方法，在 2006 年

Mielikainen 學者提出一個 LSB 匹配隱藏法

(LSB Matching)[10]，讓藏入時修改的像素量減

少，以提高偵測難度並擁有更高的視覺影像品

質。 

2006 年 Zhang 等人運用方位修正法

（Exploiting Modification Direction，又稱 EMD）

[9]方法來提升隱藏秘密資訊的容量以及藏匿

後偽裝影像具有相當高的 PSNR 值。事實上，

EMD 法中只能將兩像素值中的其中一個像素

作加減一或是不改變共三種變化。若以空間的

角度來看，即是兩像素只能作上下左右的移動

或是不動等五種變化情況，EMD 法在每對像

素值中藏入一個 5 進制的數值，最多藏量為

1.16bpp。緊接著，2007 年 Lee[4]等人改進 EMD

法，並且提出了一次抓取兩個像素分別給予固

定的權重值的方法。此方式能對空間做出更多

位置改變，能達到以像素點為中心的八個方向

作變化；其中一種變化重複，故比起 Zhang 等

人的方法多出 3 種方向。因此改善後 EMD 資

料隱藏法將藏匿的秘密資訊容量提升約略 1.5

倍。2010 年 Lee 與 Chen 學者[11]運用模數函

數提出一種新穎的資訊隱藏法且可隨機調整 n

值，能有效達到高資訊嵌入量與高影像品質並

兼具安全性，當 4n  時，資訊嵌入量約有 2bpp

與 PSNR 能維持在 44dB。可是 Lee 與 Zhang

等人的方法都採用固定的權重值形式，所以他

們所提出的隱藏技術一旦被公開出來就會輕

易的遭到破解；也因此有了安全性方面改進的

考量出現。所以在 2009 年 Kuo 等人就針對安

全性提出通式化之高容量 EMD 隱藏技術

（Generalized Exploiting Modication Direction）

[1]，使用一個多變化權重值特性的通式化之方

程式，共有八種不同配對的權重值。然而上述

方法皆為不可逆資訊隱藏技術，亦即當機密訊

息被取出後影像無法回復到原始的狀態。 

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是為了使影像經過加

密的處理後，不僅能取出嵌入的機密，還能完

整還原回原始影像。這類技術通常含較低的負

載量及較高的影像品質，優點是能將影像還原

到原始且無失真的影像，但可能需要額外記錄

資訊來輔助還原影像並取出機密訊息，將機密

資訊串起額外資訊在進行藏入的動作，或是將

影像的一部分區域來藏入額外資訊，影像失真

程度較低。2006 年 Ni [5]等人提出直方圖位移

修 正 法 （ Histogram Shifting Modification 

Method），直方圖位移修正法是一種相當簡單

且偽裝影像品質相當高的可逆式資訊隱藏技

術，其中位移的值變化幅度不大而且出現最高

的峰值點次數就是總嵌入的總資訊量，其實驗

結果平均的 PSNR 值為 48.2~48.7dB 左右，藏

量為 0.02~0.3bpp 左右。然而其負載量太低且

會有溢位的問題，像素值可能因影像的不同，

只有在平滑影像上的效果較佳，而複雜影像統

計後的直方圖較分散且不集中，為了解決這個

問題，Tai 學者[6]於 2008 年提出為預測直方位

移修正法（Prediction  Histogram  Shifting 

Modification Method），使用樹狀結構依需求產

生多個峰值點，且利用鄰近影像像素值具有高

度的相似性提出的方法為預測直方位移修正

法，主要是將機密資訊藏在差值中，不僅能提

高資訊的藏入量，也可保有良好的影像品質。

因此若有一個像素預測法就可以使產生的差

值較集中，來增加藏入量跟提升影像品質，在

本研究，運用拉格朗日函數並結合可逆式方位

修正模函數設計一個高藏量的可逆式資料隱

藏技術，其藏量優於相關研究的結果之外，偽

裝影像的品質亦很好可保持在 43dB。 

本研究的架構如下。第二章節首先將

Zhang 等人和 Fu 等人的技術作詳細的介紹，

第三章節介紹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包括改進

部分以及藏匿時的詳細過程，第四章節則是本

文的實驗結果。最後本文的結論則是在第五章

節呈現。 

2. 相關文獻 

本章節主軸放在  Zhang 等人[9]提出的

EMD 隱藏技術和 Fu 等人[3]所提出的可逆式

預測差值直方圖位移和 EMD 資訊隱藏技術。 

2.1 EMD 資訊隱藏技術 

 運用方位修正法（Exploiting Modification 

Direction，又稱 EMD）最早是由 Zhang 等人

[9]於 2006 年所提出，是一種利用修改方位的

資料藏匿技術。依據 EMD 設定的隱藏方法，

是將一個二元的位元串列轉成(2n+1)的數值串

秘密訊息，在每 n 個像素為一組的載體像素群

中藏入一個(2n+1)-進制的秘密數值。 

 

2.1.1 藏入和取出 

首先將所有載體影像之像素值表示成P1, 

P2 ,…, Pn的形式，而n就是像素群中的像素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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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藏匿動作前要先將像素值轉換成

(2n+1)-ary型態，例如:一組原先為(1111 1011 

1001 0111)2的二元序列轉換成(30 21 14 12)5 的

5-ary形態。再針對上述轉換形式與所有像素群

定義了一個資訊提取函數 f 如下：  

1 2

1

( , , ) ( ) mod(2 1)
n

n i

i

f p p p i n


 
   
 
…, p

 
其中pi為像素值，n為一個群組中的像素個數。  

但是 EMD 藏匿法存在著：只有於 5-ary

（2n + 1, n = 2）情況下才達到最佳的隱藏位元

率的缺點。當 n 遞增時，也就是越多像素分成

一組時，其隱藏位元率將會逐次遞減。例如：

當 n = 2 時，為兩個像素裡其中一個像素加減

一或者兩個像素都不變動；然而在 n 值增加的

狀況下能夠藏入的訊息自然減少，以至於隱藏

位元率下降。EMD隱藏資料法中也特別針對了

在 n = 2 時 5-ary的情況而製訂出一張 2D的二

維矩陣(Hyper-cube)，如圖 1所示。由圖 1中

我們可以更明確的了解到 EMD提取函數的物理

意義，即是在每一個 0至 4值的上下左右四個

方向，均可找到與之相異的 4個值。 

 
圖 1. 5-ary 之 2D Hyper-cubes 

 

2.1.2 實例 

以（p1, p2）=（2, 4）而藏匿值為 3而言，

（2, 4）的位置是 0；透過圖 1可在其周遭找到

下方位置（2, 3）處為 3來滿足要藏匿的值 3。

此時，則將原先的（p1, p2）=（2, 4）改變成（q1, 

q2）=（2, 3），即可達到藏匿的動作。 
 

2.2 通式化高容量 EMD 隱藏技術 

縱觀 Zhang 等人[9]或是 Lee 等人[4]所提

出的 EMD 資料隱藏技術，在於提取函數之權

重值的設定都是影響整個隱藏技術的關鍵所

在。在 Zhang 等人 EMD 方法中，以一次取兩

個像素值之權重值 1 及 2 為例，如圖 1 即要

達到任意一個點都能夠在其上下左右位置處

找到對應於藏匿值的位置。而 Lee 等人[4]的方

式則是更制式化的固定權重與特定模數值來

達到較多藏匿方向。雖然此二者的藏匿方法均

能夠大幅提升藏匿資料容量。不過，卻都忽略

了安全性方面的問題。因此 Kuo 等人[1]改良 

Lee 等人 [4]的技術，提出通式化之高容量

EMD 隱藏技術。 

 

2.2.1 藏入和取出 

步驟 1：將所有像素分成兩兩一組（p1, p2）代

入所定義的提取函數 fs (1)  

1 2 1 2( , ) ( )mod8sf P P P P    
    (1) 

步驟 2：權重係數 a 與 b 需滿足公式(2) 

  

,

, {1 , 3 , 5 , 7 } ,

( ) m o d 8 0

a b

a b

a b





                    (2) 

步驟 3：亂數產生隨機種子並與步驟 2 的權重

係數 a、b 做出對應，如表 1 

表 1. α、β 之關係 

 
 

步驟 4：將 α、β 代入圖 2 

 

 
圖 2. 通式化 EMD 藏匿修改法 

 

步驟 5：計算隱藏訊息 S 和 fs的差值 ds(5) 

  

0 , ( ) m o d 8

0,

s s s

s

s

d d S f
d

d otherwise

  


       (5) 

步驟 6：再透過圖 2 修改後的 p1、p2代入 fs 

步驟 7：反覆執行步驟 1～6，即可得到偽裝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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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而取出秘密資訊之提取函數為 f’s (6) 

，將偽裝影像像素代入後即可得到藏

匿之秘密資訊 S 
' ' ' ' '

1 2 1 2( , ) ( )mod8sf P P P P    
    (6)                                  

 

2.2.2 實例 

取得一對像素值（p1, p2）=（100, 113），

Seed = 2；對應的係數權重（a, b）=（7, 3）而 

α和β分別為-1、1，要藏入的秘密資訊為 s = 6。

接著將（190, 143）代入提取函數 fs 後可得 fs  

= 7。而藏匿秘密資訊 s 與 fs 差值為 ds = 6 – 

7 = -1 ， ds 為負值但經過公式（5）轉換後可

得到 ds = 7。此時再將 α、β 代入圖 1 的通式

中，緊接著再透過各個修改過的 X、Y 值帶入

公式（1）即可得到當（p1+1,Y）時 fs = s= 6。

表示最後的結果是將（p1, p2）=（100,113）改

變成（q1, q2） =（101, 113）。 

3. 拉格朗日預測法和 EMD 資訊隱藏

技術 

本 研 究 用 拉 格 朗 日 插 值 法 (Lagrange 

interpolation)進行影像的預測和九進制EMD技

術提出一個可逆式資訊隱藏法。方法的流程圖

如下圖 3 所示。 

 

 

 

 

下列為資料藏入的程度： 

輸入：原始影像 I，機密訊息 S， 

輸出：偽裝影像 I”，(Pe1, Ze1)，( Pe2, Ze2)，(Po1, 

Zo1)，( Po2, Zo2)， �̂�𝑒，�̂�𝑜，其中 P 為峰

值點、Z 為零值點  

步驟 1：使用 I 的第一行、第一列、最後一行跟

最後一列以及奇數行裡的每一個像素值

,i j
p

，代入公式(10)(11)(12)預測偶數行

的像素值，生成一張預測影像 T。計算

( , ) , ,e i j i j i j
d t p 

，並得到預測影像 T。 

 

( 1, 1)

( 1, )

( 1, )

( 1, 1)

( 1)( 1)( 2)
( )

12

( 2)( 1)( 2)

6

( 2)( 1)( 2)

6

( 2)( 1)( 1)

12

LR i j

i j

i j

i j

x x x
f x p

x x x
p

x x x
p

x x x
p

 





 

  




  


  




  


               …………………………….(10) 

 

 

( 1, 1)

( 1, )

( 1, )

( 1, 1)

( 1)( 1)( 2)
( )

12

( 2)( 1)( 2)

6

( 2)( 1)( 2)

6

( 2)( 1)( 1)

12

RL i j

i j

i j

i j

x x x
f x p

x x x
p

x x x
p

x x x
p

 





 

  




  


  




  


              ………………………..(11) 

 

原始影像 I 拉格朗日預測法 

差值影像 De 

預測影像 T 

T- I = De 

直方圖統計 位移後差值影像 De
’
 

藏入後差值影像 De
”
 位移後差值影像 De

’’’
 

九進制 EMD 藏入 

直方圖位移藏入 Pe1和 Pe2 

偽裝影像 I’ T - De
’’’ 

= I’ 

圖 3. 本研究所使用之流程架構圖 

機密訊息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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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

( )+ ( )
 =  

2

RL
i j

f x f x
t

 
 
             (12) 

步驟 2：令 De為原始影像 I 與預測影像 T 的差值

影像，意即 De = T - I，其中 

( , )
2, 3, 4, ...,  1; 2, 4, 6, ...,  1,

,
0 .

e i j

e

d i M j N
D

otherwise

    
  
 

　　　 　　　

 
步驟 3：統計差值影像 De中的差值 de( i , j )值並以

直方圖 He 表示之。在此直方圖中可找

出最高的峰值點�̂�𝑒和兩組次高的峰值

點與零值點(Pe1, Ze1)，( Pe2, Ze2)，其中

Ze2 < Pe2 <0< Pe1 < Ze1。 

步驟 4：將兩個次高峰值點與零值點之間的差值

位移一個位置：在區間[Ze2 + 1, Pe2 – 1] 

左峰值點與左零值點之間的差值的的

de( i , j )皆向左位移一個位置，de
’
(i,j) = 

de(i,j) - 1；在區間[Pe1 + 1, Ze1 – 1] 右峰

值點與右零值點之間的差值的的 de( i , j )

皆向右位移一個位置，de
’
(i,j) = de(i,j) + 

1。令 De
’為位移後差值影像。 

步驟 5：運用高頻差值 Pe1和 Pe2的數值來藏入資

訊：在 Pe2中，當遇到要藏入的機密位

元 s = 0 時，de
’
(i,j) = Pe2；當 s = 1 時，

de
’
(i,j) = Pe2 -1。在 Pe1中，當遇到要藏

入的機密位元 s = 0 時，de
’
(i,j) = Pe1；

當 s = 1 時，de
’
(i,j) = Pe1+1。De

”為藏入

機密訊息後的差值影像。 

步驟 6：將最高峰值點�̂�𝑒左右差值位移一個位

置，在區間[Ze2 , �̂�𝑒–1]的 de
”

( i , j )皆向左

位移一個位置使得 de
’’’

(i,j) = de
”

(i,j) - 

1；在區間[�̂�𝑒+ 1, Ze1 ]的 de
”

( i , j )皆向右

位移一個位置使得 de
’’’

(i,j) = de
”

(i,j) + 

1。De
’’’為位移後的差值影像。 

步驟 7：最高峰值點�̂�𝑒的值使用公式(13)方向修

正模函數藏入資訊  

( , ) ( 3)mod9f X Y X Y    …….(13) 

其中 X, Y {�̂�𝑒 − 1, �̂�𝑒, �̂�𝑒 + 1}，接著

每 7 個二進制位元的機密訊息 s 為一組

轉換成九進制的數對，但是如果超過

(88)9，則取六個二進制位元的機密訊息

s；修改每四個 de
’’’

(i,j) = �̂�𝑒的值為一組；

舉例來說如果�̂�𝑒 = (0, 0, 0, 0)，九進制

數對是(84)9，那麼修改後的數對是�̂�𝑒 

(-1, 0, 1, 1) 

 
圖 4. 九進制 EMD 法 

 

步驟 8：將預測影像 T 減去藏有機密資訊的差值

影像 De
’’’後會得到一張第一階段偽裝影

像 I
’，意即 I

’＝T－De
’’’。從步驟 1 到步

驟 7 為第一階段的藏入。 

步驟 9：從此步驟開始為第二階段的藏入，使用

I’第一行、第一列、最後一行及最後一列

和偶數行裡的像素值，代入公式(10)(11) 

(12) 預測奇數行裡的像素值，計算

( , ) , ,
'

o i j i j i j
d t p 

，生產一張新的預測

影像 T’ 

步驟 10：令 Do為第一階段偽裝影像 I’與預測影

像 T’的差值影像，意即 Do = T’ - I'。 

( , )
2, 3, 4, ...,  1; 3, 5, 7, ...,  1,

,
0 .

o i j

o

d i M j N
D

otherwise

    
  
 

　　　 　　　  

步驟 11：統計差值影像 Do中的 do( i , j )值並以直

方圖 Ho 表示之。在此直方圖中可找出

最高的峰值點�̂�𝑜和次高的峰值點與零

值點(Po1, Zo1)，( Po2, Zo2) ，其中 Zo2 < Po2 

<0< Po1 < Zo1。 

步驟 12：將峰值點與零值點之間的差值位移一

個位置：在區間[Zo2 + 1, Po2 – 1] 左峰值

點與左零值點之間的差值的 do( i , j )皆向

左位移一個位置，do
’
(i,j) = do(i,j) - 1；

在區間[Po1 + 1, Zo1 – 1] 右峰值點與右

零值點之間的差值的 do( i , j )皆向右位移

一個位置，do
’
(i,j) = do(i,j) + 1。Do

’為位

移後差值影像。 

步驟 13：運用差值 do
’中的 Po1和 Po2的數值來藏

入資訊：在Po2中，s = 0時，do
’
(i,j) = Po2；

當 s = 1 時，，do
’
(i,j) = Po2 -1。在 Po1

中，s = 0 時，do
’
(i,j) = Po1；當 s = 1 時，

do
’
(i,j) = Po1+1。De

”為位移後差值影

像。 

步驟 14：將最高峰值點�̂�𝑜左右差值位移一個位

置：在區間[Zo2 , �̂�𝑜–1]的 do
”

( i , j )皆向左位

移一個位置，do
’’’

(i,j) = do
”

(i,j) - 1；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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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𝑜+ 1, Zo1 ]的 do
”

( i , j )皆向右位移一個

位置，do
’’’

(i,j) = do
”

(i,j) + 1。Do
’’’
為位移

後差值影像。 

步驟 15：最高峰值點�̂�𝑜的值使用公式(13)方向修

正模函數藏入資訊，參照步驟 7。 

步驟 16：將預測影像 T
‘
減去藏有機密資訊的差

值影像 Dｏ
’後會得到一張第二階段偽裝

影像 I
”，意即 I

”＝T
‘
－Dｏ

’’’，結束此步驟

後即完成所有藏入動作。 

 

4.實驗結果 
  本實驗使用 CPU 為 AMD Athlon(tm) 64 X2 

Dual Core Precessor，1.99GHz，960MB RAM，
並使用 Matlab 軟體來撰寫實驗的程式。本實驗

採用了 Lena、Baboon、Jet、Boatl 等常見的四

張512 512 像素的灰階影像進行實驗與分析，

其格式為.tiff 檔，圖 5 為進行此實驗所使用到

的原始灰階影像。圖 6 為進行此實驗所使用到

的偽裝灰階影像。 

 

  

(a)Lena (b)Baboon 

  

(c)Jet (d) Boat 
圖 5. 原始灰階影像 

 

  

(a)Lena (b)Baboon 

  

(c)Jet (d) Boat 
圖 6. 偽裝影像 

 

4.1 實驗數據 

本 研 究 採 用 拉 格 朗 日 插 值 法 (Lagrange 

interpolation)來產生預測影像，運用預測直方位

移修正法及方向修正模函數將機密訊息藏入

預測影像與原始影像的差值中，在差值上進行

直方圖的統計，接著將機密資訊藏入到掩護影

像中，並以 Lena、Baboon、Jet 和 Boat 等 4 張

影像做為測試影像，Lena 影像混和了許多的細

緻部分、平滑區、陰影、紋理等，非常適合測

試各類影像處理演算法，是個相當好的測試影

像。Baboon 影像為較複雜的影像，像素之間的

差異大，能測試使用預測直方位移修正法的準

確度。Jet 影像為最平滑的影像，Boat 影像為

有許多線條的影像，對於參考兩旁像素值來進

行預測的方法較為不利。 

 

表 1. 實驗數據 

Test 

Image 

Capacity 

(bits) 

Payload 

(bpp) 

PSNR 

(dB) 

Lena 25,228 0.33 43.29 

Baboon 8,562 0.14 42.91 

Jet 15,676 0.22 43.27 

Boat 21,684 0.30 43.32 

 

4.2 實驗比較 

本研究選取近年來在可逆式預測隱藏法

有相關的方法[3][4][5][6][7]進行實驗比較，在

藏量方面勝出其他學者些許。在諸多藏量比較

的實驗結果中，Lee 學者[4]的方法因保留的像

素值多所以藏量較不佳，但在影像品質上為所

有方法中最好的。Ni 學者[5]因為將機密資訊

藏在像素值上，雖然影像品質不差但藏量卻很

低，在 Lena 影像上只有 0.2bpp。這也就是為

什麼近年來所有的研究皆傾向在差值上而非

直接在像素值上進行資訊的藏匿。因為在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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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行資訊的藏匿可以運用影像鄰近像素的

相同或相似性而提昇可藏區的峰值量，影像像

素位移所造成影像品質的破壞較低。 

 

表 2. 與各學者所提方法之比較 

 Lena Baboon 

PSNR 

(dB) 

EC 

(bpp) 

PSNR 

(dB) 

EC 

(bpp) 

Fu[3] 48.62 0.19 48.32 0.05 

Lee[4] 49.78 0.13 49.5 0.04 

Ni[5] 48.2 0.02 48.2 0.02 

Tai[6] 48.32 0.08 48.21 0.03 

Tsai[7] 49.25 0.06 48.84 0.02 

Ours  43.29 0.33 42.91 0.14 

 Jet Boat 

PSNR 

(dB) 

EC 

(bpp) 

PSNR 

(dB) 

EC 

(bpp) 

Fu[3] - - 48.57 0.10 

Lee[4] - - - - 

Ni[5] 48.3 0.06 - - 

Tai[6] 48 0.17 47.8 0.1 

Tsai[7] 49.58 0.1 49.27 0.07 

Ours  43.27 0.22 43.32 0.30 
 

4.3 溢位處理 

此小節介紹本論文溢位問題的處理方法。

本研究所運用拉格朗日插值法所產生的預測

誤差可能為正值或負值，接在運用直方位移修

正法及方向修正模函數藏入資訊時預測誤差

值至多只會位移正/負 1；針對藏入資訊後而產

生溢位的偽裝像素值所對應的的預測誤差值

進行統計，將該預測誤差所對應原有的像素值

不變動，並以 Location Map 記錄壓縮，再與傳

送影像一併送出。 

 

5.結論 
本研究探究採用拉格朗日插值法來產生

預測影像，運用預測直方位移修正法及方向修

正模函數將機密訊息藏入預測影像與原始影

像的差值中，在差值上進行直方圖的統計，接

著將機密資訊藏入到掩護影像中，不僅有高藏

量，且可維持一定的影像品質。 

本研究探究了各個學者的方法，比較可逆

式預測隱藏法有相關的方法[3][4][5][6][7]在

影像品質和藏量上，本研究之影像品質雖然較

低，但藏量都較於其他學者來的高出許多。 

實驗結果以 Lena 影像而言，可以在 PSNR

值為 43.96 dB的偽裝影像品質，藏量為 0.38bpp。

藏量方面皆優於 Ni 學者方法(PSNR 與藏量分

別為 48.2 dB 與 0.03bpp)及 Tai 學者方法(PSNR

與藏量分別為 48.32 dB 與 0.08bpp)，且在平滑

影像上的效果也較為顯著，如 Jet 影像藏量達

到 0.54bpp，實驗測試結果在本研究的預測誤

差值較小且向零值集中，可創造較多的的峰值

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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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 DCT 係數相關性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 

蔡丕裕 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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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訊隱藏技術是利用多媒體作為媒介，將

重要資料嵌入在多媒體中，以此避免被有心人

士竊取重要資訊。本文提出是一種基於 JPEG

壓縮影像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此方法是探

討相鄰方塊之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ation 

(DCT)係數之相關性，再將此特性和直方圖資

訊隱藏技術相結合，以達成可還原的資訊隱藏

方法。實驗結果顯示，本方法可嵌入約 18K

位元而嵌入損失 4.3 dB，與其他相近方法比較

結果亦顯示本方法對 DCT 係數有較高的負載

量和相近的嵌入損失。另本法可應用於基於

DCT 轉換的各種應用中如 JPEG 壓縮影像或

視訊中。 

關鍵詞:DCT、資訊隱藏、可還原性、直方圖、

JPEG。 

1. 前言 

資訊隱藏技術[1]在 911 事件中，曾經被利

用來發送攻擊指令，利用網路的便利，將攻擊

行動、計畫藏在佈告欄、討論區、圖片或新聞

影片中，散佈在網站上，以躲避監控。資訊隱

藏技術可運用在機密資訊的傳遞外，也可以運

用在版權維護、接收資訊的驗證和醫療上個人

資訊隱私。 

資訊隱藏技術是傳送端將機密資訊嵌入

在多媒體(例如，文件、影像、音訊、視訊和

網頁等)，得到偽裝多媒體，接收端取得偽裝

多媒體，將機密資訊從偽裝多媒體中取出。一

般資訊隱藏技術又可概分為可還原式與不可

還原式[2]。這之間的差別是指在取出機密資

訊後，是否有能力將偽裝多媒體還原為原始的

多媒體。這能力對需要使用原始多媒體的運用

如軍事、醫學和法律效力的應用上。 

資訊隱藏技術主要的需求有三[3]：安全

性(Security)、不可察覺性(Imperceptibility)和負

載量(Payload)。安全性指的是隱藏的資訊只能

由參與者取得秘密資訊，非法使用者無法從偽

裝多媒體裡取出機密資訊。不可察覺性是避免

偽裝多媒體破壞的太嚴重，使得不法者察覺此

偽裝多媒體有問題，因此偽裝多媒體的品質必

須在一定的水準之上。負載量是指能嵌入多媒

體中的機密資訊的嵌入量。但這些需求常常是

相互牴觸的，像是負載量的提高，會降低安全

性及不可察覺性。所以要將資訊隱藏提高又能

具有隱蔽性，是目前在資訊隱藏技術中的重要

議題。 

Chen 等學者[4]提出一種基於 DCT 係數

的可還原方法。嵌入時，利用 CA(Confusion 

Avoidance) 作前置處理以避免取出時會發生

錯 誤 ， 然 後 利 用 ZRE(Zero-Replacement 

Embedding) 將機密資訊嵌入在多媒體中；取

出時，利用 ZRX(Zero-Replacement Extracting)

取出機密資訊，最後再用 CA 將偽裝多媒體作

還原。Ni 等學者[5]提出一種直方圖的可還原

式的資訊隱藏技術，將直方圖中峰值與零值間

像素做位移，空出的像素位置可利用 LSB 的

方法進行資訊隱藏。取出時，得到嵌入的像素

值取得隱藏資料並且做還原，再將峰值與零值

間像素作反方向位移，即可將資料還原。Yeh

等學者[6]提出一種可還原式的資訊隱藏技術

應用在視訊上，探討鄰近影像框(Frames 的相

關性，再依據此相關性和直方圖的可還原式的

資訊隱藏技術相結合。 

在本文中，我們將探討由 Ni 與 Yeh 等學

者們所提出的資訊隱藏技術，並且將其運用在

DCT 轉換的頻率域中，由鄰近區塊取得相關

性，再將此相關性對應區塊中的位置嵌入機密

資訊。本文結構如下在第 2 節介紹 Ni 等學者

所提出之研究技術。我們的方法於第 3 節作介

紹。第 4 節做實驗與比較。最後在第 5 節提出

本方法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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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s 直方圖資訊隱藏技術 

(a)原始直方圖 

(b)位移後直方圖 

(c) 嵌入後直方圖 

圖 1 Ni 等嵌入程序 

Ni 等學者[1]提出的直方圖資訊隱藏技

術，首先將影像的像素值作統計、分析，取得

直方圖，如圖 1(a)為原始直方圖，從中可得知

像素 3出現次數為 8次比其他像素值都還來得

高，因此稱像素值 3 為高峰；尋找到像素值 7

出現次數為 0 次比其他像素值出現次數還

低，因此稱像素值 7 為零值。 

將高峰與零值之間像素值作位移，將高峰

的下一個像素值為 4 與低谷之間的像素值全

部加 1，如圖 1(b)，因此可以將像素值為 4 的

次數變為 0，目的是為了將機密資訊嵌入高峰

中。 

針對高峰做資訊隱藏，如果要嵌入的機密

資訊位元為 0，則不改變高峰像素；如果要嵌

入的機密資訊位元為 1，則將高峰像素加 1。

例如將機密資訊(11100101)2嵌入到圖 1(b)中

的高峰中，將此偽裝多媒體重新做統計，可得

原先高峰像素 3 的出現次數變為 3 次，空出來

的像素 4 出現次數變為 5，這就完成了嵌入動

作，如圖 1(c) 。 

要做取出機密資訊時，要先取得高峰與 

零值，當得知偽裝影像像素值等於高峰，則可

取出機密資訊位元為 0；如果得到的像素為高

峰像素值加 1 時，則可得知機密資訊位元為

1。例如當取得一個偽裝影像如圖 1(c)時，並

且得到高峰像素值為 3 和零值為 7。當遇到像

素值為 3 時，可得知嵌入的機密資訊為 0；當

遇到像素值為 4 時，可得知嵌入機密資訊為 1

並且將像素值減 1，還原成圖 1(b)，即可取得

機密資訊為(11100101)2。 

當全部機密資訊都取出之後，將大於高

峰像素值加 1 與零值像素值作反向位移(減

1)，即可還原為原始影像，如圖 1(a) 。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主要探討相鄰 DCT 區塊的相

關性，再將此相關性與直方圖隱藏技術相結合

而達成頻率域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嵌入和

取出與還原的程序將分別在 3.1 與 3.2 中詳細

說明。 

圖 2 嵌入程序流程圖 

3.1. 嵌入程序 

本方法係植基於 DCT 轉換係數，並探討

相鄰兩個區塊的 DCT 係數的相關性，從 Yeh

等學者的方法中可推知影像的相鄰區塊具有

高度的相似性，此相似性若以差值來表示，則

可得到其差值將非常接近，若將此差值進行統

取得原始影像

DCT轉換量化

計算DCT差值
修改差值嵌入

位元

位移直方圖

修改DCT係數
建立差值直方

圖

反轉換DCT

偽裝影像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13 AIT / CEF 2015



計分析，將進似於 Tsai’s 等[7]的以預測編碼為

基礎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綜合上述以發展

出本方法。本方法嵌入程序的流程圖如圖 2 所

示。 

本方法的嵌入程序是先將影像切割成大

小為 8 × 8 像素的區塊，對每一區塊作 DCT 轉

換並且使用標準量化表做量化，當所有區塊都

完成 DCT 轉換和量化後，我們選擇兩相鄰區

塊做相關性的比較，經由 Z 字形掃描序列

(Zig-Zag Sequence)的順序，計算兩相鄰區塊的

DCT 量化係數的差值，計算的個數將配合

JPEG 的編碼順序，以其中一區塊最小個數序

列來計算相關性，例如有一區塊有效的 AC 係

數為 8 個另一區塊有效的 AC 係數為 6 個，則

此兩區塊差值僅有 6 個。 

將所有差值進行統計分析後，因為差值有

正和負數，故可得一正數直方圖(含 0)和一負

數直方圖。因為相鄰的區塊擁有的相似性高，

因此，在直方圖中峰值的個數非常高而且零值

非常多，此一結果有益於機密資訊的嵌入。當

從任一直方圖中選取高峰像素值和零值後，即

可以Tsai’s等的方法對高峰和零值間之差值做

位移，接著檢查峰值與欲嵌入的位元，若欲嵌

入的位元為 0，則峰值不動。若欲嵌入的位元

為 1，則峰值往零值方向位移一格(±1)。依此，

掃描所有的峰值並嵌入資訊，峰值的個數即是

嵌入的資訊量。 

若有更多的資訊要嵌入，則可再選取另一

直方圖進行相同的嵌入程序，更多的嵌入量可

從各直方圖再選取第二、三組的高峰和零值，

以提供更高的資訊隱藏量。 

嵌入完成後，將更改後的差值在再反向計

算得到更改後的 DCT 量化係數，再進行 IDCT

轉換得偽裝影像。 

嵌入程序的步驟摘要如下: 

(1) 切割影像區塊，作 DCT 轉換、量化。 

(2) 計算兩區塊 DCT 量化係數之差值。 

(3) 將差值統計，繪製直方圖，選取高峰和

零值。 

(4) 掃描差值，若在高峰和零值之間，則往

零值位移一格(±1)。 

(5) 再掃描差值，若等於高峰且嵌入位元 0，

則差值不變。若等於高峰且嵌入位元 1，

則零值位移一格(±1)。 

圖 3 取出程序流程圖 

3.2. 取出與還原程序 

欲取出所嵌入的資訊，需先知道高峰和零

值。程序類似嵌入程序如圖 3，先對偽裝影像

進行大小 8 × 8 的區塊切割，每一區塊作 DCT

轉換並量化，計算相鄰兩區塊的 DCT 量化係

數的差值，掃描差值，若差值等於高峰，則取

出隱藏位元 0，若差值等於高峰(±1)，則取出

隱藏位元 1，依此可取出隱藏位元。接著再掃

描差值，以還原影像，若差值在高峰(±1)和零

值間，則往峰值方向位移一格(±1)。將位移後

的差值再反向計算得到還原後的 DCT 量化係

數，再進行 IDCT 轉換得原始影像。 

取出與還原程序的步驟摘要如下: 

(1) 切割偽裝影像區塊，作 DCT 轉換、量化。 

(2) 計算兩區塊 DCT 量化係數之差值。 

(3) 掃描差值，若等於高峰，取出位元 0。若

等於高峰(±1) ，取出位元 1。 

(4) 再掃描差值，若在高峰(±1)和零值之間，

則往高峰位移一格(±1)。 

4. 實驗結果 

本方法使用 Lena、Airplane、Baboon、

Cameraman、Lake 和 Peppers 等六張灰階影像

去做實驗，每張影像皆為 512×512 Pixels。利

用 PSNR 作為影像品質的比較標準，隱藏量以

嵌入位元(bits)做比較。 

 

取得偽裝影像

DCT轉換量化

計算DCT差值

機密資訊

位移差值
檢測差值取出

位元

反轉換DCT

原始影像

(公式一) 

一) 

(公式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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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a Airplane Baboon 

   

Cameraman Lake Peppers 

圖 4 JPEG 影像 

   

Lena Airplane Baboon 

   

Cameraman Lake Peppers 

圖 5 嵌入機密資訊之 JPEG 影像 

本方法所提出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可

運用在 JPEG 影像編碼程序中，圖 4 為 JPEG

壓縮影像未嵌任任何資訊。圖 5 為使用本方法

作出的結果，表 1 顯示，Chen、Ni 與本方法

的嵌入量和影像品質作比較。從平均值來看，

本方法在嵌入量和影像品質都比 Chen 等的方

法來得高。與 Ni 等的方法來比較，本方法的

嵌入量為 Ni 等的方法的兩倍，利用公式一和

公式二計算出影像品質，而影像品質約低

1.75dB。另與 JPEG 影像來比較，因嵌入 18K

位元的資訊所造成的失真約有 4.3dB. 若比較

圖 4 與圖 5，則不容易由肉眼辨識出其不同之

處。 

若從 Baboon 影像來看，本方法的負載量

約為 41k 比 Chen 等學者多 1.83 倍的容量，比

Ni 等學者多 2.33 倍，而影像的 PSNR 值約比

Ni 方法低 3dB。此結果乃由於 Baboon 影像的

複雜度較高，係數比其他不複雜的影像來的

多， Chen 的技術在增加係數之後可能會降低

嵌入量， 這是由於需要三個一組的係數。而

Ni 的技術除非原始影像的複雜度不高，使得

係數變得很集中，嵌入量才會多。本文的技術

利用相關性進行嵌入，因為彼此的相似性高且

係數增加時，相關性的技術可增加嵌入的容

量。因此，當複雜度增加時，本方法的負載量

也跟著提高。 

 

表 1 Chen, Ni 和本方法的功能比較 

影像  JPEG  Chen  Ni  本方法 

 PSNR  bits PSNR  bits PSNR  bits PSNR 

Airplane  36.00  13,424 29.97  7,353 33.03  14,400 31.38 

Lena  35.81  11,301 29.98  7,104 33.34  12,912 31.71 

Baboon  28.23  22,549 22.21  17,758 25.63  41,355 22.52 

Cameraman  38.88  11,409 31.17  6,233 35.23  10,885 33.60 

Lake  33.16  15,926 27.26  10,419 30.89  17,436 29.24 

Peppers  33.94  13,532 29.63  7,771 32.39  13,537 31.26 

Average  34.34  14,690 28.37  9,439 31.75  18,420 29.95 

 

5. 結論 

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一種基於 DCT 轉換

的可還原資訊隱藏技術，此技術可運用在以

DCT 轉換為基礎的各類應用上，提供隱藏資

訊的功能，且不會影響其影像的品質。從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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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本方法可提供較高的嵌入容量，而影

像品質則因為嵌入位元的增多而有所降低。未

來的研究方向，將針對如何提升影像的品質，

如找出更高的相關性，減少位移的數量等議題

作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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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已經有許多資訊隱藏技術被

提出，這些技術依是否可還原影像分為可

逆式資訊隱藏，以及不可逆資訊隱藏。本

研究主要探討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該技

術從偽裝影像中取出機密訊息後可將影

像回復到原始狀態。Chen 等學者於 2012

年非對稱直方圖方式提出一個可逆式資

訊隱藏方法，該方法能有效提昇資訊的藏

入量，但作者所使用的預測器過於簡單，

導致預測效果並不顯著，因此，本研究擬

採用不同預測器，例如，GAP 梯度預測

(Gradient Adjusted Prediction, GAP)、MED

邊緣預測(Median Edge Detect, MED)及

INP(Interpolation by Neighboring Pixel, 

INP)預測值改良 Chen 等學者的方法，並

以不同預測器組合進行分析，期望找出能

夠與非對稱直方圖搭配最佳的預測器方

法，再以預測誤差非對稱直方圖修改將機

密訊息嵌入影像中，以探討不同預測器或

組合產生預測誤差直方圖對於嵌入量與

影像品質的影響。 

關鍵字：可逆資訊隱藏、GAP 梯度預測、

MED 邊緣預測。 

1. 介紹 

隨著資訊科技迅速的發展，人們在網

路上傳遞資料更為快速與便利，但在網際

網路上傳輸資料並不安全，可能被不法第

三方竊取，造成個人隱私與機密訊息的洩

漏，為了確保個人隱私、機密訊息等重要

訊息的安全性，學者們提出資訊隱藏的概

念，傳送方將機密訊息嵌入至各類型媒體，

如影像、影片、音訊檔等數位媒體中，將

嵌入機密訊息的媒體透過網際網路傳遞

給接收方，使不法的第三方無法從偽裝媒

體得知機密訊息，而接收方只需將機密訊

息從嵌入後媒體取出即可取得機密訊息，

以達到個人隱私保護等效果。 

近年來已有非常多可逆式資訊隱藏

技術被提出來，例如 Tian 學者於 2003 年

提出的差異擴張技術[5]、Ni 學者於 2006

年提出的直方圖位移技術[4]等，其中Chen

學者於 2013 年提出一個非對稱預測誤差

直方圖隱藏法[1]，該方法延伸 Ni 學者的

方法，以預測值與像素值間的誤差製作直

方圖。作者使用兩個預測器進行藏入，一

個為區塊的最大值，另一個是區塊內最小

值。利用最大值減去像素值產生的差異直

方圖，其差值大多會集中於正數，也就是

大於零；反之，利用最小值減去像素值產

生的差異直方圖，其峰值大多會集中在負

數，即小於零。作者針對最大值直方圖採

用向左位移的策略，而最小值直方圖則採

用向右位移的策略，主要目的是讓非峰值

的位移個數減少，以降低像素的失真程度，

再者，最大和最小直方圖位移方向可達到

互補作用。 

Chen 等學者的方法效果非常好，但是

作者使用的預測值只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難免有預測不準的疑慮，目前已有非常多

優良的預測方法，例如 MED 邊緣預測

(Median Edge Detect, MED)[6]，GAP 梯度

預 測 (Gradient Adjusted Prediction, 

GAP)[3]，Lee 學者 INP(Interpolatio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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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ing Pixel, INP)[2]提出的預測方

法，這些方法或許能夠取代 Chen 學者最

大值、最小值預測器，產生不同的結果，

因此本論文擬定結合各種不同預測方法

和 Chen 學者的非對稱直方圖位移法，期

望能夠找出一個適應的搭配原則。 

2.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介紹與本研究相關資訊隱

藏技術，包含 Mehdi 學者提出的 GAP 梯

度預測值、Weinberger 學者提出的 MED

邊緣預測值、Lee 學者提出的方法、Ni 學

者提出的單一峰值點直方圖位移方法及

Chen 學者提出的基於非對稱預測誤差值

直方圖位移可逆式浮水印方法。 

2.1. MED 邊緣預測方法 

MED 邊緣預測方法是由 Weinberger

等學者於 2004 年提出的，其預測方式計

算複雜度低，但預測結果卻相當的準確，

MED 邊緣預測方法是以 2×2 的區塊進行

運算，如圖 1 所示，假設 x(i,j)為原始像素，

MED 邊緣預測參考鄰近的 x(i-1,j)、x(i,j-1) 和

x(i-1,j-1)三個像素產生預測值 P(i,j)，其預測公

式如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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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1,j) x(i,j) 

圖 1 MED 2×2 區塊示意圖 

2.2. GAP 梯度預測方法 

GAP 梯度預測值是由 Mehdi 學者於

2008 年提出，其預測方法以原始像素周圍

的鄰近七個像素進行運算，如圖 2 所示，

產生的相關係數能夠更精準的判斷該像

素位是於水平邊緣、垂直邊緣或是在平滑

區域，其演算法如公式(2)。公式的示意圖

如圖 3。 

  x(i-2,j) x(i-2,j+1) 

 x(i-1,j-1) x(i-1,j) x(i-1,j+1) 

x(i,j-2) x(i,j-1) x(i,j)  

圖 2 GAP 預測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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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 可看出當 dh和 dv之間的距離

大於 8以上可能有水平(Horizontal)線經過，

小於-8 以下者，則可能有垂直(Vertical)線

經過。水平、垂直區域又分成三種程度，

若絕對值介於 8~32之間者為弱型(Weak)；

圖 3 GAP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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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0 之間者為中型；80 以上則為強型

(Sharp)。反之，介於-8～8 之間者，則為

平滑型(Smooth)。不同類型使用的預測值

規則不同，強健型直接使用上方 x(i-1,j)或左

方 x(i,j-1)的像素進行預測，平滑型則利用上

下兩個像素值 x(i-1,j)和 x(i,j-1)的平均值，加上

對角線的兩個誤差值 x(i+1,j-1)和 x(i-1,j-1)的平

均，進行預測得到 P̂。弱型則使用 3 倍 P̂

和上下像素值的平均進行預測；中型則使

用 1 倍 P̂。 

2.3. 鄰近像素差值法(Interpolation by 

Neighboring Pixel, INP) 

Lee學者於2012年提出利用內插法方

式產生擴張影像，其擴張方式是將原本

2×2 區塊擴張成 3×3 的區塊，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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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下用一個例子說明 Lee 學者提出

的方法，假設目前 2×2 區塊中 x(i,j)=188、 

x(i-1,j) =161、 x(i,j-1) =185 與 x(i-1,j-1) =152，

如圖 4 所示。 

圖 4 INP 示意圖 

其中 m 與 n 為原始影像大小，C(i ,j)

為擴張後像素，如圖 4(b)，首先計算 3×3

區塊中4個角落的像素值C(0,0)=x(0,0)=152、

C(0,2) = x(0,1) = 161、C(2,0) = x(1,0) = 185 與 C(2,2) 

=x(1,1)=188，即圖 4(b)中灰色部分，接著計

算中間十字白色部分 C(0,1)=(x(0,0) +(x(0,0)+ 

x(0,1) ) /2) /2 = 154、C(1,0) = ( x(0,0)+(x(0,0)+ 

x(1,0))/2)/2=160、C(1,1)=(C(1,0)+C(0,1))/2 =157、

C(1,2) = ( x(0,1) +( x(0,1)+ x(1,1) )/2 ) /2 =167 和

C(2,1) = ( x(1,0) +( x(1,0)+ x(1,1) )/2 ) /2 = 185，即

可完成擴張後影像，如圖 4(b)所示，由此

可知 C(0,1)與 C(2,1)擴張像素的計算較重視

左邊的像素值，而 C(1,0)與 C(1,2)則較重視上

方的像素值，簡言之，Lee 學者的內插擴

張技術加重左方或上方像素值，以 2A+1B

權重方式運行。 

2.4. 直方圖位移技術 

Ni 學者在 2006 年提出可逆式資訊隱

藏方法，該方法以直方圖位移進行資訊隱

藏，概念如圖 5 所示。首先統計原始影像

像素分佈情形並產生直方圖表，經由直方

圖統計結果，找出最頻繁出現的像素則為

峰值點(Peak Value, PV)及出現頻率為零的

則為零值點(Zero Value, ZV)，沒有零值則

選擇出現頻率最低的為零值點。若像素值

x(i,j)介於 PV 峰值點像素與 ZV 零值點像素

值之間則會向右調整；若像素值 x(i,j)與 PV

峰值點像素相等則會嵌入機密訊息；若像

素值 x(i,j)不和 PV 峰值點像素相等也不介

於PV峰值點像素與ZV零值點像素值之間

則不會被調整。 

 

2.5. 非對稱直方圖位移法 

Chen學者於 2013年提出非對稱預測

誤差直方圖，流程如圖 6 所示。該方法將

影像切割成數個重疊大小為 2×2 的區塊，

以 2×2的區塊中右下像素值為中心點與鄰

近像素相減得到 3 個誤差值，在奇數次嵌

入時，取最大誤差值作為預測誤差進行直

直方圖 

統計 

(b) (a) 

圖 5 Ni 學者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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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圖位移，在偶數次嵌入時，則取誤差最

小的作為預測誤差值進行直方圖嵌入，以

下介紹 Chen 學者所提的嵌入方法。 

步驟 1：產生最大預測誤差值 

將影像切割成數個重疊大小為 2×2

的區塊，區塊中以 x(i,j)為中心跟鄰近像

x(i-1,j-1)、x(i,j-1)和 x(i-1,j)相減後取最大值作為

預測誤差值 PEmax，從上至下，由左至右

以Z字型掃描原始影像並產生所有預測誤

差值。 

步驟 2：產生預測誤差值直方圖並找出峰

值點 PV
+與零值點 ZV

+
 

統計所有預測誤差值並產生直方圖，

預測誤差值出現次數最頻繁為峰值點 PV
+，

出現次數為 0 且預測誤差值小於峰值點

PV
+的預測誤差值則為零值點 ZV

+。 

步驟 3：位移並嵌入機密訊息 

將介於峰值點與零值點之間的預測

誤差值往左位移調整，將預測像素值對應

的原始像素減 1 往左位移，若機密訊息為

1，則原始像素做減 1，若機密訊息為 0 原

始影像則不做任何修改。 

步驟 4：產生最小預測誤差值 

將第一次嵌入後產生的偽裝影像切

割成數個重疊大小為 2×2 的區塊以 x'(i,j)為

中心跟鄰近像素 x'(i-1,j-1)、x'(i,j-1)和 x'(i-1,j)相減

後取最小值作為預測誤差值 PEmin以 Z 字

型掃描偽裝影像並產生所有預測誤差

值。 

步驟 5：產生預測誤差值直方圖，並找出

峰值點 PV
-與零值點 ZV

-
 

統計所有預測誤差值直方圖，預測誤

差值出現次數最頻繁為峰值點 PV
-，出現

次數為 0 且預測誤差值大於峰值點 PV
-的

預測誤差值則為零值點 ZV
-。 

步驟 6：位移並嵌入機密訊息 

將介於峰值點與零值點之間的預測

誤差值往右位移調整，將預測像素值對應

的原始像素加 1 往右位移，將機密訊息嵌

入於峰值點，若機密訊息為 1，則像素值

則做加 1，若機密訊息為 0 像素值則不做

任何修改。 

3. 研究方法 

本章節針對Chen學者於 2013年提出

的非對稱預測誤差直方圖隱藏法進行改

良，利用多種預測方法產生多組預測值，

再從中取最大值及最小值進行誤差值計

算，使用的預測方法有 GAP、MED 及 INP

預測器。所提方法的示意圖如圖 7 所示，

原始影像根據不同預測器為基礎切割成

數個大小為 n×m 的區塊，以 GAP 梯度預

測器為例，原始影像先切割成大小為 3×4

的區塊，再分別以 GAP、MED、INP 預測

法找出預測值，從三個預測器中找出最大

值，即為最大值預測器，利用此數值與原

最大誤差值 預測誤差直方圖 第一次 
偽裝影像 

預測誤差直方圖 最小誤差值 第二次偽裝影像 

產生 統計 

統計 

位移 

嵌入 
機密訊息 
 

嵌入 
機密訊息 
 

位移 

圖 6 Chen 學者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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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像素相減產生預測誤差直方圖，再利用

直方圖位移法藏入訊息。第二次嵌入時，

從三個預測器中取最小值作為最小預測

器，再進行直方圖藏入。 

3.1. 嵌入流程 

步驟 1：產生預測誤差值 

將原始影像切割成數個重疊大小為 3

×4 的區塊，區塊中以 x(i,j)為使用 GAP、

MED、INP 預測器計算出預測值，從三個

預測器中找出最大值，即為最大值預測器，

利用此數值與原始像素相減產生預測誤

差 PEmax，從上至下，由左至右以 Z 字型

掃描原始影像產生所有預測誤差值。 

步驟 2：產生預測誤差值直方圖  

統計所有預測誤差值產生直方圖，預

測誤差值出現次數最頻繁為峰值點 PV
+，

出現次數為 0 且預測誤差值小於峰值點

PV
+預測誤差值則為零值點 ZV

+。  

步驟 3：預測誤差值直方圖位移並嵌入機

密訊息 

將介於峰值點 PV
+與零值點 ZV

+之間

的預測誤差值向左位移調整，將預測像素

值對應的原始像素減 1 往左位移，將機密

訊息嵌入至峰值點，若機密訊息為 1，則

原始像素減 1，若機密訊息為 0 則原始像

素則不做任何修改。 

步驟 4：第二次嵌入產生預測誤差值 

將第一次嵌入產生的偽裝影像切割

成數個重疊大小為為 3×4 的區塊，區塊中

以 x(i,j)為中心使用 GAP、MED、INP 預測

器計算出預測值，從三個預測器中找出最

小值，即為最小值預測器，利用此數值與

原始像素相減產生預測誤差 PEmin，從上

至下，由左至右以 Z 字型掃描原始影像產

生所有預測誤差值。 

步驟 5：產生預測誤差值直方圖 

統計所有預測誤差值產生直方圖，預

測誤差值出現次數最頻繁為峰值點 PV
-，

出現次數為 0 且預測誤差值大於峰值點

PV
-預測誤差值則為零值點 ZV

-。 

步驟 6：預測誤差值直方圖位移並嵌入機

密訊息 

將介於峰值點與零值點之間的預測

誤差值向右位移，將預測誤差值對應的像

素值加 1 向右位移，將機密訊息嵌入至峰

值點，若機密訊息為 1，則原始像素加 1，

若機密訊息為 0則原始像素則不做任何修

改。 

最後將偽裝影像、第一次嵌入峰值點

PV
+、第一次嵌入零值點 ZV

+、第二次嵌入

峰值點 PV
-及第二次嵌入零值點 ZV

-傳給

接收方就可將機密訊息取出。 

 

3.2. 取出流程 

接收到偽裝影像、峰值點 PV
+、零值

點 ZV
+、峰值點 PV

-及零值點 ZV
-後，第二

次嵌入是將機密訊息嵌入至峰值點 PV
-。 

步驟 1：取出機密訊息並恢復第一次偽裝

影像 

第一次取出時，將整張偽裝影像先切

預測 GAP 梯度預測法 

MED 邊緣預測法 

INP 鄰近像差值法 

預測方法 
Max{MED, GAP and INP } 

Min{MED, GAP and INP} 

產生 

預測誤差 

直方圖 

偽裝影像 

第一次 

嵌入 

GAP 

MED 

INP 

預測方法 

預測 

產生 

預測誤差 

直方圖 
偽裝影像 

第二次 

嵌入 

原始影像 

圖 7 多預測器嵌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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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成數個大小為 3×4 的區塊，使用 3 種預

測器GAP、MED和 INP產生三中預測值，

PGAP、PMED及 PINP從中找出最小值作為預

測值，即 Pmin = min{PGAP，PMED，PINP}，

最後將 Pmin與原始像素 x(i,j)相減得到 PEmin

＝0，若 PEmin等於峰值點 PV
-則取出機密

訊息 0，而原始像素值則不修改；若 PEmin

等於峰值點 PV
-加 1 則取出機密訊息 1，

而原始像素值則減 1；若 PEmin峰值點 PV
-

加1到零值點ZV
-加1，而原始像素則減1，

以此類推，將取出所有機密訊息並恢復第

一次嵌入影像。 

步驟 2：第二次取出機密訊息並恢復原始

影像 

第一次嵌入將機密訊息嵌入於峰值

點 PV
+，因此只要數值等於 PV

+或 PV
+減 1

者，即表示有藏入訊息。第二次取出時，

將整張偽裝影像先切割成數個大小為 3×4

的區塊，使用 3 種預測器 GAP、MED 和

INP 產生 PGAP、PMED及 PINP三個預測值，

最大值作為預測值，即 Pmax = max{PGAP，

PMED，PINP}，最後將 Pmax與原始像素 x(i,j)

相減得到 PEmax＝0，若 PEmax等於峰值點

PV
-則取出機密訊息 0，而原始像素值則不

修改；若 PEmax等於峰值點 PV
-減 1 則取

出機密訊息 1，而原始像素值則加 1；若

PEmax峰值點 PV
-減 1 到零值點 ZV

-減 1，

而原始像素則減 1，以此類推，將取出所

有機密訊息並恢復原始影像。 

以下用一個例子說明本研究藏入方

法，假設原始影像大小為 6×6，如圖 8(a)

所示，將影像切割成重疊 3×4 區塊並透過

GAP、MED及 INP預測器計算 x(i,j)預測值，

分別為 PGAP=151、PMED=152和 PINP=150，

從三個預測值中找出最大值作為預測值，

即 Pmax=max(PGAP,PMED,PINP)=152，最後將

Pmax與原始像素 x(i,j)相減得到 PEmax＝-1，

以此類推，計算出所有的預測誤差值如圖

8(b)。 

 
圖 8 (a)原始影像(b)預測誤差值(c)第一次

嵌入後影像 

統計所有預測誤差值產生直方圖，得

到峰值點PV
+與零值點ZV

+分別為0與-4，

接著將機密訊息藏入，假設機密訊息

s=(100)2，若預測誤差值介於峰值點 PV
+

與零值點 ZV
+之間的預測誤差值向左位移

調整，x(3,3)原始像素值 150 對應到預測誤

差值為-1，因此原始像素值 150 減 1 調整

成 149，預測誤差值與峰值點相同則藏入

機密訊息，若機密訊息為 1，則原始像素

減 1，若機密訊息為 0 則原始像素則不做

任何修改。嵌入後影像，如圖 8(c)所示。 

第一次嵌入完成後，進行第二次嵌入，

將影像切割成重疊3×4區塊並透過GAP、

MED 及 INP 預測器計算 x'(i,j)預測值，分別

為 PGAP=151、PMED=152 和 PINP=150，從

三個預測值中找出最小值作為預測值，即

Pmin=min(PGAP,PMED,PINP)=150，最後將 Pmin

與原始像素 x(i,j)相減得到PEmin＝-1以此類

推，計算出所有的預測誤差值如圖 9(b)。 

 
圖 9 (a)第一次嵌入後影像(b)預測誤差值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22 AIT / CEF 2015



(c)第二次嵌入後影像 

統計所有預測誤差值產生直方圖，得

到峰值點 PV
-與零值點 ZV

-分別為 2 與 3，

接著將機密訊息藏入，接著將機密訊息藏

入，假設機密訊息 s=(1000)2，若預測誤差

值介於峰值點 PV
-與零值點 ZV

-之間的預

測誤差值向右位移調整，預測誤差值與峰

值點相同則藏入機密訊息，若機密訊息為

1，則像素值加 1，若機密訊息為 0 則像素

值則不做任何修改，嵌入機密訊息後如圖

9(c)所示。最後將偽裝影像、第一次嵌入

峰值點 PV
+、第一次嵌入零值點 ZV

+、第

二次嵌入峰值點 PV
-及第二次嵌入零值點

ZV
-傳給接收方就可將機密訊息取出。 

延續上個例子說明本研究取出方法，

接收到偽裝影像、峰值點PV
+、零值點ZV

+、

峰值點 PV-及零值點 ZV
-後，第二次嵌入

是將機密訊息嵌入至峰值點 PV
-，因此在

第一次取出時，將整張偽裝影像先切割成

數個大小為 3×4 的區塊，區塊中分別使用

GAP、MED 及 INP 預測器計算 x''(3,3)預測

值，分別為 PGAP=151、PMED=152 和

PINP=150，從三個預測值中找出最小值作

為預測值，即 Pmin=min(PGAP,PMED,PINP)= 

150，將 x''(3,3)與 Pmin相減得到-1，若 PEmin

等於峰值點 PV
-則取出機密訊息 0，而原

始像素值則不修改；若 PEmin等於峰值點

PV
-加 1 則取出機密訊息 1，而原始像素值

則減 1；若 PEmin峰值點 PV
-加 1 到零值點

ZV
-加 1，而原始像素則減 1，以此類推，

將取出所有機密訊息(1000)2並恢復第一

次嵌入影像。 

接著進行第二次取出機密訊息並恢

復原始影像，第一次嵌入將機密訊息嵌入

於峰值點 PV
+，因此只要數值等於 PV

+或

PV
+減 1 者，即表示有藏入訊息。第二次

取出時，將整張偽裝影像切割成重疊 3×4

區塊並透過 GAP、MED 及 INP 預測器計

算 x'(3,3)預測值，分別為 PGAP=151、

PMED=152 和 PINP=150，從三個預測值中找

出最大值作為預測值，即 Pmax = 

max(PGAP,PMED,PINP) = 152，將 Pmax與像素

值 x'(3,3)相減得到 PEmax＝-3，若 PEmax等於

峰值點 PV
-則取出機密訊息 0，而原始像

素值則不修改；若 PEmax等於峰值點 PV
-

減 1 則取出機密訊息 1，而原始像素值則

加 1；若 PEmax峰值點 PV
-減 1 到零值點

ZV
-減 1，而原始像素則減 1，以此類推，

將取出所有機密訊息(100)2並恢復原始影

像。 

4. 實驗結果 

本研究以 4張大小為 512×512的灰階

影像進行測試，如圖 10 所示。本章節呈

現所提方法與 Chen 等學者提出方法峰值

信噪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

與平均藏入位元(Bits Per Pixel, BPP)進行

比較。PSNR 的計算如公式(4)所示： 

 

圖 10 測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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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結果針對 Chen 等學者提出的非

對稱預測誤差直方圖隱藏法進行改良，利

用多種預測方法產生多組預測值，再從中

取最大值及最小值進行誤差值計算，使用

的預測方法有單使用 GAP、MED 及 INP

預測器；分別結合兩種預測器的雙預測器

方法；及結合三種方法的多預測器方法，

預測完的結果，再利用非對稱值方圖位移

法進行嵌入。表 1 為 Lena 與 Mandrill 影

像使用不同預測器產生預測誤差值進行

非對稱直方圖位移重複嵌入 3 回合，而每

Jet Lena Mandrill Tiff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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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合先進行第一次嵌入，將直方圖向左

位移並嵌入機密訊息，得到嵌入後影像，

再進行第二次嵌入，將直方圖向右位移並

嵌入機密訊息。 

表 1 Lena 與 Mandrill 嵌入 3 回合比較表 

image method 
Turn-1 Turn-3 

bpp PSNR bpp PSNR 

Lena 

Chen et al. 0.18  49.40  0.45  40.67  

INP  0.20  48.90  0.47  40.65  

MED  0.19  48.82  0.45  39.91  

GAP  0.21  48.97  0.48  40.35  

GAP&INP  0.20  48.75  0.47  40.37  

GAP&MED  0.19  48.96  0.45  40.28  

MED&INP  0.20  49.22  0.46  40.34  

3 Predictions 0.19  49.05  0.46  40.41  

Mandrill 

Chen et al. 0.06  49.92  0.17  40.48  

INP  0.07  48.55  0.18  39.61  

MED 0.07  48.37  0.18  39.51  

GAP  0.07  48.43  0.19  39.60  

GAP&INP 0.07  49.01  0.19  39.92  

GAP&MED  0.07  48.77  0.18  39.93  

MED&INP  0.07  48.75  0.18  39.68  

3 Predictions 0.07  48.79  0.18  39.69  

從表 1得知Mandrill為較複雜影像，

使用 GAP 預測器產生預測誤差值進行非

對稱直方圖位移藏入量效果較好，而 Lena

為些微複雜影像在嵌入次數較少時，使用

GAP 預測器效果較好，但多次嵌入時則為 

INP+非對稱技術的藏入量效果更加，無論

Lena或Mandrill影像所提方法在每回合藏

入量都高於 Chen 等學者提出方法。以

Lena 影像為例，使用 GAP 的方法，每一

回合大概都可多 9200至 6700位元，PSNR

下降的量也只有少約 0.2dB 至 1dB。而

Mandrill 影像大約多 3000 至 5000 位元，

PSNR 值少 0.7dB 至 1.4dB。 

從表 2可得知，所提方法嵌入機密訊

息至 Jet 與 Tiffany 兩張較平滑影像，在 Jet

影像單使用 INP 預測器產生預測誤差值，

再進行非對稱直方圖位移藏入量效果較

好，且也有不錯的影像品質。以 Jet 為例，

使用 INP 預測器，所提方法的藏入量較

Chen 學者的方法多 9000 至 13000 位元，

PSNR 下降約 0.7dB 至 1dB 左右。而 

Tiffany影像藏入量大約多 5100至 9600位

元 PSNR 下降約 0.6dB 至 0.8dB 左右。 

從實驗結果可知，使用單一預測器搭

配非對稱直方圖進行藏入的效果較多個

預測器合併組合得到的結果。而複雜影像

使用GAP預測器搭配非對稱直方圖藏入，

所得的藏入量和品質較好；平滑影像則是

使用 INP 預測器效果較好。 

表 2 Jet 與 Tiffany 嵌入 3 回合比較表 

image method 
Turn-1 Turn-3 

bpp PSNR bpp PSNR 

Jet 

Chen et al. 0.27  49.74 0.62  41.03 

INP   0.31  48.69 0.67  40.31 

MED  0.28  49.18 0.61  40.13 

GAP  0.30  48.75 0.64  40.46 

GAP&INP  0.30  49.19 0.64  40.44 

GAP&MED 0.29  49.04 0.62  40.74 

MED&INP  0.30  49.54 0.62  40.11 

3 Predictions 0.29  49.07 0.60  40.31 

Tiffany 

Chen et al. 0.20  49.79 0.51  40.96 

INP   0.23  48.99 0.53  40.19 

MED  0.22  48.87 0.49  40.12 

GAP 0.23  49.05 0.52  40.07 

GAP&INP  0.22  48.79 0.50  40.12 

GAP&MED  0.23  49.15 0.49  40.31 

MED&INP   0.23  49.22 0.50  40.55 

3 Predictions 0.21  48.68 0.49  40.20 

5. 結論 

 本研究利用 Chen 學者提出之非對

稱直方圖概念，結合 GAP 梯度預測、MED

邊緣預測、Lee 學者鄰近像差值法產生預

測值，將所有的預測值與原始像素相減得

到誤差，以進行直方圖嵌入，在複雜影像

部分使用 GAP 單一預測器產生預測誤差

值進行非對稱直方圖位移藏入量效果較

好，但在多次藏入使用 INP 單一預測器藏

入量效果較佳；在較平滑影像部分在單次

及多次藏入使用 INP單一預測器產生預測

誤差值進行非對稱直方圖位移藏入量效

果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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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波訊號之 LED 顯示硬體實作與腦波儀應用程式開

發教學教材編撰 

 

 

摘要 
本論文說明腦波儀的硬體應用實作與教

學教材編撰，採用美商神念科技的 MindWave 

Mobile 腦波儀，作為範例程式實作的腦波檢測

設備，使用 Visual Studio Express 2013 開發工

具並且選擇 C#語言作為軟體開發的程式語

言，透過應用程式實作，帶領讀者了解腦波儀

應用程式之開發概念，過程中將學習如何以 C#

程式語言撰寫與腦波儀通訊的技術以及如何

應用腦波訊息，其中通訊技術包含藍芽通訊、

序列埠通訊、神念科技提供的技術，本論文最

後介紹腦波儀教學教才，目的是希望初學者可

藉由本教材輕鬆入門。 

關鍵詞：腦波、腦機介面、腦波儀、藍芽通訊、

序列埠通訊。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mplementing 

applic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compiled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biosensor.  

We using NeuroSky's MindWave Mobile 

EEG biosensor as  an example operation of 

brainwave testing equipment, using Visual 

Studio Express 2013 development tool and 

choose C # language as a programming 

language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through 

operating the application, we hope to lead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EEG applications. The process 

will to learn how to write in C# language and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f EEG and 

how to apply the brainwave information, 

which contains the Bluetooth 

communication、serial port communication 

and ThinkGear Technology. At the end, the 

paper will describ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EEG, the purpose is to hope beginners can 

getting started easily with this teaching 

material.  

 

Keywords: EEG,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Bluetooth communication, Serial port 

communication. 

1. 前言  

自從德國醫師漢斯伯格(Berger, Hans)於

1929 年發表了腦電波圖(Electroencephalogram, 

EEG)，腦神經科學研究開啟了新的階段，經過

多年科學家與專家的研究，發展出許多腦波分

析擷取的系統 [1] ，稱為腦機介面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首次期刊提出是在 

1973 年[2]。 

腦電波圖的波形不規則，其頻率變化範圍

約在 1~30Hz 之間，依頻率之不同依序由有意

識狀態到無意識狀態來區分大致可分為

Beta(β波 )、Alpha(α波 )、Theta(θ波 )和

Delta(δ波)四大類，歸納如表 1。 

表 1 腦波各頻率之特性表 

種類 頻率(Hz) 特性 

β波 14~26 

β波為優勢腦波時，對

積極的注意力提升、認

知行為的發展有關鍵性

的幫助。 

α波 8~13 

α波為優勢腦波時，腦

的活動活潑，是一種適

合學習與思考的最佳腦

波狀態。 

θ波 4~7 

θ波為優勢腦波時，意

識狀態近似「入定」，可

觸發深層記憶，對強化

長期記憶有極大的幫

助。 

δ波 0.5~3 

δ波為優勢腦波時，為

進入深度熟睡之無意識

狀態，是影響睡眠品質

好壞的重要指標腦波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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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波頻率落在 14~26 Hz 間，波幅為

5~20 微伏，為一種低振幅的快速腦波，屬於有

意識狀態下動作時所呈現的腦波，常出現在清

醒、思考、焦慮、運算時，是一種緊張狀態波，

α波落在 8~13 Hz 頻率間，波幅為 20~100 微

伏，為介於有意識與潛意識間的行為所量測到

的波形，猶如意識與潛意識間的橋樑，α波在

人意識清醒且身體處於放鬆狀態時，α波會展

現為優勢腦波，屬於一種鬆弛狀態波，θ波的

頻率則分佈於 4~7 Hz 間，波幅為 100~150 微

伏，屬於潛意識行為下所反應出來的腦波，為

一種忘我狀態慢速腦波，δ波的頻率落在 0.5~3 

Hz 間，波幅為 20~200 微伏，為高振幅的慢速

腦波，主要發生在深度熟睡時，屬於無意識動

作之波形展現，是一種睡眠狀態波。 

傳統腦波檢測工具屬於高精密科技，必須

在無干擾的環境下才能使用，並且配戴過程相

當不方便，傳統腦波儀檢測腦波的方式為在頭

頂部貼上若干電極或者配戴專用的電極帽，電

極帽外形有些像碗，有些又像一個佈滿圓點的

花游泳，帽上覆蓋許多電極片，看起來很不時

髦，傳統腦波儀配戴時，需要在電極和頭皮上

一一塗上凝膠，配戴的過程非常耗時，以 32

個檢測感應點的傳統腦波儀而言，黏貼 32 個

感應點約需耗費 2 小時，因必須連接專用的測

量儀器進行數據測量和分析，而且線路非常複

雜攜帶不便，故通常需要在專用的實驗室進行

檢測，傳統腦波儀價格非常昂貴，不易取得，

設備成本和線路纏繞等種種限制，使其實用性

亦大大的受到限制，因此阻礙了許多腦波應用

以及研究的發展。 

近年來美商神念科技公司(NeuroSky)設計

了一系列耳機型或頭戴式方便穿戴、非侵入性

乾式生物訊號感測之腦波儀設備 MindWave 

Mobile[3] (如圖 1)，相關產品主要是透過

ThinkGear™技術[4]，實現對腦電波訊號的採集

和分析，使得腦電波數據採集不再侷限於實驗

室，只需一部筆記型電腦或一支手機，就可以

在任何地方即時監測到腦波數據，程序非常簡

易且方便，因而各種創新的應用也隨之如雨後

春筍般應運而生[5-6]。 

2009 年澳洲臥龍崗大學做了一個大規模

的實驗，針對 128 個兒童進行五個星期的專注

力與衝動控制訓練，這些兒童中有一般兒童以

及經診斷為亞型注意力不集中型過動症

ADHD 兒童，並把這些兒童分為實驗組、比較 

 

圖 1 方便穿戴式腦波儀示意圖 

組與對照組三組，比較組接受一般傳統專注力

訓練，對照組則不加以訓練，當實驗組的兒童

戴上腦波耳機，訓練隨即展開，它是一種經由

腦波操控軟體的訓練方式，在與遊戲軟體的互

動過程中，隨時顯示兒童的專注狀態與放鬆狀

態，並適時給予兒童提示及回饋，實驗結果發

現，搭配腦波耳機與遊戲互動訓練後，對注意

力不集中型的過動兒童在行為上以及學習能

力上都有改善。 

因此，全新的腦波時代來臨，本論文為了

幫助更多人能夠輕鬆入門，設計了一個腦波儀

應用程式與硬體設備，透過範例說明腦波儀應

用程式開發概念，並且將所有詳細過程撰寫於

教學教材中，讓初學者跟著教材的腳步實作出

腦波儀應用程式。 

2. 相關技術 

腦波儀應用程式開發，在電腦程式設計領

域中，必須具備撰寫資料通訊之技術，分別為

序列埠通訊、藍芽通訊，以及 ThinkGear 技術，

ThinkGear 技術為腦波儀開發商所提供，其中

包含藍芽與序列埠通訊技術，開發腦波儀應用

程式只要學會運用 ThinkGear中的函式配合C#

即可。 

2.1 序列埠通訊 

首先，本節將介紹如何以 C#來撰寫序列埠

傳輸程式，在撰寫序列埠傳輸程式時，將會使

用到.NET Framework 之 System.IO.Ports 命名

空間(namespace)中與序列埠傳輸相關之內建

SerialPort 類別函數庫[7]， SerialPort 類別提供

了有關處裡序列埠輸入和輸出的資源，在使用

SerialPort 類別之前，必須在專案的程式碼編輯

視窗的最上方，加入引用 System.IO.Ports 命名

空間的敘述，後面才能順利宣告各種相關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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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及 使 用 各 種 相 關 的 函 式 ， 而 引 用

System.IO.Ports 命名空間的敘述如下： 

using System.IO.Ports; 

引用 System.IO.Ports 命名空間之後，接下

來即可進行 SerialPort 物件變數宣告與建立

SerialPort 物件，相關敘述如下所示： 

System.IO.Ports.SerialPort 物件名稱; 

物件名稱 = new SerialPort( ); 

SerialPort 類別常用方法與屬性的說明如

表 2 所示，利用這些函式即可寫出各種序列埠

控制程式，以控制序列埠或和序列埠進行資料

的收送。 

表 2 SerialPort 類別常用方法與屬性表 

方法 說明 

Open( ) 開啟新的序列埠連線。 

Close( ) 

關閉已建立的序列埠連

線，將 IsOpen 屬性設為

false，並釋放內部 Stream 

物件。 

GetPortNames( ) 
取得電腦中有效序列埠名

稱的陣列。 

WriteLine( ) 
將指定字串和 NewLine 值

寫入輸出緩衝區。 

ReadLine( ) 
讀取輸入緩衝區 NewLine

值之前的內容。 

屬性 說明 

BaudRate 

存放序列傳輸速率值，可

用以取得或設定序列傳輸

速率。 

CDHolding 

對一個序列埠取得該載體

線路的狀態，若無載體，

通常表示，接收端終止連

線，或載體已被卸下。 

CtsHolding 

取得  Clear-to-Send 線路

的 狀 態 ， CTS 用 於

(RTS/CTS)硬體交握，再傳

送資料之前，序列埠會查

詢 CTS 線路。 

IsOpen 
取得 SerialPort 物件開啟

或關閉狀態。 

 

 

2.2 藍芽通訊 

MindWave Mobile 耳機式腦波儀使用藍芽

與電腦通訊，因此使用腦波儀前，電腦與腦波

儀必須先手動藍芽配對以新增裝置， 而新增

腦波儀裝置前，必須確認該電腦具備藍芽介面

卡，大部份的桌上型電腦沒有內建藍芽介面

卡，因此必須新增一張介面卡至電腦上，筆記

型電腦大部份有內建藍芽介面卡，但通常處於

關閉狀態，因此必須將它開啟，確認電腦已經

安裝藍芽介面卡後，開啟【裝置和印表機】，

按下【新增裝置】，此時若腦波儀為配對狀態

即可在視窗中發現 MindWave Mobile 裝置，選

取後按下【下一步】，出現要求輸入配對碼，

請輸入 0000，配對完成後電腦將自動安裝驅動

程式，等待驅動程式安裝完成後表示成功新增

腦波儀裝置。 

當新增 Bluetooth 裝置至電腦時[8]，這通

常會建立連入 COM 連接埠和連出 COM 連

接埠，連入 COM 連接埠允許裝置連線到電腦

上的程式，而連出 COM 連接埠則允許電腦上

的程式連線到裝置，通常只需要使用其中一個 

COM 連接埠，意思是當藍芽配對完成後，傳

輸資料的過程與序列埠通訊相同，因此在藍芽

配對完成後，可以使用上一節序列埠通訊方法

設計程式。  

2.3 ThinkGear 

神念科技將 ThinkGear 技術公開於網際網

路中，提供各界程式設計師參考，它們所開發

的腦波儀中，都嵌入了 ThinkGear 晶片，因此

若想得到腦波儀所檢測的腦波資料，必須先了

解 ThinkGear 晶片是如何運作，ThinkGear 晶片

主要工作為檢測腦電波訊號，並透過藍芽將腦

電波訊號傳輸至接收端，也就是電腦、智慧型 

手機等，訊號傳輸至電腦後，利用神念科技提

供的 ThinkGearNET 函式庫對訊號解碼，即可

獲得腦的各種數值，如前面所提到 Beta(β

波)、Alpha(α波)、Theta(θ波)和 Delta(δ波)，

並且還有專注值與放鬆值，下表 3 列出

ThinkGearNET 函式庫中常用之屬性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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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hinkGearNET 常用方法與屬性表 

方法 說明 

Connect ( ) 

執行連接腦波儀，當連線

成功時，持續接收腦波儀

所傳遞的訊息。 

Disconnect ( ) 中斷與腦波儀的連線 

屬性 說明 

ThinkGearState 
內含三名成員，分別是專

注值、放鬆值、雜訊值。 

事件 說明 

ThinkGearChanged 

每當腦波儀傳輸訊號

時，觸發事件並且接收訊

號、解析訊號。 

3. 腦波訊號之 LED 顯示硬體實作 

腦波儀的應用將隨著腦神經科學的發展，

而越來越廣泛，設想當腦波儀設備戴在頭上

時，若能操控周邊電子設備，肯定是一件有趣

的事且相當高科技，就目前 MindWave Mobile

腦波儀而言，雖然還不能解析大腦訊號進而控

制周邊電子設備，但可以做到將腦波訊號顯示

於周邊設備的顯示器中，本章將使用硬體電路

板中的顯示器顯示腦波儀的狀態，其架構如圖

2 所示，由腦波儀、電腦、LED 顯示電路板組

成，設計過程將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腦波

儀與電腦之間的通訊，第二階段是電腦與 LED

顯示電路板之間的通訊。 

 

圖 2 腦波訊號之 LED 顯示硬體實作架構圖 

 

3.1 腦波儀與電腦之間的通訊 

如前所述，腦波儀中有 ThinkGear 晶片，

負責測量腦電波訊號以及透過藍芽將訊號輸

出，因此這一個階段首要步驟是配對電腦與腦

波儀，當配對完成後，透過序列埠通訊技術接

收腦波儀輸出的腦電波訊號，腦波儀與電腦之

間的通訊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 3 腦波儀與電腦之間通訊流程圖 

藍芽配對方法已於第 2 章描述，接下來將

詳細說明序列埠通訊，當腦波儀新增至電腦上

時，可以使用 GetPortNames 方法將其 ComPort

搜尋出，GetPortNames 將回傳電腦上所有可用

的序列埠，接下來使用 Open 方法將所有可用

ComPort 開啟並取得 CtsHolding 屬性狀態，此

時連接腦波儀的 ComPort之 CtsHolding屬性必

定為 true，因此透過以上步驟可以自動確認腦

波儀 ComPort，接下來使用 Close 方法關閉

ComPort，以免使用 ThinkGearNET 函式中的連

線方法時產生錯誤，ThinkGearNET 中的連線

方法 Connect 有三個參數分別為 ComPort、鮑

率，同步旗標，其回傳值為布林值，表示連線

成功或失敗，ComPort 為上述自動偵測出的腦

波儀 ComPort，鮑率為 57600，同步設定為

true，當連線成功時，腦波儀將不間斷的傳輸

腦電波訊號，可以訂閱 ThinkGearNET 中的訊

號更新事件來解析訊號，並將其顯示到電腦螢

幕中，其中連線品質值、專注值、放鬆值都可

以在 ThinkGearState 屬性中找到。 

 

開始 

藍芽配對 

配對 

結果 

序列埠通訊 

電腦接收訊號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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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電腦與 LED 顯示電路板之間的通訊 

到目前為止，腦波儀的訊號正不間斷的傳

輸至電腦中，所以接下來的目的是將電腦上已

被解析的訊號使用字串的方式傳輸給 LED 顯

示電路板，而通訊介面使用的是USB轉RS-232

有線連接的方式，只要在電腦中安裝上驅動程

式，電腦將配給一個 ComPort，與藍芽通訊相

同，可以使用序列埠通訊進行資料傳遞，首先

是使用 Open 方法開啟 ComPort，接下來使用

WriteLine 方法將腦波訊號以字串的格式傳

輸，LED 顯示電路板中將有 IC 負責接收並將

其轉換成 LED 控制訊號，電腦與 LED 顯示電

路板之間的通訊流程如圖 4 所示。 

 

圖 4 電腦與 LED顯示電路板之間的通訊流程

圖 

當電腦使用序列埠傳輸訊號給 LED 顯示

電路板時，LED 顯示電路板上負責接收的 IC

必須先撰寫程式碼，主要目的是設定兩者間的

通訊有相同的格式，例如電腦端傳送的字串資

料為"P0A5M3"表示，通訊雜訊 0 專注值 50 放

鬆值 30，所以 IC 首要任務是擷取英文字母後

一位的字元，然後將截取的字元轉換成對應的

控制訊號。 

4. 實驗與結果 

實驗使用神念科技 MindWave Mobile 腦波

儀作為腦電波訊號檢測設備，電腦作業系統為

Windows 7，採用 Visual Studio Express 2013 開

發環境，硬體選用 8051 晶片與 LED 來製作，

將其分為兩個部分 8051 電路板與 74595 顯示

板，材料如表 4 所示： 

表 4 硬體材料表 

8051 電路板 

材料 規格 數量 

電阻 220Ω 2 

電容 10μF 1 

IC AT89S51 或 AT89S52 1 

排針 2.54 排針(公)*1Pin 3 

電容 20pF 2 

LED 一般型 LED 2 

石英震盪

器 

石英震盪體 24MHz 1 

按鈕 插板式按鈕 1 

74595 顯示板 

電阻 220Ω 20 

IC 74HC595 3 

LED LED 排*10 顆 2 

排針 2.54 排針(公)*1Pin 3 

8051 電路板電路圖如圖 5 所示，負責接收

電腦端訊號，電路板上的晶片將電腦所傳輸的

字串轉換為 LED燈控制訊號，最後傳送給 LED

顯示電路板。 

 

圖 5 8051 電路版電路圖 

 

開始 

驅動軟體安裝 

序列埠通訊 

電路板 IC解析訊號 

結束 

LED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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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電路板如圖 6 所示，工作較 8051 電路

板單純，只需接收 8051 電路板之控制訊號，

最後依造訊號輸出即可 LED 產生明與暗的結

果。 

 

圖 6 74595 顯示電路板電路圖 

8051 電路板中的晶片程式碼工作為讀取

電腦所傳輸的訊號，並將訊號轉換成 LED 訊

號，透過 LED 顯示板顯示腦波的專注與放鬆

值。 

啟動程式後，選擇電腦所對應的 RS-232

序列埠，按下 RS-232 連線與腦波儀連線，若

腦波儀連線正常，則可看見連線狀態以及腦波

儀所傳回的資訊，雜訊、專注、放鬆，如下圖

7 所示。 

 

圖 7 電腦端介面示意圖 

同時電腦將腦波儀的資訊以序列埠的方式

傳輸至硬體顯示板上，當然電路板上的 IC 有

對應的程式碼命令以及參數，再將其轉換成顯

示控制訊號，圖 8 表示當硬體接收不同資料時

顯示不一樣的結果。 

 

 

圖 8 電路板 LED 輸出示意圖 

5. 腦波儀教學教材  

雖然市面上已經有許多腦波儀相關的產

品，但是腦波儀應用程式開發教學的相關資料

卻很少，而腦波應用的領域範圍也尚未完全拓

展[9]，當筆者完成上述腦波儀之硬體應用實作

後，認為設計腦波應用程式，能使用這一個例

子作為入門管道，因此開始撰寫腦波儀程式設

計教學教材。 

腦波研究涵蓋領域寬廣，如醫學、心理學

等、資訊科學等等，同時滿足以上所述之知識

背景的讀者屈指可數，但若只需滿足其中之一

時，人數不計其數，因此本書於前段章節涵蓋

各領域之基本概念，本書內容區分為三篇，第

一篇涵蓋腦波與腦波儀的介紹、第二篇講述程

式語言 C#與 C#開發環境，當讀者有了基本背

景知識後，進入本書重點第三篇，循序漸進的

說明如何開發腦波儀應用程式。  

5.1 第一篇：腦波與腦波儀 

本書第 1～2 章節是介紹腦波與腦波儀，第

1 章包含腦波的歷史、腦波的頻率、偵測腦波

的方法、腦波檢測工具的改變，以及近代腦波

科技發展下的產品，因本書使用的腦波儀設備

是神念科技的 MindWave Mobile 腦波儀，第 2

章中詳細介紹如何使用腦波儀設備，包括腦波

儀基本構造、Windows 7、8 作業系統版本的藍

芽配對方法以及手持式設備藍芽配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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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二篇：C#程式語言與開發環境 

本書第 3 章是程式語言的基礎，Visual 

Studio Express 2013 的安裝使用和如何建立 C# 

Windows 應用程式。 

第 4 章是 C#語言的所有基礎概念，變數、

資料型別、運算子、輸入輸出介面、流程控制，

筆者使用 Windows 應用程式範例說明，其中輸

入輸出介面特別挑選腦波程式設計使用的控

制項來說明，因為 C#內容非常多，故本書只能

撰寫後段章節將使用到的工具與概念。 

 

5.3 第三篇：腦波儀應用程式開發 

第 5 章是腦波程式設計最重要的核心，

System.IO.Ports 命名空間 (namespace) 中的

SerialPort 類別與神念科技公司 ThinkGear™技

術都撰寫在第 5 章之中，透過範例分部解說的

方式，讓讀者循序建立程式碼，了解運作架構。 

第 6～7 章是插入許多腦波儀應用程式範

例，由難易度不同而分別分配，第 6 章的部分

屬於基礎；第 7 章的應用程式則較為生動有

趣，不僅為讀者提供程式碼的撰寫方法，也提

供啟發讀者創新創意的想法。 

第 8 章是本書開始撰寫的目的，腦波儀配

合硬體產品，將第 5～7 章所學的技術通通彙

整，追加硬體設計後完成的章節，再次提醒讀

者腦波儀應用可以相當廣泛。 

6. 結論 

本論文透過實作方式介紹腦波儀應用程式

開發概念，並提出腦波儀應用程式開發之教學

教材，目的是促使腦波科技加速發展，教學教

材使得所有腦波儀應用程式設計初學者能夠

快速入門，其原因有二點，第一點教學教材包

含腦波與程式設計之背景知識，第二點教材中

含有大量範例，並且大型範例被分解成許多小

範例，使讀者能夠循序漸進理解設計過程。 
本書目前所撰寫的內容已經可以設計出腦

波應用程式，但 ThinkGear 中的函式使用量仍

然太少，未來會繼續增加更多 ThinkGear 函式

解說，以及增添新範例，硬體電路部分，未來

會加入 Arduino 開發板設計更多範例，目前全

書已完成 225 頁，且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下

教材編撰產學合作案，進入最後校閱階段，相

信不用太多時間就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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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腦波儀改善過動症狀的評估系統與遊戲開發 

中文摘要 

電子遊戲早期從大型電玩主機開始，以

簡單圖形畫面呈現的關卡，連結上搖桿，利用

按鍵控制遊戲，漸漸發展出卡匣式遊戲，此後

不但能更換遊戲，還增加了遊戲類型。快速的

發展也讓現代的人在玩遊戲的時候能有更多

樣化的選擇。 

    近年來腦波科技的發展漸漸的成形，國外

人士將腦波儀結合至電子遊戲上的應用，不論

是遊戲內容或是畫面的精緻度，都已有了一定

程度的發展。但在國內這樣的資源其實並不是

很多，還是處於剛起步的狀態。對於現今社會

上，能夠改善過動傾向的方式，不再只是藉由

用藥來達成治療的目的，對於腦波可"抑制"並

進一步"改善"這些過動傾向的患者，這樣的方

法在許多醫學文獻當中已被證實是可行的。因

此在本研究中我們結合腦波儀來開發腦波訓

練遊戲提升使用者對於專注與放鬆的熟悉

度，也能利用本研究製作的圖表觀察在哪個變

化區不專心，然後觀察在此變化區時的腦波狀

況以及反應時間，進一步了解自身狀況並改

善。 

關鍵詞：腦波、過動症、評估、訓練遊戲 

Abstract 

   Early video games starts from the large game 

host with a simple graphical screen showing the 

game level, Since then not only can replace the 

game, but also increased game types. Growing 

up fast let modern people have more different 

options to play the game.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brainwave technology gradually forming, other 

country’s persons combined with brainwave on 

video games, no matter which game’s content or 

the delicacy of the screen, i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development. But it’s actually not lots 

of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and it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te. In modern society, to improve the 

way of ADHD not only take medicine but also 

achieve goal of therapy. For the EEG may 

"inhibit" and further to "improve" ADHD 

patients, these methods has been useful in 

medical literature.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combined brainwave instrument to develop EEG 

training games to enhance the user to focus and 

relax degree, which can use chart to observe 

which variation period doesn’t focus, and then 

observe the brainwave status of the variation and 

response time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own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Keywords: EEG、ADHD、brainwave、train game 

1. 前言 
對於患有過動症狀的患者，在傳統的治療

當中，這些儀器是屬於較複雜、且成本較高，

一般是需到較大的醫院才能做檢查與治療，對

於時間上無法配合的患者會造成不方便，而且

在做治療過程較平淡無聊，且在長時間的評測

治療下容易讓使用者失去耐心；再者，傳統儀

器無法即時的給予回饋，也無法在治癒結束後

立即給予評估報告，須等候幾天的分析。 

  面對以上傳統的治療過程，所遇到的缺

點，我們擬提出了以下的機制:若是單純用於

腦波偵測患者，在遊戲之中一邊偵測，一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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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患者的使用就只有偵測、記錄的功能，在偵

測評估的時候也顯得單調無聊，於是我們加入

遊戲的融合，希望藉此改善患者之症狀，當患

者在使用過程也會因為本身有興趣而開始專

注起來，藉此改善傳統治療所遇到的問題，讓

評估與有趣的腦波訓練整合為一。 

2. 相關技術介紹與文獻探討 

2.1 腦波的性質 

本研究讀取腦波訊號的硬體採用

NeuroSky(神念科技)的 Mindwave 耳機[1]，

其耳機的技術概念為對大腦思維過程中產生

的腦電波信號的探測及分析。透過乾式單極傳

感器採集受試者大腦的生物電信號，並將這些

讀取到的信號送入 ThinkGear™晶片。 

ThinkGear™晶片內部包含了訊號的校準

及採集、濾波、放大、A/D轉換、數據處理分

析及最後輸出 NeuroSky eSense™參數，本研

究也是使用 NeuroSky 提供的 ThinkGear™封

包，直接獲得處理與分析過後的參數。獲得的

訊號有 Delta、Theta、Alpha、Beta Low、Beta 

High、poor signal 及 NeuroSky eSense™參數

Attention level(專注度)、Meditation level(放鬆

度)。 

(1) Alpha activity (α 波)：頻率為 8-13 

Hz，振幅約 20-200μV。對大部分的人而言，

腦部 Alpha 波產生於清醒、安靜且放鬆的狀態

時，只要閉上眼睛並放鬆，就可以立即提高腦

波 Alpha波的活動。[2] 

(2) Beta activity (β波)：頻率為 13 Hz 以

上，但一般很少高於 50 Hz。在清醒而警覺狀

態下，尤其當大腦思考或接受感官刺激時，此

波段會較明顯，因此時身體是處於緊張狀態，

準備隨時對外界做反應，此狀態下人的體力和

精神能量耗費較劇烈。 

(3) Theta activity (θ 波)：頻率為 4-7 Hz，

一般而言其振幅較小。主要在成人情緒受到壓

力時會出現少數的 Theta波，但都沒有規則的

型態，或是在昏昏欲睡與意識深層放鬆狀態的

時候，此波段也會很明顯。 

(4) Delta activity (δ 波)：頻率低於 3 Hz 

以下的腦波波段。正常成人在清醒狀態下沒有

δ波，通常發生在沈睡且不易喚醒、深度麻醉、

缺氧的使用者身上。 

(5)專注度: 反映了使用者當前的注意力

集中程度。取值範圍為 0~100，若旁有外物干

擾、心存雜念、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焦慮等精神

狀態都將會在數據上表現出來。 

(6)放鬆度: 反映的是使用者的精神狀

態，而不是其身體狀態，所以，這是測試使用

者冷靜程度，取值範圍為 0~100。雖然並非針

對身體的狀態做反應，一般而言，身體自然放

鬆也會有助於精神狀態的放鬆。 

本研究也利用腦波儀所收集到的參數，

參考了疲勞指數（α+θ）/β[3]，再將這些訊號

撰寫的演算法程式加以運算。 

2.2 注意力測試工具 

本 研 究 參 考 Conners’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II(CPT)[4] 以及 Conners' 

Kiddie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K-CPT)[5]

的測試工具，並做出評估系統。本專題之評估

系統以交替和整合式評估視覺注意力和聽覺

注意力情形，分為成人版(適用 6歲以上至 99

歲)和孩童版(適用 4到 5歲)兩類，測驗分為

單一視覺、單一聽覺及視聽覺混合方式進行，

當聽到或看到目標物出現做按鈕反應。 

目標物設計利用簡單文字和圖像的設計

以減少文化落差和學習問題，視覺注意力測試

的目標物設計，在成人版的以不同顏色(白

色、黑色、綠色、紅色)和數字(0~9)呈現為

14 分鐘測試，孩童版為 7.5 分鐘測試，以動

物圖形呈現，聽覺注意力測試的目標物，在成

人版的以不同文字語音呈現，孩童版以不同動

物聲響呈現。 

3. 系統概述 

3.1  系統架構 

以 Unity[6]所設計出來的意念評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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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其系統架構如下： 

圖 1. 系統架構圖 

步驟一：使用者戴上腦波儀後，接著進入評估

系統，並將檢測資料存入報表檔中，輸出完報

表檔後隨即進入腦波遊戲。 

步驟二：評估完後進行腦波訓練遊戲，在訓練

中會以腦波變化來提醒使用者是否有狀況，並

將訓練完的結果也同步輸出至報表檔裡。 

步驟三：評估整個腦波訓練後將過程結果顯示

於螢幕上，並給使用者一段評語。 

步驟四：將評估數據讀出來，以圖表的方式呈

現給使用者觀看，可查看區段狀況或整體狀

況，也可將圖表儲存下來。 

3.2  系統特色 

本系統以 Unity 4.0.1.7 與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10 [7]作為系統開發軟

體，本系統有以下幾點特色： 

1. 自行製作遊戲：利用 3D Unity製作評估系

統與意念遊戲，製作完之後封裝成.exe檔，讓

使用者能將元件載入，並達到正確的功能。 

2. 使用者操作方便：淺顯易懂的介面讓使用

者操作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只要登入後即可輕

鬆的遊玩此系統。 

3. 即時狀態：在評測中會即時輸出腦波數值

來得知使用者的目前狀況。 

4. 查看評測狀況：使用 Visual Studio C#加入

ZedGraph.dll 套件來將圖表顯示出來，可查看

區域變化與整體的狀況，也可將圖表儲存下

來。 

以下列出了我們所達成之系統目標： 

1. 狀態性：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的評估系

統，即時了解使用者之評測及意念遊戲的腦波

狀態。 

2. 反饋性：此套系統的評估，包含遊戲訓練，

都有即時的回饋，提醒使用者即時的精神狀

態，能讓使用者能即時做調整。另外也加入了

Excel報表來整合使用者在整個測驗的結果。 

3. 方便性：只需要一台頭戴式腦波儀，簡單

的設計讓使用者攜帶方便，與醫院的大型腦波

儀器比起較為方便，在家中也能做腦波訓練。 

4. 創意性：傳統對於治療過動症狀的方式較

為枯燥，本系統結合了遊戲，另外還加入了

ZedGraph 圖表來顯示使用者在整個測驗中的

變化程度。 

我們的系統包含以下三大部分： 

1. 評估系統：評估使用者的狀態、專注度持

續力、反應時間以及腦波變化。 

2. 腦波遊戲訓練：即時回饋腦波狀態、反應

力以及給予使用者狀態提示。 

3. 圖表視窗系統：顯示訓練時使用的專注

度、放鬆度、使用者反應時間以及評估時的反

應物出現時間 

4. 系統實作 

本系統分為三大部分：評估系統、腦波

訓練遊戲、圖表視窗系統，以下為本系統規劃

之操作介面流程圖，並將針對這三大部分一一

詳細說明。依其功能分為以下幾個重要的流程

圖： 

4.1  評估系統 

主要是評估使用者是否需有過動症，若

使用者須進行腦波訓練，本系統會將其評估中

的內容記錄下來，評估系統的流程圖如下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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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評估系統的流程圖 

 

4.2  腦波訓練系統 

主要是在評估系統完成後的訓練，藉由

腦波儀來測量使用者在訓練中的情況，並將腦

波值傳送給系統，讓系統給予使用者訓練中的

回饋如下圖 3所示。 

 

圖 3. 腦波訓練流程圖 

 

4.3 圖表視窗系統 

主要是擷取評測過程中的數據，藉此顯示

在圖表視窗上再給予評語與紀錄資料，方便使

用者日後查詢（如下圖 4所示）。 

 

圖 4. 資料庫處理流程圖 

 

5. 系統展示 

在系統展示中，我們將呈現評估系統、

意念遊戲、圖表視窗系統以及詳細介紹如何使

用本系統。 

5.1  評估系統 

系統一開始啟動後，會先進入評估系 

統，首先要先與腦波建立連線，然後再依玩家

之前是否有測試過，選擇登入。 

 
圖 5. 連線與登入畫面 

登入完後，系統會有說明，說明當出現

某個數字按下空白鍵才是正確的，接著按下按

鈕開始評估。 

 
圖 6. 評估說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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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隨機出現數字來測驗使用者是否

有按到正確的數字，在按鈕按下時會計算正確

率、失誤率以及反應時間，而右上角會顯示即

時的腦波數值，如果使用者不想觀看可以將它

關掉。 

 
圖 7. 評估開始畫面 

 

在評測結束後會顯示剛剛測試的結果，

總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總平均是在遊

戲時間內所作的評測，而前、中、後測則是將

總時間分為三個時段，藉此觀察使用者在每個

時段的變化有沒有上升或下降的趨勢，而最後

會給評語來勉勵使用者。 

 

 
圖 8. 評估結果畫面 

 

而本系統會將剛剛的評測結果存成一個

文件檔，方便使用者在日後想看當初測的結果

為何。 

 
圖 9. 文件顯示畫面 

 

本系統會將使用者在測驗中的各個時間

點的腦電波值、以及反應時間，我們將每個時

間點分為十等分，可以更細微的觀察使用者在

反應的時間點的腦波值以及與圖片出現時間

的差距。 

 
圖 10. 腦波評估報表 

 

5.2  意念遊戲 

遊戲一是專注度的訓練開始必須先讓使

用者熟悉如何維持專注度跟放鬆度，所以我們

設計能在遊戲前小試身手 30 秒。結束後會顯

示期間的專注平均值。 

 
圖 11. 熱身專注畫面 

 

 
圖 12. 熱身結尾畫面 

在小試身手結束後，進入遊戲一的專注

腦波訓練遊戲，在遊戲中會金幣以及障礙物，

使用者必須用躲避或跳躍來躲開障礙物並獲

得金幣，每獲得一個金幣即會加分數，而右下

角會有專注度以及遊戲速度的碼表，顯示現在

的使用者的腦波狀態以及適合的遊戲速度。而

右上角會有專注累積值，當累積到滿的時候按

下按鈕會在時間內出現大量的金幣，回饋使用

者在累積的這期間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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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遊戲一：專注訓練 

當遊戲結束後，點選中間的按鈕進入結

果畫面，可看在腦波遊戲中的各項數值，系統

也會給使用者評分，1~5顆星分別是差~優[8]。 

 
圖 14. 遊戲結束畫面 

 

 
圖 15. 訓練遊戲結果 

 

遊戲二是結合專注度與放鬆度的訓練遊

戲，在遊戲一開始前有提示如何操作遊戲並倒

數計時，遊戲開始後會依專注度高低影響船的

移動速度、放鬆度則會影響船的平衡，讓使用

者更能學習如何控制專注與放鬆。船開到一定

的距離後，會出現障礙物，系統會提醒使用者

如何將障礙物清除並繼續前進。 

 

 
圖 16. 遊戲二：混合遊戲 

到了船停下來後，要從橋上進入城堡，在

這段路期間由放鬆度影響前進的速度，專注度

則是維持平衡，這樣的交叉訓練可以讓使用者

更能專注在遊戲上。 

 

圖 17. 交叉訓練畫面 

到達終點後，系統會顯示在訓練期間的

平均值，並給予評價，讓使用者能知道自身狀

況並發現問題點。 

 

圖 18. 遊戲二結果畫面 

 

5.3 圖表視窗系統 

圖表系統能顯示使用者在測驗期間專注

度、放鬆度的變化，另外也有正確圖片出現、

錯誤圖片出現以及使用者按下按鈕的時間

點，這樣能觀看使用者在按下時腦波值的變化

幅度以及是否有在正確的時間點按下按鈕，如

要看片段可直接在區段選擇的部分輸入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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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終點，能更清楚的看到區段變化。如果這區

段變化是具有參考價值，可儲存圖表方便往後

參考使用。 

 

 圖 19. 腦波評測圖表 

訓練遊戲完之後，使用者可以是否繼續

進行評估測驗，評估測驗完之後，與上次評估

測驗進行比對，看使用者的各項參數是否有進

步的情形，來達到改善過動症及腦波的目的。 

6. 結論 
我們所製作的系統主要是為了能讓注意

力不集中的兒童或成人得到有效的訓練其注

意力，利用演算法的設計，佐以醫學數據再評

估整體狀況，進而了解使用者的過動症狀問題

所在，藉由評估系統了解使用者在過動方面的

嚴重程度，使用者在使用本系統後也能得到一

些回饋。另外，在測驗完時系統會隨即將測驗

數據以報表形式儲存，並能利用系統製作的圖

表讀取數值比加以比較使用者當下的狀況來

知道自己本身狀況的反應力及專注力是否有

在水平之上，不僅讓使用者能知道自己的狀

況，也讓我們對改善過動傾向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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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腦波儀建構一個線上回饋的音樂處方籤系統 

 

摘要 

音樂治療有其一定的理論根據，本研究擬

經由腦波評估受測者的症狀，給予對應之音樂

處方籤，達到改善使用者專注度，培養使用者

放鬆感。同時本研究提供會員制之服務平台，

加上演算法評估，從資料庫中選擇一適當的音

樂處方籤給予受測者聆聽，並利用點數卡的機

制進行扣款消費，達到個人化、無所不在及便

利性之目標。 

音樂治療是建立在音樂的能量上，經由集

中專注地使用音樂，達成治療或改善的目的。

音樂治療是一種人性的且無侵害性的醫療，意

圖避免疾病、減輕疼痛和壓力，協助情感表

達、促進肢體復健、正面影響心情和情緒狀

況、增進記憶復甦，並提供互動和情緒交流的

機會。 

簡而言之，音樂治療是利用音樂的知識、

教育模式、活動，有系統和計畫性地將音樂使

用在心理、生理，藉由治療者的音樂素養及音

樂的知識，運用教育的模式，把音樂治療當作

一種處方籤，有技巧的施用在有需要的患者身

上，達到改善患者之症狀。 

關鍵字: 腦波、音樂治療、音樂處方籤 

1. 前言 

大腦皮質位於大腦最外層，厚度約為 2-4

毫米，是由神經細胞所組成，依據空間位置，

又可分為額葉、顳葉、頂葉與枕葉四個腦域

區。額葉位於腦的前額處，負責運動協調、思

考判斷等；顳葉位於腦的左右兩處，負責聽覺

判斷；頂葉位於頭頂處，負責基礎感覺功能；

枕葉位於後腦，負責視覺處理，如圖 1。而人

類的腦電波活動與大腦皮質區有密切相關。 

 

圖 1大腦皮質的四個腦域區[1] 

 
美國音樂治療專家Nordoff和英國音樂治

療專家 Robbins 於 1975 年一同創造出「即興

音樂治療法（ Improvisational-active Music 

child）」[2]，提出「音樂兒」這樣的名詞，認

為每個兒童不論有任何方面的障礙，在他們的

內部都含有一種獨特的音樂性，而這種獨特的

音樂性，能使他們對音樂的刺激產生某種反

應，通過這種音樂治療的過程，可以使其發展

出獨特的人格，進而改善日常生活。 

就音樂治療的目的可分成下列幾點： 

（1） 協助特殊病患 

協助過動兒或殘障者集中注意力，並促進

機能協調，有些過動兒及殘障者（如智能不

足、自閉症或腦傷兒童）很難集中注意力於某

件事，行為過動，容易分心，然根據有關研究

卻發現音樂可以提供刺激，做到注意力集中訓

練，甚至可做為動作反應、敏捷訓練，促進身

體機能協調的功效。 

（2） 穩定情緒 

音樂的另一作用是提供想像的刺激因

素，亦可作為放鬆的線索。病患或殘障者可經

由音樂刺激，引發想像，並體會「放鬆」的感

覺。另外，音樂尚具有撫慰的作用，使人感到

安寧、鎮靜。因此，即使在治療以外的時間，

病患若能以同樣方法放鬆自己，即可減少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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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焦慮。 

（3） 促盡社會化與語言互動 

利用聽音樂的時間，令其交換意見，使得

每個人說出其對樂曲中的感覺、感動，生活經

驗與生活態度，甚至說出每天發生的問題等，

試圖令每個個體與團體中的份子溝通，表達情

感，以期得到團體的接納。 

（4） 促進團體參與的動機 

針對智能不足者，常不知如何與人建立關

係，可能因沒信心才缺乏共同的喜好等因素，

因此藉著音樂的活動，可將他們的感情互動融

入在一起，加強其參與團體活動的能力。例如

在團體治療活動中，經由一起聽音樂、唱歌、

玩簡單的敲擊樂器，一起隨著音樂做動作（如

唱遊表演、拍手、踏足或做韻律活動等），均

可促其獲得身心平衡及參與團體活動的動機

與能力。 

1.1 研究動機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或稱注意力缺

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是一

種常見的精神失調狀況，目前常見的案例以兒

童為主，但此類狀況也會在成人身上出現。在

7歲以下，約有 3％至 5％的兒童會出現症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通用疾病分類手

冊》第十版 [1]稱此症為「過度活躍症」

（Hyperkinetic Disorder），分類編號為 F90，

一般又俗稱為「多動症」、「過動兒」[3]。 

注 意 力 缺 失 與 過 動 障 礙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根據研究指出，ADHD 患者 78.8%

來自於遺傳，ADHD患者大腦分泌的多巴胺和

正腎上腺素量相較於一般人偏低，無法有效篩

選進入大腦中的訊息，因此造成注意力無法集

中，也缺乏行為控制的能力，進而產生過動及

衝動的症狀。我們可以從大腦掃描發現，一般

成人大腦(左)與患有 ADHD 卻從未接受治療

的大腦(右)有所不同，ADHD的葡萄糖代謝活

性相對於一般人低 [4]。 

 

圖 2 患 ADHD與一般人的大腦差異圖 

依據統計資料[5]，台灣地區約有 5%-7%

的學齡兒童患有 ADHD，即台灣約有 20多萬

小朋友受到此疾病的困擾，而其中男童患病比

例約為女童患病比率的 3倍，主要原因為患有

ADHD男童大多以衝動及過動表現其症狀，而

患有 ADHD 女童多為注意力不集中型，比較

容易被師長忽略就醫。 

研究中發現，若 ADHD 於幼年期開始發

病，會有 30%-70%的病童將持續病情至青少

年及成人，而成人期的 ADHD 患病比例並沒

有明顯的性別差異，整體而言，台灣地區約有

2%成人患有 ADHD。 

依據文獻[5]分析中指出 ADHD有以下三

大類特徵症狀： 

（1） 注意力不集中 (Inattention) 
要求 ADHD/ADD兒童集中注意力，是一

種非常複雜的課程，教室裡除了上課內容與老

師的講解外，還有許多引起兒童好奇的刺激，

如窗外風景、同學說話的聲音等，正常兒童懂

得分辨什麼時候應該要注意哪些，並有自我抑

制的能力，但 ADHD 兒童很難忽略其它環境

帶來的刺激，並集中注意力，即使不斷地提醒

或指責，亦無法改變這樣的現象，所以在老師

眼裡，往往是一個非常散漫的小孩。 

（2） 過動 (Hyperactivity) 
ADHD 兒童會不經許可離開座位、蹦蹦

跳跳、不停的擺動手和腳、或從不讓手臂和腿

閒著等，活動量非常大。在一個需要長時間保

持靜態的情況，他們會對抑制身體動作感到困

難，而且會不斷的扭動手指或腿，發出詭異的

聲音。這種過動的情形不論是一個人獨處、與

父母親共處、遊戲中、上課時都會出現這種情

況，而 ADHD 兒童的憤怒、挫折、憂傷、快

樂等的情緒性反應表現，也會比一般兒童頻繁

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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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衝動 (Impulsivity) 

衝動性是指在抑制反應上有困難，在尚未

思考前，就會做出一些行動的行為。ADHD

兒童在許多情況下，往往無法判斷何謂”適當

的行為”，由於 ADHD 兒童自我抑制能力不

足，往往會不由自主地說出本身不願意說的話

或行動，也就是說雖然他了解必須遵守紀律，

但想快速行動的欲望會超出自我抑制的能

力，所以才會衝動地做出意外的行為。 

因此，本研究擬藉由運用教育的模式，把

音樂治療當作一種處方籤，有技巧的施用在有

需要的患者身上，達到改善患者之症狀。 

2. 音樂處方籤之治療流程 

（1） 治療前的評估 

實施音樂治療前，應先經過專業醫師評估

使用者狀況，例如患者的家庭狀況、身心健

康、病例等相關資料，以作為擬訂治療計畫的

參考。 

（2） 擬定治療計畫 

瞭解掌握患者的背景，針對問題及治療目

標擬定治療計畫，訂定長期治療或短期治療計

畫，以及施予適當的音樂種類，撰寫治療過

程。 

（3） 進行音樂治療 

以音樂處方籤搭配腦波儀進行音樂治

療，並且記錄治療過程，如過程中發生任何問

題，應諮詢專業治療師，決定是否繼續治療或

更換方法。 

（4） 治療後的評量與回饋 

音樂治療後應實施效果評量，瞭解使用者

的治療成效，以及音樂治療的內容和引導方式

是否能達到預定的目標。 

對於音樂治療的步驟實施，本研究擬做好

事前縝密的評估，瞭解狀況，掌握治療目標，

訂定適當的計畫，並實施治療後的評量，是成

功治療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如下圖 3為音樂

處方籤作業流程。 

 

圖 3實驗步驟流程圖 

 
2.1. 本研究分為以下執行階段： 

（1） 會員註冊階段： 

使用音樂處方籤之前，必須進行會員註

冊，用來記錄各項治療過程的數據，以及付款

的事項。如下圖 4為會員註冊流程。 

 

圖 4 會員註冊流程圖 

（2） 付款階段： 

進行音樂治療前，必須有足夠的額度，每

次使用前都會出現扣款提示，當餘額不足就會

進入儲值頁面。如下圖 5為付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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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付款流程圖 

（3） 使用者狀態評估階段： 

經由專業醫師初步評估使用者身心狀

況，以及判斷是否適合音樂治療，進而選擇適

當的音樂類型。 

如下圖 6 為使用者狀態評估流程。

 

圖 6 使用者狀態評估流程圖 

（4） 音樂治療階段： 

依腦波各狀態所評選出來的音樂來進行

音樂治療，並記錄治療過程。如下圖 7為音樂

治療流程。 

 

圖 7 音樂治療流程圖 

2.2. 測量儀器 

MindWave Mobile 腦波意念耳機是美國

NeuroSky 公司[6]開發的一款非侵入性的腦電

波設備，它可以檢測人體的專注與放鬆狀態，

其準確度與價值四萬美元的醫療級 Neuroscan

腦波儀有 96%的相似度(NeuroSky，2011)，如

圖 8。 

 

圖 8 MindSet與 Neuroscan 腦電圖比較 

 
MindWave Mobile 可通過放置在頭皮上

的感測器，測量到大腦神經元所發出的生物電

信號的模式和頻率，感測器位在大腦前額葉的

位置上，前額葉幫助我們解讀、判斷和行為的

決定，愈是需要理解他人的態度、情緒和行為

等思維能力時，前額葉就顯得格外重要。透過

NeuroSky ThinkGear 技術採集腦部模擬電信

號，即我們通常所說的腦電波，然後將類比信

號轉換為數位信號，搭配藍芽傳輸，從而使得

各種應用可以利用這些信號進行交互控制。 

下表 1[7]描述了腦電波的頻段劃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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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類型腦電波所反映出的腦部精神狀態。 

表 1 腦電波頻段與精神狀態 

腦波類型 頻率範圍 精神狀態 

Delta 波 0.1Hz到 3Hz 

沉睡,非快速

動眼睡眠,無

意識狀態 

Theta波 4Hz到 7Hz 

直覺的，創

造性的，回

憶，幻想，

想像，淺睡 

Low Alpha 波 8Hz到 9Hz 

放鬆但不困

倦，平靜，

有意識地 

High Alpha 波 10Hz到 12Hz 

靈感、直覺

或點子發揮

威 力 的 狀

態，身心輕

鬆而注意力

集中。 

Low Beta 波 13Hz到 17Hz 

運動感覺節

律,即輕鬆又

專注，有協

調性 

High Beta 波 18Hz到 30Hz 

思考，對於

自我和周圍

環境意識清

楚，警覺，

激動 

 

3.  演算法及實驗環境 

eSense 專注度指數表明了使用者精神“集

中度”水準或“注意度”水準的強烈程度，例  

如，當使用者進入高度專注狀態並且可以

穩定地控制使用者的心理活動，該指數的值就

會很高。心煩意亂、精神恍惚、注意力不集中

以及焦慮等精神狀態都將降低專注度指數的

數值。 

eSense 放鬆度指數表明了使用者精神“平

靜度”水準或者“放鬆度”水準。需要注意的

是，放鬆度指數反映的是使用者的精神狀態，

而不是其身體狀態，所以，簡單地進行全身肌

肉放鬆並不能快速地提高放鬆度水準。然而，

對大多數人來說，在正常的環境下，進行身體

放鬆通常有助於精神狀態的放鬆。放鬆度水準

的提高與大腦活動的減少有明顯的關聯。長期

觀察結果表明：閉上眼睛可以使得大腦無需處

理通過眼睛看到的景象從而降低大腦精神活

動水準。所以，閉上眼睛通常是提高放鬆度值

的有效方法。心煩意亂、精神恍惚、焦慮、激

動不安等精神狀態以及感官刺激等都將降低

放鬆度指數的數值。 

 

3.1 演算法 

腦波儀器是每一秒做一次讀取腦波的動

作，因此當檢測完畢時需要把檢測過程中每一

秒所測得的 Alpha、Beta、Delta和 Theta 波記

錄下來並做加總且平均，以便執行演算法運

算。 

參考之前學者[8]所研究的結果，進而提

出下列公式用來作為腦波儀偵測疲勞指數

(Fatigue) 、 專 注 度 (Attention) 、 放 鬆 度

(Mediation)及壓力(Pressure)等各種參數演算

法之參考指標。 

 

 

 

 

 

下圖 9為偵測腦波演算法，其中 Alpha、

Beta、Delta 和 Theta 分別代表在偵測過程中 4

個腦波類型個別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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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腦波儀偵測腦波演算法 

3.2  實驗環境之軟硬體設備 

受測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裡做此次

的測驗，這是為了怕受測者在不熟悉的環境會

因為過度緊張而導致受測數值受到影響。 

硬體設備：Mindwave Mobile、筆記型電

腦(Intel Core I5-3230M，DDR3 4G-1600 *1)、

藍芽傳輸器、伺服器(Dual-Core Intel® Core™2 

E4600 processor ， RAM 8G*1 ， 硬 碟

500GB*2)、防火牆(ZyWALL 2 plus) 。 

軟體設備：Windows 8(64 bits)、Visual 

Studio 2010、Microsoft Excel 2012。 

 

3.3  實驗數據 

受測樣本為 10 人，其受測者所測驗數據

平均如圖 10 ~圖 13所示。 

受測時間總共 15分鐘，減去前後各五分

鐘，取中間 5分鐘當作有效數據。 

Y 軸是 Neurosk 由原始腦波,經專利演算

法以 1-100之間的具體數值來表示受測者的專

注度與放鬆度的程度，兩參數皆無單位表示。

專注度特性說明了使用者精神集中度或注意

度的強烈程度，放鬆度特性說明了使用者精神

平穩度或者放鬆程度。 

X 軸是時間表示，1刻度為 20秒。 

 
圖 10頻率 7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圖 11 頻率 11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圖 12 頻率 14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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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頻率 19 各音樂及無音樂數據 

 

3.4  實驗分析 

檔名後二位的數字是代表波差頻率，如

07 代表雙耳頻率差 7Hz、14 代表雙邊差

14Hz；第一個英文字母 C 或 R 代表

concentration 或 relaxation，所以頻率 04、07

的檔名開頭都是 R(放鬆)，頻率 14、19的檔名

開頭都是 C(專注)；第二個英文字母代表音樂

種類：C是 Classical Music、P是 Piano Music、

S是 Soft Music，R組的 C,P,S 跟 C組的 C,P,S

是不同的音樂。 

經實驗結果顯示，幫助放鬆的音樂頻率 7

比頻率 11有效，幫助提升專注的音樂頻率 14

比起頻率 19 來的穩定。 

 

3.5  實驗結果 

使用音樂處方籤搭配腦波儀進行音樂治

療之潛力：近年來，隨著大腦的研究知識成果

越來越成熟，其相關討論也越來越熱門。特別

是在教育領域，教育工作者想更了解大腦的運

作模式，希望以此能設計出更符合人們大腦運

作模式的教學及學習方法、教材。在認知神經

科學領域中，有許多儀器能幫助研究者了解人

的大腦活動狀態，腦波儀即是其中之一，它能

夠監測人大腦的心智運作狀態變化，可說是能

以儀器解讀出人沒有用話語表達出來的心思

運作。 

這項新的技術，無論教育、運動及醫療各

領域，都已經開始廣泛的使用，而音樂對於人

的身心具有確實的療癒作用，因為聲音是一種

振動，令人體分泌生理活性物質，調節血液流

動和神經， 讓人較有活力，使得右腦變得靈

活，並且引導帶動重要的 α波，達到提升身心

狀態的療癒效果。 

可行性分析： 

音樂治療中，當音樂作用於人體各部位

時，人的血液、腦波隨之產生和諧共振，使器

官的運作規律協調，改善人體狀態，讓人感到

輕鬆，解除疾患，促進康復。由於聽覺中樞神

經與痛覺中樞神經位置相近，音樂刺激造成大

腦聽覺中樞的興奮可以有效地抑制相鄰的痛

覺中樞，具有較明顯的止痛效果。而音樂還能

夠明確的影響人的情緒和認知，音樂治療正是

利用其對人的心理的影響力，引導出患者內心

的正面思想，進而擺脫痛苦和低潮。 

重要的是，音樂治療並不會帶給患者任何

的傷害或副作用，過程只需透過專業醫師的評

估來選擇適當的音樂類型，加上頭戴式腦波儀

設備，成本低廉、安全且環保，比起傳統醫療，

需要藥物輔助、繁雜的機械設備以及昂貴的醫

藥費，音樂治療更適合於大眾需求，加上近年

來利用腦波儀分析的技術更加純熟，相信此療

法在往後必能被用於多數常見疾病的治療中。 

4. 結論 

音樂治療從古至今一直都是一門很重要

的學問，早在幾千年前的 人們就知道音樂有

很多功能，像是：安撫、振奮人心、放鬆精神，

甚至在不同的場合，音樂是陪伴的角色，也是

增添不同範疇的生命力。音樂，一直都是被當

作人們所用來欣賞的，但在近年來，一些人發

現音樂還能夠拿來治療許多的問題，就像是戒

毒、安定精神病患者、幫助兒童復健、身心障

礙者、產前婦女的緊張情緒能夠達到安撫作用

等。 

就目前來說，腦波儀技術已能便利的應用

在學習領域中，在注意力的監測及訓練方法

上，提供教師及學習者一項新的選擇。未來，

新的腦波量測技術發展若越趨成熟，對於人腦

思考狀態與腦波對應關係的了解若更明確，腦

波量測應用到教育及生活領域的範圍會更廣

泛。若能偵測到大腦的其他運作功能，例如記

憶力等，對於學習教材的開發可提供更新的發

展。在生活方面，以念力控制、操控介面的滑

鼠可望產生。又像是目前已在討論的熱門議

題，例如在醫療方面，若能將偵測到病患的腦

波轉化為具體指令，便能讓具多重障礙的病人

靠著腦波來控制義肢和輪椅。將來若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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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科學家有一天會更具體的發明出讀腦機，

能「駭入」人腦，把偵測到的腦波圖轉換成人

想表達的文字或句子，便能讓失去表達能力的

病患也能與外界溝通，這項新發明想必能對病

友帶來許多助益也勢必會對人類生活產生重

要的影響[9]。 

利用分析人類腦波的狀態，進而針對這些

精神上的障礙，改善精神病患、過動兒、憂鬱

症等症狀，已成為未來一項值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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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Zigbee 實現霍特式心電圖監測裝置 

 

 

 

 

 

 

 

摘要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在大醫院中攜

帶大型的心電圖裝置是非常不便的，由於經過

不斷的開發縮小化，讓使用者可以方便的攜

帶，並且可以活動於日常生活之中或運動時使

用，本研究以 Zigbee 實現霍特式(Holter)心電

圖監測裝置錄製心電圖訊號，其裝置具有一導

程的心電圖及三軸加速規，此裝置可以測量使

用者的心電圖訊號及身體活動的狀態，為了讓

此裝置能達到無阻礙且容易操作的狀況，盡可

能縮小電路、減輕重量、降低耗電量，而記錄

的心電圖訊號會儲存在 SD 卡中，在經由我們

後端的程式以圖片的方式表現，最後以人工的

方式尋找是否有心律不整。 

關鍵詞：Zigbee、心電圖、心律不整、波峰、

攜帶式。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dvances,Carry large ECG device in large 

hospitals is very inconvenient,Due to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rough 

downsizing,So that users can conveniently 

carry,And can be used for activities in daily 

life or sports,In this study, Zigbee achieve 

Holter type (Holter) ECG monitoring device 

for recording ECG signalsECG and its device 

has a three-axis acceleration lead 

regulations,The device can measure the ECG 

signal and the status of the user's physical 

activity,In order for this device to reach and 

easy to operate unhindered conditions,As 

narrow circuit, reduce weight,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Recorded ECG signal will be 

stored on the SD card,In the back end of the 

program through our picture of the way in 

performance,Finally, artificial way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is arrhythmia. 

Keywords:Zigbee,Electrocardiogram,Arrhyth

mia, Peak, Portable. 

1. 前言 

  過去傳統的醫療只專注於短期性治療與

危急生命的問題，如果我們能提早的預防、評

估、篩檢，它將會更有效率且更對患者有益，

在心電圖測量中比起其他對於心血管的測

量，具有簡單且非侵入性的優點，用心電圖來

診斷心臟疾病是非常顯著的，如心律不整、心

肌梗塞等。 

  霍特式心電圖主要應用於長時間的動態

心電圖記錄，透過長時間的心電圖監測，來發

現短暫出現的心臟問題，霍特式心電圖通常需

配戴 24 小時，相較於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

更具有方便性，並且能夠用於長期記錄[1]。 

  患者通常感覺不到自己是否有心律不

整，而是透過一些醫院的儀器檢測才會得知，

但也有一些症狀可循，如心悸、疲勞、暈眩等

外在症狀的發生，嚴重者可能導致死亡，所以

監測心律不整是很非常重要的[2]。 

  因此，本研究目的是以 Zigbee 實現霍特式

心電圖監測裝置，測量受測者的心電訊號是否

有心律不整的症狀發生，以利醫生往後進一步

的追蹤檢查，所以心電訊號的品質是很重要的

[3,4]。 

 

2. 裝置架構 

  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置中主要分為兩個

區塊，心電圖訊號測量區塊及數位處理儲存區

塊，使用者必須把裝置放置於左胸口處，且打

開開關，此時裝置上的 CC2530 晶片的 ADC12

轉為數位訊號再透過 Zigbee 傳輸至數位處理

儲存裝置，數位處理儲存裝置的 CC2530 接收

生理訊號後將數位訊號傳送給 MSP430F5342

微控制器，最後將心電圖訊號及三軸加速規訊

號儲存至 SD 卡中，裝置硬體結構圖如圖 1，

綠色為生理測量裝置，紅色為數位處理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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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心電圖監測裝置硬體結構圖 

2.1 心電圖類比電路 

  由於人體心臟的電流訊號非常的微小，所

以容易受到呼吸、交流雜訊、肌電雜訊、電極

的接觸雜訊的外部雜訊干擾，造成多餘不必要

的訊號，影響心電圖訊號的品質，因此為了得

到乾淨的心電圖訊號，在裝置轉換進入微控器

之前，將以類比電路做初步的處理，類比電路

方塊示意圖，如圖 2 所示。 

 
圖 2 類比電路方塊示意圖 

2.2 加速規電路 

  ADXL325 晶片測量加速度全範圍為

±5G，可以测量動態加速度、運動、衝擊或震

動等動態，為了滿足不同應用，可以透過電容

的設計，在 XOUT、YOUT、ZOUT 頻帶寬進

行調整，Z 及 Y 範圍為 0.5Hz~1600Hz，Z 及 Y

範圍為 0.5Hz~550Hz。 

2.3 電源電路 

  BQ24072 晶片對電池充電，在充電階段，

內部控制迴路監控 IC 溫度，如果內部溫度超

過閥值將會降低充電電流，其具有高精度電

流、電壓調節迴路、充電狀態顯示及充電終止

的功能。 

2.4 ZigBee 發射/接收程序 

  本裝置挑選CC2530透過ZigBee來傳

送與接收，傳送與接收端有位址及安全碼，可

互相傳遞資料，相當方便，圖 3 是發射傳送端

的程序圖，圖 4 是接收端的程序圖。 

 
圖 3，發射程序圖 

 
圖 4，接收程序圖 

2.5 SDCard 電路 

  在 SDCard 管理晶片是用 CH376 來做管

理，它是一個文件管理控制晶片，能解決 MCU

讀寫 USB 隨身碟與 SDCard 的文件。 

 

3. 實驗步驟 

  實驗裝置使用本實驗室自製的 Zigbee 心

電圖監測裝置做實驗，圖 5 是本研究的實驗流

程圖，首先，在校園中招募心律不整的實驗受

測者，然後請受測者提供心律不整的相關證

明，再與受測者預約受測時間，之後進行錄製

心電訊號的實驗，錄製的訊號會存至 SDCard

中，再透過自行開發的程式以圖片的方式展現

出來，進而尋找心律不整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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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實驗流程 

3.1 人員挑選 

  本實驗所挑選的受測者都是由校園裡招

募而來，首先受測者必須提供有心律不整的相

關證明，表 1 是本實驗所挑選的 10 位受測人

員的基本資料，平均年齡為 21.6 歲，性別有 3

男、7 女，實驗時間為 103/6/18~103/7/4 約兩

周，每位受測者都是當天錄製完畢。 

表 1，受測者基本資料 

年齡 性別 受測日期 

22 女 2013/6/18 

22 女 2013/6/19 

22 男 2013/6/20 

22 男 2013/6/23 

22 女 2013/6/25 

21 女 2013/6/26 

22 女 2013/6/27 

21 男 2013/7/2 

22 女 2013/7/3 

20 女 2013/7/4 

3.2 實驗過程 

  受測者再受測當天必須先來到實驗室由

實驗協助人員幫忙受測者進行裝置的配帶，每

位受測者都會配置一個 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

置發射端如圖 6，與一個 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

置接收端如圖 7，其中發射端需安裝在受測者

左胸口的位置如圖 8，而接收端會放置再實驗

所提供的腰包內如圖 9，每位受測者都會經過

實驗協助人員的確認裝置有再收發訊號才離

開實驗室，並且實驗協助人員都會告知受測者

請勿進行激烈運動，以免訊號不穩定而造成雜

訊，也會告知受測者有任何狀一定要電話通

知。 

 
圖 6，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置發射端 

 
圖 7，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置接收端 

 
圖 8，裝置配戴位置 

 
圖 9，腰包 

 

4. 結果 
  本研究是使用 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置來

記錄患者的心電訊號，進而把錄製下來的心電

訊號放到程式以圖片方式表達，圖 10 是受測

者在靜態的狀態下所產生的正常心電訊號，其

中黑線是心電圖訊號、藍線是體空間中 X 軸，

綠線是立體空間中 Y 軸，紅線是立體空間中 Z

軸，圖 11 是受測者在動態情況下所產生正常心

電訊號，圖 12 是動態情況下產生的時序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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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可以觀察到紅框處有一個提前跳起的心

電圖訊號與周遭旁的訊號規律不同，圖 13 是

動態情況下產生的圖形心律不整，很明顯得可

以觀察到紅框處的心電圖訊號比起左右兩旁

的心電圖訊號比起來較為狹窄，圖 14 是靜態

時時序心律不整，在紅框處有一個提前跳起的

心電訊號，圖 15 是靜態時圖形心律不整，可

以看到紅框處的心電訊號特別的小，圖 16 是

目前本實驗人工找到的心律不整的種類以藍

線表示，實驗發現不管在動態或靜態情況下都

有可能產生心律不整且心律不整有許多種不

同的波型形狀，這可能代表著心臟在某程度上

有些問題，需請專業醫生更進一步的追蹤觀

察。 

 
圖 10，靜態訊號 

 
圖 11，動態訊號 

 
圖 12，動態時時序心律不整 

 
圖 13，動態時圖形心律不整 

 
圖 14，靜態時時序心律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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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靜態時圖形心律不整 

 
圖 16，心律不整種類 

 

5. 結論 
  本實驗的 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置比起傳

統的心電圖監測裝置還要輕盈且方便使用，受

測者比較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而影響生活，本

研究目的是為了使用 Zigbee 心電圖監測裝置

實做心律不整的記錄，實驗發現使用 Zigbee 心

電圖監測裝置是可行的，後續錄製出來的訊

號，經過自行開發的程式以圖片的方式展現出

來，以利人工去判別是否有心律不整，未來或

許能用自動化的方式進行心律不整的判別，進

而提供給專業的醫師進行後續的治療與追蹤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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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two improved 
fuzzy c-means (FCM) clustering methods 
based on a rank-based artificial bee colony 
(RABC)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liver disease 
diagnosis. The first improved FCM version, 
named FCM-RABC, is devised by assigning 
cluster centers provided by the evaluation of 
using RABC instead of random initialization 
for FCM algorithm. The second improved 
FCM version, named WFCM-RABC, is  
proposed by weighting the attributes of 
instances in order to adjust the contribution of 
attributes adaptively for classification. The 
attribute weights are optimized via the 
proposed RABC algorithm to obtain the best 
distance measure. Three data sets of liver 
disease, which include ILPD, Hepatitis and 
BUPA, are evaluated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FCM, FCM-RABC, and WFCM-RABC 
algorithms. The confusion matrix and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re presented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solutions by using the three 
classifiers. 
 
Keywords— Fuzzy c-means (FCM), rank-
based artificial bee colony (ABC), attribute 
weights, liver disease, confusion matrix  

1. INTRODUCTION 

Fuzzy C-means (FCM) [1]-[4] is a widely 
applied analysis algorithm for classifying a given 
data set into clusters based on the cluster centers 
and degrees of membership of instances. This 
algorithm works by assigning a value of 
membership to each instance corresponding to 
each cluster center. The degree of membership of 
each instance is formulated as the function of the 

similarity distance between the cluster center and 
instance, and the value is distribute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0 and 1. Therefore, FCM 
algorithm belongs to the one kind of soft 
clustering techniques since it does not possess 
well-defined boundary. On the contrary, the well-
known k-means (KM) [5]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the one of hard clustering techniques since the 
algorithm works by grouping instances to 
mutually exclusive clusters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distance. Each instance will be 
assigned to its belonging cluster with the smallest 
distance from the instance to assigned cluster 
center. Namely, the degree of membership for an 
instance corresponding to each cluster center is 
either 0 or 1 only in the KM algorithm. 
Accordingly, FCM clustering technique based on 
fuzziness of membership function can be seen as 
a fuzzification of KM, and it provides a technique 
which produces clusters with a natural manner. In 
the literature, we observed that FCM cluster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image 
analysis, medical diagnosis, shape analysis,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so on. However, FCM 
has the same drawbacks as the KM algorithm 
with initialization sensitivity and local optimum 
problems [6].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asure of similarity 
distance for FCM is often using Euclidean or 
Manhattan distance with specifying the same 
weights, all equal to 1, for attributes to compute 
the distance.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attribute to classification is always different with 
bias. Therefore, the attributes, or named features, 
can be ranked according to their significance for 
classification. Various attribute ranking and 
attribute selection techniques were propose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information gain [7], gain 
ratio attribute evaluation [8]-[9],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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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feature selection [10], Chi-square feature 
evaluation [11],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12], and fast correlation-based feature selection 
[13]. Some of these attribute evaluation filter 
methods have been built in the Weka software 
[14]. Furthermore, several research works using 
weighting methods for similarity distance have 
been applied to pattern recognition or clustering 
problems [15]-[19]. According, this work 
proposed a weighted FCM (WFCM) algorithm to 
address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FCM 
algorithm on the evaluation of similarity distance.   

However, the optimal cluster centers and 
attribute weights to classification are hard to set 
manually in prior. Recently, swarm intelligence-
based artificial bee colony (ABC) algorithm 
shows the promising development for obtaining 
global optimum in many application domains 
[20]-[22]. Furthermore, the basic ABC algorithm 
proposed by Karaboga et al. is modified by 
including a rank-based selection mechanism in 
the onlooker bee phase and a modified abandoned 
rule in the scout bee phase to improve the 
searching ability of the algorithm. The improved 
version of ABC is termed rank-based artificial 
bee colony herein, RABC for short.  Accordingly, 
two improved FCM clustering methods based on 
RABC algorithm are proposed in this work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FCM technique. The first 
improved FCM version, termed FCM-RABC, is 
using RABC to evaluate the optimal cluster 
centers as the initial solution of FCM for avoiding 
the dependency of initial condition with the hope 
of improving the solution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The second improved FCM version 
termed WFCM-RABC, is using RABC to 
evaluate the optimal attribute weights for FCM to 
correct the imbalance of contribution of attributes 
for classification. Three data sets of liver disease 
published on the UCI repository [23] are 
evaluated by the traditional FCM, FCM-RABC, 
and WFCM-RABC algorithms. 

2. RANK-BASED ARTIF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 

In this work, we proposed an improved ABC 
version, termed rank-based artificial bee colony 
(RABC),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mechanisms for enhancing the 
abilities of local and global solution searching. 
The proposed RABC is devised by introducing a 
rank-based selection model to improve the 
searching efficiency of the exploitation 

mechanism and also a modified abandon rule to 
enhance the searching efficiency of the 
exploration mechanism. The solution procedure 
of the proposed RABC algorithm is designed 
with three phases: employed bee phase, onlooker 
bee phase, and scout bee phase. The details of the 
three phases are listed as below.  
1) Employed bee phase:  

First, N employed bees are sent to food sources 
( jix , ) where are generated randomly, and then 

perform a search process to find new candidates 
around their occupied food sources. The 
candidate position for i-th bee ( jiv , ) is obtained 

using the information of neighbor food source (r) 
and a random number ji ,  as follows:  

 
)( ,,,,, jrjijijiji xxxv                   (1) 

 
where  0.1,0.1, ji  , and j{1,2,…,D} 

which is selected randomly from the interval of [1, 
n]; D represents the dimension of space. If the 
quality of nectar at jiv ,  is better than that at jix , , 

the bee choices jiv ,  as the new food source.  

2) Onlooker bee phase:  
Afterward the employed bee memorized the 

final position of the new food source and flew 
back to the hive to share her information with 
onlookers. The onlooker bee performs a selection 
from the food sources explored by employed bees 
based on a probability selection model. In the 
presented RABC, the probability of selection i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rank of fitness of a food 
source. The rank of fitness equaling to 1 means 
that the value of fitness at the food source is 
maximum, whereas the rank equaling to N means 
the value of fitness at the food source is minimum. 
Here the value of N is identical to the number of 
food source. The nonlinear rank-based selective 
pressure model is formulated as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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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k
N

rank
i qq

q
p        (2) 

 

with satisfying the constraint: 



N

i
ip

1

1 . The 

value of parameter q is a positive real with the 
range of   10  q , and a larger value of q 
implies a stronger selective pressure for the value 
of probability. In the presented rank-based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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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the value of q is devised as a linear 
function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iteration and 
maximum number of iteration. After an onlooker 
bee selected a good food source as her current 
solution, she also took a local search process, and 
then she chose the better food source with higher 
nectar as the new solution.  
3) Scout bee phase: 

The abandoned rule of basic ABC is modified 
by abandoning bad food sources every iteration in 
the scout bee phase to enhance the exploration 
ability of the algorithm, whereas an abandoned 
criterion of “Limit” is used for published ABC 
algorithms. The role of scout bee is to perform 
global search in the search space, hence the 
exploration ability of proposed ABC algorithm is 
strengthened. The number of scouts was 5% of 
the size of employed bees according to the mean 
number of scouts which is about 5%-10% of the 
colony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real bees. 

3. TECHNIQUES OF FUZZY C-MEANS 

ALGORITHM 

3.1. Traditional FCM Algorithm 

The hard clustering algorithm, e.g. KM 
algorithm, groups definitely a given instance as 
“belonging” or “non-belonging” to a cluster when 
it applied to clustering problem. Such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may lose the na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implied information of original 
data. Therefore, a FCM clustering is developed 
which allows a given instance to be belonging to 
clusters partially with the design of a degree of 
membership   for all instances. For a given data 

set  nxxx ,...,,X 21  with n instances, the 

membership matrix for the data set is 
 ijU which subjects to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s： 
 
          cjniij ,...,1and,...,1;1,0   (3)

                ni
c

j
ij ,...,1;1

1




              (4) 

               c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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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where ij  represents the degree of i-th instance 

belonging to the j-th cluster; c is the number of 
cluster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FCM is 

devised by minimizing the function Jm (U,V) 
which is defin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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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symbol m represents the fuzziness, 
m=2 in general; jv  represents the center of 

cluster j and is the one element of  the centroid 
matrix  jvV ; ),( jiij vxd represent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i-th instance ( ix ) and j-th 

cluster center ( jv ). The general form for the 

distance can be formulated as  
 

jijiij vxvxd ),(                 (7) 

 
By minimizing Eq. (6)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Eqs. (3)-(5), the updating formulas of clustering 
center ( jv ) and degree of membership ( ij )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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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ly, the optimization procedure of 
minimizing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s performed 
by updating the cluster centers and membership 
function iteratively. Generally, the FCM 
algorithm minimizes intra-cluster variance as 
well, but the same problems as k-means exist 
with respect to local minimum for the solution 
and sensitive dependency to initial conditions. 

3.2. Proposed FCM-RABC Algorithm 

As mentioned above,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using FCM depends on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bership function (or cluster 
cent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the proposed 
RABC to achieve the optimal cluster centers by 
minimizing the objective function Jm (U,V) 
presented in Eq. (6) and then performs the 
iterative processes of FCM to update the final 
clustering centers and membership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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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Eqs. (8) and (9). The first improved 
FCM version is termed FCM-RABC herein. The 
fitness of RABC is specified as 
 

),(1

1

VUJ
fit

m
i 
                  (10) 

 
The smaller value of Jm (U,V) gives the better 
solution for the RABC algorithm. Therefore, we 
can achieve the minimum inter-cluster variance 
when RACB algorithm reaches the convergence 
state. The processes of FCM-RABC are given as 
following steps: 
1) Initialize the parameters of FCM and RABC 

algorithms. 
2) Generate the initial population of bee.  
3) Perform RABC evaluations by implementing 

the employed bee phase, onlooker bee phase, 
and scout bee phase with a specified number 
of maximum runs. 

4) Check the convergence criterion, if the 
convergence criterion is achieved, output the 
optimal cluster centers. If it is not the case, go 
to step 3.  

5) Update the membership matrix in the FCM. 
6) Update the cluster centers. 

7) Compute the error of ijijij   'max . if 

  , then the computation stops. Otherwise, 
go to step 5. In this work, the small value   is 
chosen as 0.00001. 

3.3. Proposed WFCM-RABC Algorithm 

On the other hand,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using the traditional FCM is always 
deteriorated when clusters are of differing sizes, 
densities, and non-globular shapes, and also when 
the data set contains noises and outliers [15]. 
Clearly, the traditional FCM seems not a good 
classifier for situations where no a priori 
information about the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set to be clustered exists.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a more flexible measure by 
incorporating weights ( w


) to the similarity 

measure to adaptively adjust the contribution of 
attributes to clustering. Therefore, the similarity 
distance is modified as follows:  

 

jijjiij vxwvxd ),(              (11) 

 
The weights are devised with n dimensions for 

each cluster. Also, as shown in (11), the values of 
weights for each cluster can be different, i.e. non-
symmetrical form, resulting in a non-symmetrical 
weighting for the similarity distance computing. 
This study uses RABC to find the best weight 

( *
jw ) first, then applies the optimal weights to the 

evaluation of similarity distance. When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evaluated from WFCM is 
achieved then sent it back to the RABC to 
evaluate the fitness, thereby setting the objective 
function to get the best solution. In this work,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s to minimize the 
classification error, the sum of the absolute value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dicted class Cpred 
and the actual class Cactual , present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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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WFCM-RABC 

for 10-fold cross-validation is plotted in Fig. 1. 
As shown in Fig. 1, the data set is divided to 
training and test sets for training and test 
processes. This work uses 10-fold cross-
validation (CV) method in partitioning training 
and test sets to give more reliable results. The 
process of 10-fold CV is to divide the data set 
into ten segments: 9 training sets and 1 testing set. 
Accordingly, the initial data set are partitioned 
into 10 mutually exclusive folds, F1, F2, …, and 
F10, each of approximately equal size. In iteration 
i, partition Fi is picked as the test set, and the 
remaining partitions are collectively used to train 
the model or pattern. Therefore, there are 10 
iterations in performing training and testing 
processes for a run. For example, in the first 
iteration, subsets F2,…, F10 collectively serve as 
the training set in order to obtain a first model, 
which is tested on F1; the second iteration is 
trained on subsets F1, F3,…, and F10 and tested on 
F2; and so on. This work also adopts stratified 10-
fold CV, the same process as Weka software [14], 
instead of random one to achieve well “balanced” 
data sets. The proposed RABC outputs weights 
using the given training set to WFCM module. 
Then WFCM clustering algorithm figures out the 
value of objective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new 
position of updated food source x


 and then sends 

the function value to RABC module. The iterative 
process will be repeated until the optimal weights 
and best cluster centroids are achiev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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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process. Thereafter, the test set will be 
tested based on the achieved optimal weights and 
best cluster centroids. Therefore, we get the 
updated membership matrix for the test set. As 
displayed in Fig. 1, the final classification 
solution of test set is achieved by combining the 
results of 10-time evaluations when we 
completed the 10-fold CV process.  

 

 

Fig. 1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WFCM-RABC 
algorithm 

4.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data mining the confusion matrix shown in 
Table 1 is generally used to assess the computing 
performance of algorithm. The symbols tn and tp 
represent the numbers of true negativity and true 
positivity respectively. They are indicated tha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identical to the actuality 
cases.  Contrarily, the symbols fn and fp represent 
the numbers of false negativity and false 
positivity respectively. Clearly, they are two 
errors due to the inconsistence between the 
prediction and actuality. The cost value, filled in 
the parenthesis, due to false negativity is 5 times 
of that of false positivity. Therefore, the classified 
accuracy is defined as (tn+tp)/(tn+tp+fn+fp), and 
the total cost is given as 5×fn+fp. In general,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for assessing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 are defined as follows: 

1) 
tpfpfntn

tptn




Accuracy  

2) 
tpfn

tp
P


)(ySensitivit  

3) 
fptn

tn
R


)(ySpecificit  

4) 
RP

RP





2

measure-F  

5) 5Cost  fnfp  

TABLE 1  
CONFUSION AND COST MATRICES  

Actuality 
Prediction 

False True 
Negative tn (0) fp (1) 
Positive fn (5) tp (0) 

 
This work adopted three data sets of liver 

disease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aditional FCM, FCM-RABC, and WFCM-
RABC algorithms. The three data sets, published 
on the web site of UCI repository [23], are: ILPD, 
Hepatitis, and BUPA. The data with missing 
attributes were removed, and the data in each 
attribute was normalized using z-score 
normalization, so that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data set are 0 and 1, respectively. 
Every medical case was performed 30 times of 
independent runs. 
1) Liver Disease: 

In general, liver tumor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benign and malignant. An early 
diagnosis of liver problems will increase the 
patient’s survival rate. The first data set of liver 
disease collected from North East of Andhra 
Pradesh, India is named “Indian Liver Patient 
Data Set” (ILPD) which contains 10 attributes 
that are age, gender, total Bilirubin, direct 
Bilirubin, total proteins, albumin, A/G ratio, 
SGPT, SGOT, and Alkphos. The class attribute 
was divided as with benign or malignant liver 
disease. The 11 attributes and their domains were 
listed in Table 2.  

 
TABLE 2  

ATTRIBUTES OF ILPD DATA SET 
No Attributes Domains 
1 Age of the patient integer 
2 Gender of the patient female, male 
3 Total Bilirubin real 
4 Direct Bilirubin  real 
5 Alkaline Phosphotase integer 
6 Alamine Aminotransferase  integer 
7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integer 
8 Total Proteins real 
9 Albumin real 
10 Albumin and Globulin Ratio  real 
11 Class  benign, malignant

 
This data set contains 414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liver disease and 165 patients with 
benign liver disease when the data records with 
missing attributes were removed. From Table 3, 
the means of the training set obtained using FCM, 
FCM-RABC, and WFCM-RABC were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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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9%, and 73.87%, respectively. Table 4 lists 
the confusion matrix of test set and indicates that 
the proposed WFCM-RABC gave the lowest 
false negativity with 25, and FCM gave the 
highest one with 182. The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as listed in Table 5. 
Clearly, the proposed WFCM-RABC provided 
the best solution in terms of 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cost. 
 

TABLE 3  
CLASSIFICATION SOLUTIONS OF ILPD DATA 

SET 
Algorith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FCM 58.59% 0.4033% 
FCM-RABC 58.59% 0.4033% 
WFCM-RABC 73.87% 0.5301% 

 
TABLE 4  

CONFUSION MATRICES OF ILPD DATA SET 

Reality Algorithms 
Prediction 

Benign Malignant

Benign 
FCM 105 60 
FCM-RABC 99 66 
WFCM-RABC 26 139 

Malignant 
FCM 182 232 
FCM-RABC 169 245 
WFCM-RABC 25 389 

 
TABLE 5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ILPD DATA 

SET 
Parameter FCM FCM-RABC WFCM-ABC
Accuracy 58.20% 59.41% 71.68% 
Sensitivity 56.04% 59.18% 93.96% 
Specificity 63.64% 60.00% 15.76% 
F-measure 59.60% 59.59% 26.99% 
Cost 970 911 264 

 
2) Hepatitis: 

This data set of this liver disease is named 
“Hepatitis” which comprises 19 attributes and 
one class attribute with 155 patient records. This 
case is a small size of data set and has many 
missing data. The original class distribution for 
the 155 records is 123 patients lived and 32 
patients died. After we deleted the missing data, 
there are only 80 patient records remains with 67 
patients lived and 13 patients died. The 11 
attributes and their domains were listed in Table 6. 
As shown in Table 7, the means of the training 
set obtained using the traditional FCM, FCM-
RABC, and WFCM-RABC were 64.89%, 
71.50%, and 95.77%, respectively. The solution 
accuracy for the training set was the best by using 
the proposed WFCM-RABC. Table 8 lists the 

confusion matrix of test set, and also indicates 
that FCM gave the lowest false negativity with 2 
and presented WFCM-RABC algorithm both 
gave the lowest false positivity with 2. 
Furthermore, the comparison of coefficients of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as listed in Table 9. 
The proposed WFCM-RABC provided the best 
solution in terms of accuracy, specificity, F-
measure, and cost.  

 
TABLE 6  

ATTRIBUTES OF HEPATITIS DATA SET 
No Attributes Domains 
1 Age of the Patient integer  
2 Gender of the Patient male, female  
3 Steroid no, yes  
4 Antivirals no, yes  
5 Fatigue no, yes  
6 Malaise no, yes  
7 Anorexia no, yes  
8 Liver big no, yes  
9 Liver firm no, yes  
10 Spleen Palpable no, yes  
11 Spiders no, yes  
12 Ascites no, yes  
13 Varices no, yes  
14 Bilirubin real 
15 Alkaline Phosphate integer  
16 SGOT  integer  
17 Albumin  real 
18 Protein integer 
19 Histology no, yes  
20 Class live, die  

 
TABLE 7  

CLASSIFICATION SOLUTIONS OF HEPATITIS 

DATA SET 
Algorith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FCM 64.89% 0.5631% 
FCM-RABC 71.50% 2.4877% 
WFCM-RABC 95.77% 1.8481% 

 
TABLE 8  

CONFUSION MATRICES OF HEPATITIS DATA 

SET 

Reality Algorithms 
Prediction 

Lived Died 

Lived 
FCM 42 25 
FCM-RABC 49 18 
WFCM-RABC 64 3 

Died 
FCM 2 11 
FCM-RABC 5 8 
WFCM-RABC 5 8 

 
TABLE 9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HEPATITIS 

DATA SET 
Parameter FCM FCM-RABC WFCM-ABC
Accuracy 66.25% 71.25%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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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84.62% 61.54% 61.54% 
Specificity 62.69% 73.13% 95.52% 
F-measure 72.02% 66.84% 74.85% 
Cost 35 43 28 

 
3) BUPA Liver Disorders: 

The data set of BUPA liver disorders has 6 
numeric attributes and 1 class attribute with 
including 345 instances. The first five variables 
are all blood tests which are thought to be 
sensitive to liver disorders that might arise from 
excessive alcohol consumption. The sixth 
attribute is the number of half-pint equivalents of 
alcoholic beverages drunk per day, and the class 
attribute is categorized as no liver disorder and 
liver disorder. The 7 attributes and their domains 
were listed in Table 10. As shown in Table 11, 
the means of the training set obtained using the 
traditional FCM, FCM-RABC, and WFCM-
RABC were 50.60%, 50.60%, and 66.63%, 
respectively. The solution accuracy for the 
training set was the best by using the proposed 
WFCM-RABC. Table 12 lists the confusion 
matrix of test set and also indicates that FCM 
gave the lowest false negativity with 63 and 
presented WFCM-RABC algorithm both gave the 
lowest false positivity with 26. Furthermore, the 
comparison of coefficients of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as listed in Table 13. The proposed 
WFCM-RABC provided the best solution in 
terms of accuracy and specificity. From the above 
three medical diagnoses, the proposed WFCM-
RABC exhibited the best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cations for the three data sets of liver 
disease. 
 

TABLE 10  
ATTRIBUTES AND DOMAINS BUPA DATA SET 
No Attributes Domains 
1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integer 
2 Alkaline Phosphotase  integer 
3 Alamine Aminotransferase  integer 
4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integer 
5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integer 

6 
Number of half-pint equivalents of 
alcoholic beverages drunk per day  

real 

7 Class 
no disorder, 
disorder 

 
TABLE 11  

CLASSIFICATION SOLUTIONS OF BUPA DATA 

SET 
Algorith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FCM 50.60% 0.0849% 
FCM-RABC 50.60% 0.0849% 
WFCM-RABC 66.63% 2.1385% 

TABLE 12  
CONFUSION MATRICES OF BUPA DATA SET 

Reality Algorithms 
Prediction 

No disorder Disorder 

No 
disorder 

FCM 86 114 
FCM-RABC 128 72 
WFCM-RABC 174 26 

Disorder 
FCM 63 82 
FCM-RABC 81 64 
WFCM-RABC 101 44 

 
TABLE 13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BUPA DATA 

SET 
Parameter FCM FCM-RABC WFCM-ABC
Accuracy 48.70% 55.65% 63.19% 
Sensitivity 56.55% 44.14% 30.34% 
Specificity 43.00% 64.00% 87.00% 
F-measure 48.85% 52.24% 45.00% 
Cost 429 477 531 

 

5.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posed two improved FCM 
algorithms, termed FCM-RABC and WFCM-
RABC, based on the RABC to classify data sets 
of liver disease.  FCM-RABC was designed to 
find out the optimal cluster centers via RABC to 
set 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FCM to avoiding the 
sensitive of the initialization, and WFCM-RABC 
was find out the optimal attribute weights for the 
evaluation of similarity distance used in FCM. 
Three data sets of liver disease from UCI 
repository including LIPD, Hepatitis, and BUPA 
were adopted. Three classifiers, traditional FCM, 
FCM-RABC, and WFCM-RABC algorithms 
were performed for the comparis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solution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liver diagnoses, the proposed WFCM-RABC 
provided the most reliable solutions for the 
classifications.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training and test set solutions obtained using the 
proposed WFCM-RABC was the best. We also 
observe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btained 
using FCM-RABC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using 
traditional 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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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檢驗數據之腎臟疾病鑑別 

 

 
  

摘要 
 

本文由一般健檢之醫療檢驗項目中篩選出；

鹼性磷酸脢(ALK)、空腹血糖(glucose)、三酸甘油

脂(TG)、總膽固醇(T-CHO)、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LDL)、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HDL)、澱粉酵素

(AMYLASE)、血清鈉(Na)、血中尿素氮(BUN)、肌

酸酐(CREA) 、尿蛋白(PRO)、尿酸(UA)、血清鉀

(K)、血清鈣(Ca)、血清鎂(Mg)、尿糖(Sugar)、血

壓(hypertension)等 17 項與腎臟疾病相關之檢驗項

目。運用類神經網路進行腎臟疾病鑑別，正確率可

達 60%以上。本文提供了一個快速、簡便且準確診

斷腎臟疾病的鑑別方式，並可作為醫療人員於腎臟

疾病診斷上的有效協助。 
關鍵詞：醫療檢驗、類神經網路、腎臟疾病、鑑別。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pplies neural network for 

identification the kidney disease with 17 
medical inspections items of ALK, Glucose, 
TG, T-CHO, LDL, HDL, Amylase, Na, BUN, 
CREA, PRO, UA, K, Ca, Mg, Sugar and 
hypertension.  The accuracy of 
identification the kidney disease is over 60%. 
This study proposes a rapid, simple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of kidney 
disease,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an effective 
assistance for physicians in the diagnosis of 
kidney diseases. 
Keywords: Medical Inspections, Neural 
Network, Kidney Disease, Identification. 
 
1. 前言 

 
隨著社會的進步，國人因工作的繁忙，壓力

也日益增長，使得身心負荷越趨沉重，在衛生署公

布 102 年國人十大主要死因的前十名[1]中，腎臟

相關疾病佔 2.9%。本文利用類神經網路鑑別健檢

相關醫療數據，可由一般健檢項目之醫療數據中鑑

別出受檢者是否罹患有腎臟疾病，透過本文鑑別結

果，提供了一個快速、簡便且準確診斷腎臟疾病的

鑑別方式，可減少人為判斷上的失誤，並可作為醫

療人員於腎臟疾病診斷上的輔助參考。 
在腎臟疾病的相關研究上，1999 年所發表的

學術研究『腎臟科：肝腎症候群』[2]，致力於尋

找影響腎臟血管之研究，從結果發現當年肝腎症候

群的發生，僅有肝臟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療方式，

逐年醫學的進步都在顯示過去的研究是成功的必

經之路。2005 年所發表之大豆蛋白質對慢性腎衰

竭患者血壓、血脂與腎功能的影響[3]，進行臨床

試驗方式，探討大豆蛋白對血液透析患者的血脂代

謝的影響，研究發現大豆蛋白可作為治療血液透析

患者血脂異常的建議，能增加膽固醇代謝、降低膽

固醇，僅協助延緩腎衰竭進展，其研究僅作為飲食

食補。2006 年末期腎病患者疾病不確定感之相關

因素及其對希望狀態之預測[4]中，採取橫斷式、

敘述相關性研究設計，方便取樣進行研究個案收

集，藉此研究協助醫護人員適時發現患者身體症狀

的困擾，並提供護理措施。2010 年整合性照護計

畫於慢性腎臟病患自我照護、生活品質成效[5]研
究中，採取實驗設計，取樣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腎

臟內科門診的慢性病人，接受醫院常規照護與整合

性計畫照護，介入測試以個案管理，自擬結構慢性

腎臟病自我照護之疾病知識、態度、行為意向問卷

評量成效，經由四週實驗仍具有延宕效果，透過跨

領域合作將整合性照護計畫作為實證參考納入腎

臟病照護流程，以提升患者罹病後自我照護能力及

生活品質。2013 年提出第一和第二型肝腎症候群[6]
的研究中，腎病變末期的患者，於預後情況很差，

常有合併功能性腎臟異常，除了有效預防方法外，

更好的臨床處理模式採取新的預測使用生物標記。 
 

2. 研究方法 
 

本文由「民國 93-97 年度國民營養健康狀況變

遷調查」[7] 計畫中超過 4000 筆的數據，整理出

與腎臟疾病相關的有效檢測數據 2595 筆資料，採

用類神經網路，進行腎臟疾病鑑別。 
 
2.1 類神經網路 
 

類神經網路(Neural network) [8~ 11]是由神經

元組成的多層網路。神經元內有細胞核(Soma)、神

經軸(Axon)、神經樹(Dendrites)及神經節(Synpses)
等。當外界有足夠的刺激加在網路的輸入端時，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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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細胞會自動發出電流再傳至連接的下層神經

元，為一個平行計算的網路模型。透過適當訓練學

習以後，可以模仿某種功能、或某種輸入、輸出關

係。類神經網路已被運用在各個領域上，主要是在

於類神經網路可以解決非線性複雜模型的建構，本

身沒有太多模型假設限制，以及模型產出有很好的

預測能力。本文使用類神經網路來進行腎臟疾病鑑

別，提供醫療人員進行腎臟疾病前期篩選時，可透

過數據檢查患病的可能性，及早發現適時提供治

療。 
 
2.1.1 腎病鑑別之類神經網路輸入 
 

本文所使用之「民國 93-97 年度國民營養健康

狀況變遷調查」[7]計畫體檢報告中，該計畫的資

料，是採用分層多段集束取樣法，將臺灣分為 5
層，考量特殊氏族、居民之特殊生活飲食習慣，以

客家、山地、澎湖等 3 個特殊層進行調查。主要針

對 6 歲(含)以下嬰幼兒，以及 19 歲(含)以上成人各

年齡層進行問卷設計和規劃體檢項目，由計畫調查

小組執行問卷調查及體檢工作計畫取得的健康檢

查筆數共 6,189 人，其中男性 3,086 人，女性 3,103
人，而每人有 31 個體健項目。本文由其中經篩選

後得到 19 歲(含)以上之有效數據 2595 筆。並與參

考文獻[12~ 15]比較後，由這 31 個項目中，挑選出

17 個與腎病有關的體健項目，作為類神經網路架

構中輸入值。如表 1 所示為 本文所採用之 17 個腎

臟疾病鑑別項目之基準對照表。並分別說明如下； 
1. 尿素氮(檢查腎功能是否正常發揮排泄老廢物

質): 尿素氮有助於檢測製造該物質的肝臟機

能。尿酸氮是指尿素成分的檢出物質，將蛋

白質分解過程中所形成的氨經由肝臟處理解

讀後的產物，會順著血液運送到腎臟再排出

體外。尿素氮基準：8~23mg/dl，數值偏高，

即腎衰竭等腎功能障礙、脫水、腸胃道出血、

腎病、蛋白質攝取過量等。數值偏低，會發

生蛋白質攝取不足、肝臟損傷、尿崩症等以

上症狀。 
2. 肌酸酐: 藉由檢查血液中有多少經腎臟過濾仍

存有的廢物，即可知道腎臟功能是否正常運

作。肌酸酐會依肌肉量的多寡而產生異常。

肌酸酐的產出量與排泄量不會受到習慣或運

動的影響，幾乎維持一定的量。肌酸酐基準：

男性 1.1 mg/dl 以下/女性 0.8 mg/dl 以下，數值

偏高，即腎衰竭、腎炎等腎功能障礙、脫水、

巨人症、尿道閉塞疾病。數值偏低主要原因

是肌肉萎縮症、尿崩症、大量輸血或懷孕等

因素。 
3. 尿蛋白(腎功能可能受損): 正常會被腎臟的過

濾系統攔截住，僅有較小的蛋白質通過腎臟

的過濾系統，但仍會在形成尿液的過程中被

回收。不過，腎臟的過濾系統受損，使得過

濾的重複吸收的機制發生異常時尿液中就會

慢慢出現蛋白質。正常為(-)，(+-)(+)(++)表示

尿蛋白的嚴重程度，但不能因一次的檢查出

現陽性反應就斷定腎臟出現了問題，必須隔

一段時間，再去做更進一步的血液檢查或影

像診斷，以釐清真正原因。陽性反應可能罹

患罹患腎炎、腎病症候群、腫瘤、全身性紅

斑性狼瘡、糖尿病、痛風、結石、血液相關

疾病、感染症等疾病。 
4. 鈉(NA): 大多存在於血清或細胞間液裡，有少

存在於細胞內部中。因為具有將水分引入的

性質，所以當鹽分攝取過多導致血清鈉增加

時，便會出現血壓上升或是浮腫等症狀。脫

水時鈉的數值會偏高；而腹瀉、嘔吐、大面

積燒燙傷等大量流失水分或是心臟衰竭時則

會出現偏低的數值。基準：135~147 mEq/l，
數值偏高時，恐有脫水、鹽分攝取過量、腎

臟病或內分泌異常等。數值偏低時，腹瀉、

嘔吐、燒燙傷、心律不整、肝硬化或腎衰竭

等。 
5. 鹼性磷酸脢(ALK-P): 通常被用來衡量肝臟、膽

道或是骨骼等方面是否出現異常的指標，為

了觀察癌症或甲狀腺疾病的治療過程也常會

進行這項檢查。肝臟、小腸、腎臟或骨骼等

處存有大量的鹼性磷酸脢，但這些器官或骨

骼的組織遭受破壞，原本存於細胞內的鹼性

磷酸脢就會大量流入血液中，數值過高表示

體內某處的臟器受到損傷。通常都會搭配肝

機能檢查來進行綜合性判斷。基準：110~340 
U/I，鹼性磷酸脢值偏高而肝功能檢查職無異

常時，恐罹患癌症、甲狀腺機能亢進、尿毒

症等與肝臟機能無關的疾病。鹼性磷酸脢值

偏高的情況下，肝功能檢查值也過高時，則

有可能是肝機能出現障礙。數值過高時，疑

似肝功能疾病、膽囊和膽道閉鎖或阻塞、肝

癌、骨骼相關疾病或癌細胞轉移至骨骼、甲

狀腺機能亢進、慢性腎衰竭。 
6. 空腹血糖: 以診斷腎病或觀察病情為目的所做

的檢查，當人體消化、分解食物中的碳水化

合物並吸收到血液中時，血糖值就會升高。

基準：110mg/dl 以下，數值過高時，可能罹

患腎病、餐後、腎病、肥胖、壓力等。數值

過低時，疑似高胰島素血症、腎上腺功能不

全等。 
7. 三酸甘油脂: 檢測是否因為飲食過量或運動不

足 而 引 起 脂 質 異 常 的 檢 查 。 基 準 ： 
35~150mg/dl，數值過高時，有可能是飲食過

量或運動不足造成的肥胖、腎病、腎病症候

群、甲狀腺機能減退、閉塞性黃疸、產後或

飲酒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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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醫療數據中與腎臟疾病相關之檢驗項目 

項目 
 
 

腎病相關因子 

輕輕鬆

鬆看懂

健檢報

告 2002 
[12] 

腎臟病

關鍵 50
問 2011

[13] 

腎臟病

圖解最

新醫學

2011 
[14] 

自己也能

看懂健檢

報告 2011
[15] 

基準值 
本文之 
檢查項目

血中尿素氮 BUN     8-23  

肌酸酐 CREA     男 1.1 以下； 
女 0.8 以下  

尿蛋白 PRO     陰性  
血清鈉 Na     135-147  

鹼性磷酸脢 ALK-P     110-340  
空腹血糖 glucose     110 以下  
三酸甘油脂 TG     35-150  
總膽固醇 T-CHO     120-220  

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LDL 
    140 以下  

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HDL 
    40 以上  

澱粉酵素 AMYLASE     40-122  

尿酸 UA     男 3.0-8.3 
女 2.5-6.3  

血清鉀 K     3.5-4.9  
血清鈣 Ca     8.5-10.5  
血清鎂 Mg     1.3-1.9  
尿糖 Sugar     陰性  

血壓 hypertension     
收縮壓 130

以下，且舒張壓

85 以下 
 

 
 

8. 總膽固醇: 總膽固醇是形成細胞膜或部分荷爾

蒙的重要物質。動脈硬化和血中脂質的多寡

息息相關，而這項檢查就是用來檢測膽固醇

的數值。膽固醇屬於脂質類，無法溶解於水

中，因此在血液中會已與蛋白質結合後的脂

蛋白形態存在。脂蛋白成分與大小可分成好

幾種類型。9. 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LDL 過

多時膽固醇就會堆積在血管裡，加速動脈硬

化的可能性，因此稱為壞的膽固醇。基準：

總膽固醇 120~220mg/dl，HDL 40mg/dl 以上，

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140mg/dl 以下，數值發

生異常時，有疑似血脂肪異常症、有飲食過

量或運動不足等問題的生活習慣病、脂肪

肝、閉鎖性黃疸、甲狀腺機能減退、腎病症

候群、腎病、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或動脈硬

化等。 
10. 高密度脂蛋白: HDL(高密度脂蛋白)和 LDL(低

密度脂蛋白膽固醇)都是他的同類。HDL(高密

度脂蛋白膽固醇)會將血液中多餘的膽固醇運

送到肝臟代謝掉，稱為好的膽固醇。 
11. 血清澱粉酶(MAY): 檢查唾液與胰臟分泌的澱

粉酶在血液中的含量。主要從唾液腺與胰臟

分泌而來，一旦出現發炎症狀或是因其他原

因而阻塞，澱粉酶更無法從消化腺中順利排

出而逆流回血液，在經過腎臟慮過後排至尿

液中。檢查澱粉酶的含量可從血液與尿液兩

方面著手，透過檢查針對這兩項類型便能得

知是唾液腺還是胰臟可能出現異常。一般經

常用來檢測的酵素基準值為 60~250IU/I，當血

清澱粉酶的數值偏高時一開始會懷疑是胰臟

炎，其他原因為胰臟癌、腮腺炎、慢性腎衰

竭或是修格羅氏症候群(乾燥症候群)。如果無

法確定是唾液嫌或是胰臟中的哪個部位所引

起，可追加驗同功酶的數值。基準：血清澱

粉酶 40~122IU/I 尿中澱粉酶 65~840IU/I，數

值偏高時(高澱粉酶血症)，胰臟癌、胰臟癌；

總膽管結石、腮腺炎、涎石症(唾液腺結石)、
修格蘭氏症候群、消化道穿孔、腸阻塞、腹

膜炎、慢性腎衰竭或休克等。數值過低時(低
澱粉酶血症)，胰臟受術後、胰臟病末期、肝

硬化或摘除唾液腺後。本文採計一般經常檢

測之澱粉酶酵素作為基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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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尿酸: 為了診斷痛風及觀察其治療情形。當尿

酸過度增加的情況下，會降低其在血液中的

溶解度而形成結晶，免疫系統會將其視為異

物進行攻擊，於是引起發炎和嚴重的腫痛，

彷彿一陣風流竄全身，固為痛風。當尿酸鹽

的結晶沉積在腎臟，也會引發腎功能障礙的

疾病(痛風腎)。須避免食用高普林之食品。基

準：男 3.0~8.3 mg/dl 女 2.5~6.3 mg/dl，檢測

值過高需要注意高尿酸血症、痛風、白血病、

惡性淋巴瘤、多發性骨髓瘤等腫瘤或腎功能

障礙等疾病。 
13. 鉀(K): 大多存在細胞內鮮少存在於細胞外的

體液中。當腎臟機能變差時排泄功能就無法

正常地運作，這時鉀的數值就會偏高。血清

中的鉀含量如果過高，會引起心臟收縮異常

的心律不整，相當危險。基準：3.5~4.9 mEq/l，
數值偏高時，疑似腎衰竭、酸中毒或溶血；

數值偏低時，可能罹患腹瀉、嘔吐、鹼毒症、

或荷爾蒙異常等。 
14. 鈣(Ca): 人體有 1 公斤的鈣，99%存在於骨骼

與牙齒之中，其餘以離子的型態存於血清

裡。血清不論過高或過低都會讓心電圖結果

出現異常或引起心律不整，血清過高時會頭

痛；四肢無力，過低時則容易引起筋肉痙攣、

不易止血的症狀。基準：8.5~10.5mg/dl，數值

過高時，癌細胞移轉至骨頭引起的骨骼破

壞、副甲狀腺機能亢進或是維生素 D 中毒；

數值過低時，副甲狀腺機能減退、慢性腎衰

竭、缺乏維生素 D 或鈣質攝取不足。 
15. 鎂(Mg): 體內的鎂有 60%存在骨骼中，剩餘的

部分則存於肌肉中，只有少部分存在於血液

裡。血清過高會有抑鬱、昏沉(疲倦想睡)等精

神方面的症狀；而血清鎂過低的話則會引起

心律不整、錯亂和網想等精神方面的問題，

或 是 出 現 肌 肉 痙 攣 等 症 狀 。 基 準 ：

1.3~1.9mEq/l，數值過高時，可能罹患腎衰

竭、腎上腺皮質功能不全(阿迪森氏病)引起的

甲狀腺機能低下或服用藥物引起的現象；數

值過低時，可能罹患慢性腎盂腎炎、醛固酮

增多症(腎上腺入分泌過剩)、甲狀腺機能亢進

或消化不良。 
16. 尿糖: 出現尿糖時表示血糖值處於過高的異常

狀態。利用類似石蕊試紙的檢查專用沾取受

檢者的尿液，再透過試紙的顏色變化來判定

是否出現葡萄糖反映，如檢測結果為陽性則

需進一步檢查。基準為陰性(-)，呈陽性反應

時，可能罹患糖尿病、短時間內攝取過多的

糖分、懷孕、腎臟病、荷爾蒙異常等。 
17. 血壓(從心臟送出的血液在動脈上所施加的壓

力值): 對血管施加的壓力即為血壓。收縮壓

為手臂上繞上一中空橡皮管套袋，將空氣打

入袋中並持續加壓，一邊慢慢地放出空氣一

邊用聽診器監聽內側動脈的聲音。(心臟收縮

後的血壓，也稱為最高血壓)。再繼續放出套

袋中的空氣，心臟施予血液的推力消失，這

時會慢慢聽不到任何聲音，壓力就稱為舒張

壓(最低血壓)。基準：收縮期高血壓 130 以上，

而且舒張壓 85 以下，血壓偏高時，疑似罹患

了原因不明的原發性高血壓或是腎臟、肺臟

等相關疾病。 
 
2.1.2 腎臟疾病鑑別之類神經網路輸出 
 

本文以類神經網路進行訓練與測試。並定義

腎臟疾病鑑別之類神經網路輸出為「1」者，表示

其已罹患腎病。而輸出為為「0」者，表示無罹患

腎病。 
 

3. 系統模擬 
 
3.1 最佳類神經網路結構 
 
表 2 類神經網路訓練與測試結果(一個隱藏層；測

試 10 次平均值) 
內

容

 
組 
別 

類神

經結

構 

訓練 測試組數(成功率) 

組

數
誤差

RMS
500 1000 1500 

一 17-10-1 1000 0.1178 74.50% 70.60% 67.30%

二 17-15-1 1000 0.1392 75.50% 74.80% 68.80%

三 17-20-1 1000 0.1355 68.50% 73.20% 69.20%

四 17-40-1 1000 0.1439 62.00% 68.40% 60.30%

 
 
表 3 類神經網路訓練與測試結果(兩個隱藏層；測

試 10 次平均值) 
內

容

 
組 
別 

類神 
經結 
構 

訓練 測試組數(成功率) 

組

數
誤差

RMS
500 1000 1500 

一 17-10-5-1 1000 0.1427 77.50% 75.60% 71.90%

二 17-20-10-1 1000 0.1614 86.00% 80.60% 72.20%

三 17-40-20-1 1000 0.1336 71.50% 68.20% 63.20%

四 17-20-10-1 500 0.1290 74.00% 80.60% 79.10%

五 17-20-10-1 1500 0.1471 74.00% 84.60% 82.40%

 
經設定類神經結構所需要使用到的輸入值及

輸出值後，本文使用類神經網路 MATLAB 中

NNTOOL 工具程式來建立數組類神經網路結構，

分別進行訓練與測試。從 2595 筆的體檢數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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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亂數的方式挑選出 1000 筆的數據當作訓練樣

本，再將其餘(1595 筆)資料分別挑出 500 筆、1000
筆及 1500 筆當作測試資料。每組類神經網路結構

均進行 10 次訓練及測試，每組 10 次訓練產生的誤

差均方根(MSE)平均值，及每組 10 次測試產生的

成功率平均值，以比較出最佳類神經網路結構。如

表 2與表 3所示分別為一個隱藏層與兩個隱藏層之

各組訓練與測試 10 次平均結果，： 
 
3.2 結果分析 

 
本文比較一個隱藏層類神經架構與兩個隱藏

層類神經架構的測試結果(如表 2 與表 3)，皆有六

至八成的成功率，但整體以表 3 類神經的架構較

佳，表 3 中之第五組(17-20-10-1)架構的測試成功

率最高有 82.4%。圖 1(a)、1(b)分別為其訓練輸入

1500 筆數據及測試輸入 1000 筆數據之迴歸分析

圖。而圖 2 為腎臟疾病鑑別最佳結構(17-20-10-1)
之 MSE 收斂圖。 

 

 
圖 1. 腎臟疾病鑑別最佳結構(17-20-10-1)訓練及測試之迴歸分析圖 

 
 

 
圖 2. 腎臟疾病鑑別最佳結構(17-20-10-1)之 MSE 收斂圖 

 

4. 結論 
 

本文使用了「民國 93-97 年度國民營養健康狀

況變遷調查」[7] 的體檢數據，歷經分類及彙整、

篩選出 17 項與腎臟疾病相關之健檢項目後，利用

類神經網路來進行腎臟疾病鑑別。可判斷出受測者

是否罹有腎臟疾病之準確度最高可達 82%。本文提

供一個快速、簡便且準確診斷腎臟疾病的檢驗方

式，並可作為醫療人員在腎臟疾病病診斷上的輔

助。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65 AIT / CEF 2015



誌謝 
 
本文承草屯冠宇資訊有限公司贊助研究經費(計畫

編號 103C027)謹此致謝。 
 
 
參考文獻 
 
[1] 衛生福利部統計處-國人十大死因統計, http：

//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
_no=312&fod_list_no=5012 

[2] 施尊仁、朱宗信，腎臟科：肝腎症候群，臺灣

醫學 3 卷 1 期， P125 – 131，1999。 
[3] 陳淑子，大豆蛋白質對慢性腎衰竭患者血壓、

血脂與腎功能的影響，2005 年。 
[4] 施若琪，末期腎病患者疾病不確定感之相關因

素及其對希望狀態之預測，2006。 
[5] 胡靜文，整合性照護計畫於慢性腎臟病患自我

照護、生活品質成效，2010。 
[6] 潘恆芝、鄭昌錡、陳永昌,第一和第二型肝腎症

候群 ,器官交談專輯 , p129~135 腎臟與透

析,2013。 
[7]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

專題中心，民國 93-97 年度國民營養健康狀況
變遷調查，2008。 

[8] W. C. Yeh, “New Parameter-Free Simplified 
Swarm Optimization for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ediction of Time Series,” IEEE Tra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Vol. 24, Issue 4, 
pp.661- 665, April 2013. 

[9] M. Cirrincione, A. Accetta, M. Pucci, G.Vitale, 
“MRAS Speed Observer for High-Performance 
Linear Induction Motor Drives Based on Linear 
Neural Networks”, IEEE Trans. on Power 
Electronics, Vol. 28, Issue 1, pp.123- 134, 2013.  

[10] Q. Ma, G. Feng, S.Xu, “Delay-Dependent 
Stability Criteria for Reaction–Diffusion Neural 
Networks With Time-Varying Delays,” IEEE 
Trans. on Cybernetics, Vol. PP, Issue 99, pp. 1- 8, 
2013. 

[11] H. Zhang, D. Gong, B. Chen, Z. Liu, 
“Synchronization for Coupled Neural Networks 
with Interval Delay: A Novel Augmented 
Lyapunov–Krasovskii Functional Method,” IEEE 
Tra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Vol. 24, Issue 1, pp. 58- 70, 2013. 

[12]  陳芸，輕輕鬆鬆看懂健檢報告，快活堂出版

有限公司，2000。 
[13] 郭克林，腎臟病關鍵 50 問，文經出版社有限

公司，2011。 
[14] 高市憲明監修、陳政芬翻譯,圖解最新醫學腎

臟病，楓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15] 鈴木洋通、鈴木泰子,自己也能看懂健檢報告,

楓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1。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66 AIT / CEF 2015



雲端服務對使用者經驗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依據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為理論

基礎，並結合使用者互動經驗作為本研究架

構。其目的仍為探討影響使用者對雲端服務的

使用意願及使用行為之分析，以性別、年齡、

及教育程度為個人因素，依變項包含預期績效

(PE)、付出期望(EE)、社會影響(SI)、促成環境

(FC)、使用者經驗(UX)的影響進行分析。本研

究收集了 433 份有效問卷，經分析結果發現，

使用意願會受到預期績效(PE)、促成環境(FC)

的影響；而使用行為會受到促成環境(FC)、使

用者互動經驗(UX)的影響；而使用意願會正向

影響使用行為。使用者對雲端服務的促成環境

(FC)會受到年齡的調節而影響使用意願；使用

者對雲端服務的社會影響(SI)、使用者互動經

驗(UX)會受到教育程度的調節而影響使用意

願；使用者互動經驗(UX)會直接影響使用行

為。 

關鍵詞：雲端服務、使用者經驗、整合型科

技接受理論、軟體即服務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under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 and combined with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as the main research structure; it 

is aimed to analyze users’ experience on cloud 

services specifically targeted on users’ 

willingness and users’ behavior.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ich were cross-evaluated with 

core determinants such as performance 

expectancy (PE), expectancy (EE), social 

influence (SI),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FC) and 

users’ experience (UX). 43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onlin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using cloud services might be 

influenced by PE and FC; meanwhile, FC and 

UX might affect users’ behavior. In short, user’s 

willingness wa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users’ 

behavior. Particularly, the FC of cloud services 

toward users’ perspective have shown that user’s 

willingness was moderately affected by age; two 

core determinants of SI and UX were moderately 

influenced by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further 

impacted the level of users’ willingness. 

Significantly, users’ behavior was directly 

affected by UX. 

 

Keywords: Cloud Server, User Experienc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1. 前言  

未來十年，雲端服務是一項資訊應用的科

技主流，世界各國政府都爭相投入雲端運算服

務的政策規劃。IDC 預測 2014 年是以雲端服

務（Cloud Service）、社群（Social）、 行動

（Mobile）、巨量資料（Big Data）形成所謂第

三代平台（Third platform），將有機會推動全球 

IT 消費成長 15％至 2.1 兆美元。全球雲端服務

市場規模從 2009 年的 104 億美元成長至 2014

年的 420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達到 27.7%，

相較於傳統服務市場的年複點成長率 5%，差

距約達 6 倍之多，這突顯雲端服務在全球科技

發展的核心價值是相當看好的。 

然而，雲端服務看似成為未來發展之主

流，研究機構一致看好雲端服務所帶來的商業

價值，但至今企業對於雲端服務從認知了解到

實際採用仍有明顯落差。媒體對雲端產業的探

討持續加溫，反觀台灣企業在認知上似乎不及

媒體的速度。 

資策會 FIND 市場調查中發現，有 27.6%

的企業對於雲端服務內容表示清楚，但有 5 成

的企業對於雲端服務還不太了解；同時，仍有

近四成的民眾對於雲端服務仍不願使用雲端

技術，更不知自已是否已做用過雲端服務。探

討使用者對雲端服務的應用價值、了解使用者

在接受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評估結果與使用

之間的關係、以及未來可以從那些使用意願來

提升使用價值與應用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劉遠楨 林洛葶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

播研究所教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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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本章將探討雲端服務的概念及使用者對於

新科技接受程度探討理論分析；以整合型科技

接受模型（UTAUT）對使用者在使用意願及使

使用行為上的探討，結合時下所趨的使用者互

動經驗，將各構面提出介紹，以建立更具完整

解釋力之應用行為模式進而建構本研究之研

究方法及架構。 

2.1 雲端服務的概念 

雲端服務即為在雲端運算上所接觸的各項

服務。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簡明來

說為「網路運算」，就是利用許多台電腦透過

網路取得遠端主機所提供的服務。所謂雲端，

意指「網路上的主機端」。早期工程師在繪製

示意圖時，常以一朵雲來代表「網路」，想像

一下，把網路上眾多伺服器比擬為眾多的雲

朵，而這些雲朵就能將資料進行運算，即為雲

端運算。 

2.2 雲端服務類型 

(1) 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由

軟體開發的個人或廠商，提供各式各樣

的軟體服務。例，谷歌 Google、亞馬遜

Amazon、Salesforce 等廠商相繼推出許

多的雲端服務、Google 應用程式、

Gmail、Line、Facebook 等，都是屬於

此種類型的雲端運算服務。本文中，軟

體即服務即為此研究範圍。  

(2) 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由廠商提供一項應用程式的開

發平台，讓使用者透過網路即可線上撰

寫程式與解決服務方案。 

(3) 架構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Service: 

IaaS）：將電腦系統、通訊、儲存及網

路等軟硬體資源虛擬轉化為網路服

務，提供基礎建設設備給使用者取用。

例如，中華電信、遠傳皆有相關的雲端

建構。  

2.3 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 

過去許多學者在研究新科技產品的使用

者行為中，常見以 Davis（1989）提出的科技

接受模型（TAM）為研究重要方向。科技接受

模型（TAM）是一個研究科技接受度的基礎模

型，其目的是由使用者內在認知觀點來解釋其

採用資訊科技之行為意向（Davis et al., 

1989）。TAM 模型廣泛被應用在雲端服務、行

動商務、軟體應用面、電子郵件、線上銀行等

實務中。相關研究已累積大量之實證支持。但

許多研究發現，在實務上，科技接受行為的研

究領域中，研究者常面臨挑選模型及理論建構

上的難題，因源於資訊系統、社會學與心理學

的理論架構有許多關聯性的重疊，使得研究者

只能以增加構面或組合新模型來進行相關的

研究。因此， Venkatesh et al.（2003）對歷年

科技接受模型的研究作了一次通盤性探討，發

現這些研究在不同領域中各自具解釋力，並嘗

試找出這些實證模型的特色，整合以八種模型

理論提出了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TAUT）。 

研究中發現，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

（UTAUT）是由科技接受度模型（TAM）與其

他五種模型理論整合歸納而來，分別為社會認

知理論（Social Coginitive Theory, SCT）、電腦

使用模式（Ｍodel of PC Utilization, MPCU）、

動機模式（Motivational Model, MM）、創新擴

散理論（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

TAM 與 TPB 結合模式（Combined TAM and 

TPB, C-TAM-TPB）衍生而來，而科技接受模

式（TAM）是以 Fishbein and Ajzen（1975）的

理性行為理論（TRA） 和 TRA 所衍生的「計

劃行為理論（TPB）」（Ajzen, 1991）作為整合

的理論基礎，故共有八種模型理論合而為一。

UTAUT 模型中，選擇較為優勢的模型及構面

來探討，重新整合過去研究者對於使用者接受

的原型理論，加以回顧與整合（Venkatesh, 

2003）。過去對於資訊科技接接受模式的比，

以 Venkatesh et al.（2003）的研究理論最為明

顯且具公信力。原因是過去研究學者比較偏向

以眾多理論從中挑選較合適的模型理論來做

為應用社會學、心理學等影響個人對科技的變

項因素。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UTAUT）是以

全盤性的考量來作為整合，將八個著名模型，

逐一整理、歸納。實證結果顯示，新架構對科

技使用行為的解釋力高達 70%或更高比例，其

他模型解釋力約在 17%至 42%之間，符合最有

效的模型理論發展（Venkatesh et al., 2003）。 

2.4 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構面 

整合科技接受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共

有八種模型理論，32 個構念(Constructs)，並從

文獻中整合成四個主要構面（core deter 

minans）及四個控制變數，以瞭解使用者對於

資訊科技的行為意願。其架構模型圖如下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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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圖 1 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 

此架構模型中，分別四項主要構面及控制

變數為： 

四個主要構面（Core deter minans）： 

(1) 預期績效（Performance Expectancy, 

PE） 

(2) 付出期望（Expectancy, EE） 

(3) 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SI） 

(4) 促成環境（Facilitating Conditions, 

FC） 

控制變數分別為： 

(1) 性別（Gender） 

(2) 年齡（Age） 

(3) 經驗（Experience） 

(4) 自願性（Voluntariness of Use） 

UTAUT 模型的四個主要構面及其變數相

關說明如下： 

(一) 預期績效（Performance Expectancy, 

PE） 

 Venkatesh et al.（2003）對於預期績效定

義為「在使用系統之後可以獲得顯著的獎

勵 （Rewards）」，期望使用者感覺使用科

技系統後能提昇工作績效、對工作能有所

幫助。 

在預期績效的主要構面中，分為五個子構

面： 

A. 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B. 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 

C. 工作相關（job-fit） 

D. 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 

E. 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 

(二) 付出期望（Effort Expectancy, EE） 

付出期望定義為「使用者認為使用科技系

統的容易程度」，子構面為： 

A. 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B. 系統複雜度（Complexity） 

C. 操作容易性（Ease to Use） 

 

(三) 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 SI）社會

影響定義為「指個人知覺到對其重要

的人認為他應該使用新系統」的程

度，其子構面為： 

A.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B. 社會因素（Social Factors） 

C. 形象（Image） 

(四) 促成環境（Facilitating Conditions, 

FC） 

促成環境定義為「使用者相信現有組織與

技術結構都會支持資訊系統的使用」的程

度，其子構面為： 

A. 認知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B. 助益環境（Facilitating conditions） 

C. 相容性（Compatibility） 

D. UTAUT 模型的控制變數說明： 

在「預期績效」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方面，女性比男性顯著，同時由於女性

容易在環境上較在乎重要人等的看法，因

此「社會影響」也較明顯（Venkatesh and 

Morris, 2000）。UTAUT 研究結果發現若兩

個 以 上 變 數 的 複 合 作 用

（ complexinteraction）會使影響更為顯

著。例如：在「預期績效」對「使用意願」

的影響，若單一考量性別一項變數，則男

性比女性明顯，倘若加入年齡因素，則年

輕的男性又比其他年齡族群明顯；而在

「付出期望」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方面，

女性則比男性明顯，特別是對於較少使用

資訊科技的年輕的女性，容易受到周圍重

要成員的影響，期望藉此增進彼此關係；

研究也發現，使用者當認知到周圍相關人

等都認為該使用其資訊科技時，使用者意

願會提高（Venkatesh et al., 2003）。 

2.5 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感知使用性與情感品質是影響使用者態

度的兩個重要向度（Schaik & Ling，2008； 

Seva、Gosiaco、Santos & Pangilinan，2011）。

研究發現，如果使用者與一個產品有過令人滿

意的互動，產生較好的使用者經驗，那麼使用

者極有可能會再次購買此產品的更新版產

品，如，桌上型電腦作業系統升級（Margolin 

2002）。而以類似這樣的服務概念應用於雲端

服務使用經驗上，將能促成使用者對於雲端服

務軟硬體設備的創新服務美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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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個人與行動裝置應用在使用經驗

上愈來愈複雜且多元性。Preece 等人（2007）

指出使用者經驗目標包含：使用者感到滿意、

使用者感到愉快的、使用者感到有趣的、使用

者感到娛樂性、使用者感到有助益、使用者感

到有啟發動機、讓使用者在美學上感到有愉悅

感覺、讓使用者激發創造力。不過此部份使用

者經驗較為傾向心理層面的愉悅滿意程度，最

終目的讓使用者得到愉快的使用者經驗。研究

中發現， Forlizzi 與 Battarbee（2004）並指出，

由他們所共同創造之使用者經驗框架，是建立

在以互動為中心的模式（Forlizzi，2000）及協

作方面上的使用者經驗研究（Battarbee，2003）

的基礎之上，此框架著重在個人與產品之間互

動所產生的經驗，不僅是設計情感經驗的存

有，更具備時間脈絡變化與使用者主導的特

性。因此，表 2 所示的互動形式變化，說明互

動經驗可分為「流暢性」、「認知性」及「自我

表現性」三大部份。 

表 2 互動性經驗框架 

類型 說明 範例說明 

流暢的 使用者在使用產

品上，技巧熟練、

有如自動般不需

思考的互動 

泡一杯早晨的咖

啡牛奶。 

到常光顧的咖啡

店買一份下午茶

點心。 

認知的 必須專注於眼前

產品的互動，會因

此而獲取知識，但

也可能導致困惑

或錯誤的產生 

使用線上教學系

統上傳數位影音

格式 

自我表

現的 

塑造一個使用者

與產品之間特殊

的互動模式 

智慧手機電子郵

件平台：專屬的

個人化背景風格 

本研究以 Forlizzi 與 Battarbee 對於使用者

經驗的互動上的經驗，定義為「使用者互動經

驗」。其中互動性中的「使用者經驗」分為三

種類型。第一、「經驗」（Experience）是指人

們在某一段時間內，可以非常輕鬆地如自我對

話般地體驗與外在環境上的過程；第二、「一

個體驗」（An Experience）透過與產品的互動

及操作產生的情緒來辨別體驗，使用者通常需

要運用邏輯性思考，與記憶中的某一個概念來

產生連結，才能完成這類型的使命。第三、「共

體驗」（Co-experience），探討的是人們在社

交脈絡下所產生的共同體驗。此類型經驗必須

由一群人或一個團體透過共同使用、再經由不

斷地分享傳遞給其他人，這類型的體驗最常發

生於社群組織上。綜合上述，對於使用者經驗

的互動上的經驗，定義為「使用者互動經驗」。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經由文獻探討，以 Venkatesh et al.

（2003）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的四個主

要構面「預期績效」、「付出期望」、「社會

影響」、「促成環境」，並結合「使用者互動

經驗」，藉以了解各構面對雲端服務（SaaS）

的使用成效。研究構面架構圖如下圖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說 

根據文獻探討、模型的基礎研究模式，建立

本研究假說，彙整如下 

H1：「預期績效」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對

雲端服務（SaaS）的使用意願。 

H2：「付出期望」因素會影響使用者使

用雲端服務（SaaS）的使用意願。 

H3：「社會影響」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對

雲端服務（SaaS）的使用意願。 

H4：「促成環境」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對

雲端服務（SaaS）的使用意願。 

H5：「促成環境」因素會直接影響使用

者對雲端服務（SaaS）的實際使用行

為。 

H6：使用者對雲端服務（SaaS）的使用

意願，會影響實際使用行為。 

H7：「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會直接影

響使用者對雲端服務（SaaS）的使用意

願。 

H8a01：預期績效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性別的調節。  

H8a02：付出期望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性別的調節。 

H8a03：社會影響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性別的調節。 

預期績效 

社會影響 

促成環境 

付出期望 

使用雲端

服務意願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使用雲

端服務

行為 

使用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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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a04：促成環境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性別的調節。 

H8a05：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對使用意

願的影響，會受到性別的調節。 

H8b01：預期績效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年齡的調節。 

H8b02：付出期望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年齡的調節。 

H8b03：社會影響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年齡的調節。 

H8b04：促成環境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年齡的調節。 

H8b05：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對使用意

願的影響，會受到年齡的調節。 

H8c01：預期績效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教育程度的調節。 

H8c02：付出期望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教育程度的調節。 

H8c03：社會影響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教育程度的調節。 

H8c04：促成環境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教育程度的調節。 

H8c05：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對使用意

願的影響，會受到教育程度的調節。 

H9：「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會直接影

響使用者對雲端服務（SaaS）的使用行

為。 

3.3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1) 研究對象：具有雲端服務使用經驗的受

試者。 

(2) 抽樣方法：採用隨機抽樣

(Non-probability Sampling)中的立

意抽樣(Purposive Sample) 

3.4 量表設計 

(1) 以 Likert五點量表來衡量，從「非常

同意」、「同意」、「沒意見」、「不

同意」、「非常不同意」，其中，數

質愈小代表愈同意；表衡量值，1為

非常同意，以此類推。 

(2) 「受測者基本資料」的部份，「性別」

屬類別尺度、「年齡」屬順序尺度、「教

育程度」類別尺度。 

3.5 前測信度檢定 

本研究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3 日以網路問

卷方式進行前測(Pretest)，發放給使用過雲端服

務的使用經驗者填答，於 12 月 10 日回收 130

份，其結果顯示如下方所示。 

表 3 前測 Cronbach’s α係數值 

 

由上述資料得知，預期績效構面（PE）

的信度為 0.936，付出期望構面（EE）的信

度為 0.983，社會影響（SI）的信度 0.989，

促成環境（FC）的信度為 0.995，使用者互

動經驗（UX）為 0.996，使用意願及實際行

為 0.997，整體信度為 0.991，根據Cronbach’

s α係數檢測的理論，只要大於 0.7 便可視

為有效問項，故本量表在此實證研究，其問

項所得結果是可信的。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敘述統計 

在樣本特徵方面，描述的內容包括：性別、年

齡層、教育程度，如下所述： 

(1) 性別方面男性為153人，占總比例的

49.7%；而女性為155人，佔總比例的

50.3 %。顯示本研究樣本男、女比例

約各佔一半，其中，女性較為男性偏

高。 

(2) 年齡方面樣本以26到35歲的受訪者

為最多數，為103人，占總比例的

33.4%；36到45歲的受訪者次之，為

91人，占總比例的29.5%；16到25歲

為44人，占總比例的14.3%；46到55

歲為30人，占總比例的9.7%；56到65

歲為35人，占總比例的11.4%；66到

75歲為4人，占總比例的1.3%；15歲

以下為1人，占總比例的0.3%；以資

研究變數 問卷題

數 

Cronbach’s 

Alpha值 

預期績效 1-15題 0.936 

付出期望 1-9題 0.983 

社會影響 1-9題 0.989 

促成環境 1-9題 0.995 

使用者互動經

驗 

1-9題 0.996 

使用意願及實

際行為 

1-3題 0.997 

整體信度 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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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結果顯示，本研究之受訪大多為26

歲到45歲的使用族群，占總比例的

63.9%。 

(3) 教育程度樣本中以大專院校學歷的

受訪者為最多數，為197人，佔總比

例的64%；其次為碩博士學歷，為81

人，佔總比貌的26.3%；至於高中職

學歷及國中（含）以下，分別為27

人及3人，各佔8.9%及1 %，顯示本研

究的受訪者大多呈現在大專院校的

教育程度之上。 

由上述資料得知，本研究樣本以女性使用

者較高。年齡分佈在26歲到35歲的使用者為最

多；其次是36到45歲使用者。在教育程度方

面，以大學（專）程度以上最多，其次是擁有

碩士以上學歷。 

表4 整體量表統計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變異

數 

PE1 308 1 5 3.97 .635 .403 

PE2 308 1 5 3.90 .645 .417 

PE3 308 1 5 4.21 .640 .410 

PE4 308 2 5 4.22 .652 .425 

PE5 308 1 5 3.99 .713 .508 

PE6 308 1 5 3.86 .766 .587 

PE7 308 1 5 3.88 .737 .543 

PE8 308 1 5 3.99 .729 .531 

PE9 308 1 5 4.04 .741 .549 

PE10 308 2 5 3.92 .751 .563 

PE11 308 1 5 3.96 .712 .507 

PE12 308 1 5 3.84 .777 .603 

PE13 308 2 5 3.99 .593 .352 

PE14 308 2 5 4.20 .582 .339 

PE15 308 2 5 4.02 .628 .394 

EE1 308 1 5 3.85 .733 .538 

EE2 308 1 5 3.94 .790 .625 

EE3 308 1 5 3.81 .800 .639 

EE4 308 1 5 3.12 1.100 1.211 

EE5 308 1 5 3.89 .738 .544 

EE6 308 1 5 3.88 .729 .532 

EE7 308 1 5 3.81 .748 .559 

EE8 308 1 5 3.88 .748 .560 

EE9 308 1 5 3.76 .762 .581 

SI1 308 1 5 3.66 .967 .936 

SI2 308 1 5 3.47 .929 .862 

SI3 308 1 5 4.00 .778 .606 

SI4 308 1 5 3.68 .883 .780 

SI5 308 1 5 3.87 .774 .600 

SI6 308 1 5 3.64 .867 .752 

SI7 308 1 5 3.40 .938 .879 

SI8 308 1 5 3.72 .919 .845 

SI9 308 1 5 3.86 .866 .750 

FC1 308 1 5 3.74 .815 .664 

FC2 308 1 5 3.81 .829 .688 

FC3 308 2 5 3.84 .771 .595 

FC4 308 1 5 3.90 .750 .562 

FC5 308 1 5 3.81 .796 .633 

FC6 308 1 5 3.95 .843 .711 

FC7 308 2 5 3.88 .650 .423 

FC8 308 1 5 3.78 .755 .570 

FC9 308 2 5 4.24 .594 .353 

UX1 308 1 5 3.79 .771 .595 

UX2 308 1 5 3.75 .860 .740 

UX3 308 1 5 3.82 .754 .569 

UX4 308 1 5 3.82 .765 .586 

UX5 308 2 5 4.02 .780 .609 

UX6 308 1 5 3.70 .946 .894 

UX7 308 1 5 3.89 .736 .542 

UX8 308 1 5 3.83 .804 .647 

UX9 308 1 5 3.75 .711 .506 

BI1 308 2 5 4.14 .598 .357 

BI2 308 2 5 4.09 .581 .337 

U

B1 

3

08 

3 5 4

.17 

.

545 

.

297 

從整體敘述統計分析中，本研究之平均數

介於4.24~3.12之間，各題型的問項平均值皆

為3分以上，顯示各問項間之同意程度都成正

向。其中，以設計問卷題型的反向題，題型為

「EE4 使用雲端服務是很耗費時間的。」所得

數值為最低分數，數值為3.1，符合問項題型

中的最低分題。代表此題型分數愈低，則愈呈

現正向的使用意願；而問項最高數值的4.24，

題型為「FC9 使用雲端服務後，我覺得它有存

在的價值」，代表分數愈高，則愈呈現正向結

果。代表使用者對於雲端服務的價值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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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存在的意義；所有題型皆符合正向的接受

程度。 

4.2 信度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表：正式量表之信度考驗的部

份，採用總量表、各分量表之Cronbach’s 

α係數說明內部一致性。各分量表信度

系數介於.869到.899之間，全量表信度

係數為.899，各信度係數皆超出

Nunnally(1978)與Cronbach(1965)所建

議之.70以上，因此顯示本量表內部一

致性與同質性是達到可信程度的。 

表5 後測信度分析表統計 

研究變數 問卷題

數 

Cronbach’s 

Alpha值 

預期績效（PE） 1-15題 0.889 

付出期望（EE） 1-9題 0.874 

社會影響（SI） 1-9題 0.882 

促成環境（FC） 1-9題 0.869 

使用者互動經驗

（UX） 

1-9題 0.873 

使用意願及實際

行為（BI） 

1-3題 0.898 

整體信度 0.899 

4.3 徑路分析 

根據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分析其各

變項間的路徑關係。檢視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

的預測關係與方向。 

依本研究架構，影響使用者使用雲端服務

的因素可方為五大面：預期績效（PE）、付出

期望（EE）、社會影響（SI）、促成環境（FC）、

使用者互動經驗（UX）。首先探討，在不考慮

調節變數(性別、學歷)之下，分析採用線性迴

歸分析解釋路徑關係為何。 

(1) 下表6、表7所示，以使用意願為依變

數，對預期績效、付出期望、社會影響、

促成環境、使用者互動經驗的整體解釋

變異量為40.06%，F達顯著水準，其標

準化迴歸係數R為0.632，且達顯著水

準，顯示兩兩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因果

關係。 

表6 使用意願對各構面整體迴歸分析 

 未標

準化

標準

誤 

標準

係數

t 顯著

性 

共線

性

B  Beta  VIF 

常數 1.20

0 

.214  5.60

1 

.000  

預期

績效 

.346 .064 .320 5.38

6 

.000 1.77

5 

付出

期望 

.049 .067 .055 .743 .458 2.75

4 

社會

影響 

-.01

0 

.056 -.01

3 

-.18

4 

.854 2.39

7 

促成

環境 

.252 .075 .265 3.34

7 

.001 3.15

5 

使用

者互

動 

.108 .077 .106 1.40

3 

.162 2.88

5 

 

表7 使用意願對各構面整體變數的Anova分析 

 平

方

和 

df F 顯著

性 

R 

迴歸 32.

620 

5 40.

068 

.000
b
 .63

2 

殘差 49.

172 

30

2 

   

總數 81.

792 

30

7 

   

在預期績效（β=.320，p=.000）、促成環境

（β=.265，p=.000）對使用意願的解釋能力達

顯著水準，付出期望（β=.055，p=.458）、社

會影響（β=-.013，p=.854）、使用者互動經驗

（β=.106，p=.162）對使用意願未能達到顯著

解釋能力。進一步檢查變數的共線性，VIF 皆

小於 10，顯示無共線性問題（Hair, Anderson, 

Tatham& Black, 1998）。 

因此，本研究假說： 

H1：「預期績效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對雲端服務

（SaaS）的使用意願。」獲得支持。 

H2：「付出期望因素會影響使用者使用雲端服

務（SaaS）的使用意願。」未獲得支持。 

H3：「社會影響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對雲端服務

（SaaS）的使用意願。」未獲得支持。 

H4：「促成環境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對雲端服務

（SaaS）的使用意願。」獲得支持 

H7：「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會影響使用者對雲

端服務（SaaS）的使用意願。」未獲得支持。 

 

(1) 使用行為對促成因素構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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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行為與促成環境分析上，如下表所

示，促成環境對使用行為的解釋能力達到

顯著水準，促成環境（β=.485，p=.000）。

因此，本研究假說： 

H5：「促成環境因素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對雲端

服務（SaaS）的使用行為。」獲得支持。 

表 8使用行為與促成因素的 Anova分析 

 標準化係數Beta

分配 

t 顯著

性 

（常數）  11.583 .000 

促成環

境 

.485 9.710 .000 

 

(2) 使用行為對使用者互動經驗構面分析 

如表 9中得知，使用者互動經驗對使用行為的

解釋能力達到顯著水準，使用者互動經驗

（β=.439，p=.000），p<.001，且兩兩成正

相關。因此，本研究假說： 

H9：「使用者互動經驗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對雲

端服務（SaaS）的使用行為。」獲得支持。 

表 9 使用行為與使用者互動經驗的模式摘要 

 標準化係數

Beta分配 

t 顯著

性 

（常數）  11.226 .000 

使用者互動

經驗 

.439 8.536 .000 

 

(3) 使用行為對使用意願分析 

將使用意願（BI）做為依變數對使用行為（UB）

進行迴歸分析，以確認其路徑關係。使用行為

（β=.723，p=.000），達顯著水準，顯示兩

者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因果關係 

表 10 使用意願對使用行為的 Anova 分析 

 標準化係數Beta

分配 

T 顯著

性 

（常數）  8.037 .000 

使用行

為 

.723 18.289 .000 

因此，本研究假說： 

H6：「使用者意願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對雲端服

務（SaaS）的使用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在不考慮個人特徵(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等調節變數下，影響使用者的

主要路徑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 3 不考慮調節變數的路徑關係 

4.4 調節變數的影響 

(1) 研究結果發現，在性別的調節上，不會因

為預期績效、付出期望、社會影響、促成

環境、使用者互動經驗的影響；表示在

男、女的性別上，在接受預期績效、付出

期望、社會影響、促成環境皆為一致的。 

如下表所示 

表 11性別對 PE、EE、SI、FC、UX影響之獨立

樣本 T檢定 

構面 T值 P值 結論 

PE 預期績效 -1.689 .092 男女無顯著

差異 

EE 付出績效 .318 .751 男女無顯著

差異 

SI 社會影響 -.233 .816 男女無顯著

差異 

FC 促成環境 -.013 .990 男女無顯著

差異 

UX 使用者互動

經驗 

-.462 .645 男女無顯著

差異 

BI 使用意願 .5

77 

.564 男女無顯著

差異 

 

綜合上述，因此本研究假設： 

H8a01：預期績效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a02：付出期望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a03：社會影響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a04：促成環境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a05：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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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有用 

外在動機 

工作相關 

相對優勢 

成果預期 

認知易用性 

系統複雜性 

操作容易 

主觀規範 

社會因素 

形象 

認知行為 

促進條件 

相容性 

流暢的 

認知的 

自我表現 

. 167 

. 184 

. 096 
-. 016 
. 292 
. 246 
. 072 
. 244 
. 206 
.228 
. 093 
.168 
. 146 
. 345 
.34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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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年齡的調節上，除社會影響（SI）

（p=.023，<0.05）有顯著影響，其餘各

年齡對預期績效（PE） （p=.139）、付出

期望（EE） （p=.943）、促成環境（FC）

（p=.415）、使用者互動經驗（UX） 

（p=.864）、使用意願（BI）（p=.141）皆

無顯著影響；表示年齡對於接受雲端服務

的客觀環境或技術的支援上較為需要。 

表 12 年齡對 PE、EE、SI、FC、UX的相關分析 

各構面 F 顯著性 

預期績效平

均 

1.629 0.139 

付出期望平

均 

0.287 0.943 

社群影響平

均 

2.483 0.023 

促成環境平

均 

1.016 0.415 

使用者互動

經驗平均 

0.423 0.864 

使用意願平

均 

1.620 0.141 

a. 依變數: P1 

綜合上述，因此本研究假設： 

 

H8b01：預期績效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

會受到年齡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b02：付出期望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

會受到年齡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b03：社會影響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

會受到年齡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b04：促成環境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

會受到年齡的調節，獲得支持。 

H8b05：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對使用意願的

影響，會受到年齡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3) 在教育程度的調節上，社會影響及使用者

經驗會受影響，預期績效、付出期望、皆

不受影響；表示教育程度的差異，是會造

成使用者意願對使用者互動經驗上的影

響；而社會環境也是因教育程度的差異，

而受到使用意願的影響。 

 

表 12 教育程度對 PE、EE、SI、FC、UX的分析 

 F 顯著性 

PE預期績效_M .788 .501 

  

  

EE付出期望_M 1.280 .281 

  

  

SI社會影響_M 4.168 .007 

  

  

FC促成環境_M .840 .473 

  

  

UX使用者互動經

驗_M 

3.802 .011 

  

  

BI使用意願_M .255 .858 

  

  

由上表得知，教育程度對於社會影響 SI

（p=.007）、使用者互動經驗 UX（p=.011）呈

現 P<0.05，呈現顯著影響。而預期績效 PE

（p=.501）、付出期望 EE（p=.281）、促成環境

FC（p=.473）、使用意願 BI（p=.858）未產生

顯著改變。 

綜合上述，因此本研究假設： 

H8c01：預期績效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c02：付出期望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c03：社會影響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獲得支持。 

H8c04：促成環境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響，會

受到性別的調節，未獲得支持。 

H8c05：使用者互動經驗因素對使用意願的影

響，會受到性別的調節，獲得支持。 

5.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分

析，主要可以歸納以下幾點討論： 

5.1 影響使用者採用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及

使用行為 

(1) 在預期績效採用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方

面 

藉由結果所知，預期績效對使用意願有正

面影響，顯示使用者對雲端服務的使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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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會受到雲端服務的認知有用性、是否

符合時下潮流、適合應用在工作任務上及

有效傳遞資料應用於工作中的影響。進一

步說明，過去類似功能如單一 Google 平

台功能的研究中，雲端服務在功能性的加

強與進步，能顯著影響使用者對於未來的

使用意願。 

(2) 在付出期望採用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方

面 

在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為 0.055，

P=0.458的情況下, 未獲得支持。研究推

測拒絕假設可能的原因在於：目前雲端服

務仍在推廣階段，多數使用者可能僅使用

單一性質的產品，如雲端硬碟或雲端防毒

軟體，在二者的操作功能性上各有所不

同，因此，建議友善的雲端介面及人性化

的功能管理便是未來在發展雲端服務上

的重要依據，也驗證容易使用的介面較能

讓使用者熟悉上手。 

(3) 在社會影響採用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方

面 

在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為-0.013，

P=0.854的情況下, 未獲得支持。本研究

推測拒絕假設可能的原因在於：雖然大多

數人對於身邊周圍人群的使用能增加對

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但若進一步想提高

個人的形象及象徵某種流行趨勢，仍未被

使用者所接受。因此長期性的推廣雲端服

務應也是建議在使用者應用層面的重要

過程。 

(4) 在促成環境採用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方

面 

在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為 0.265，

P=0.001的情況下，本研究接受 H4：使用

者對雲端服務的「促成環境」程度，會正

向影響「使用意願」可得知，在雲端服務

的使用意願上，可取代類似同性質的軟體

服務。 

(5) 在促成環境採用雲端服務的實際使用成

果方面 

在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為 0.485，

P≦0.001的情況下，本研究接受 H5：使

用者對雲端服務的「促成環境」程度，會

正向影響「使用行為」。其中，對於實際

使用行為中，使用者感受雲端服務有其存

在的價值，因此獲得解釋。 

(6) 在使用者採用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及使

用行為方面依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為

0.723、P≦0.001 為極顯著，對於使用者

在接受雲端服務的使用意願上，會更真實

影響實際使用行為，值得未來在開發雲端

服務的重要考量。 

(7) 在使用者互動經驗對雲端服務的使用意

願方面 

在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為 0.106，

P=0.164的情況下，未獲支持。可能的原

因在於：由於雲端服務的項目眾多，以使

用 Facebook 操作遊戲軟體或線上收聽雲

端音樂，是不太需要全神專注的，這對於

未來的設計問卷上，可做為重要的問題項

目考量。 

此外，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控制變

數加以考量時，除了促成環境對年齡、社會

影響對教育程度、以及使用者經驗對教育程

度產生顯著影響外，其餘構面皆影響不大。

資料顯示由於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男女性別

的影響不會因為使用受到性別及年齡上的

差異對預期使用動機減少應用雲端服務的

知識。造成此項的原因，可能為使用者對於

雲端服務已有一定程度上的認知，對於性

別、年齡或教育程度上，已有深度的思考能

力，故提升更完善、優化的雲端服務，才能

提高使用者在應用上的使用意願，進而達到

雲端服務有效率的使用。 

5.2 未來模型發展 

就理論模型而言，本研究的量表設計主要

是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UTAUT)的原型

量表配合已經有使用過雲端服務的使用者

為研究主題，此研究方向仍有許多學者提

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如 TAM 模型、使用者

介面模型等，未來仍有不同於新時代所需

的模型加以輔助驗證，同時也可探討本研

究所得的成果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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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 MIMO-OFDM系統之平行干擾消除技術改進與模擬 
 

 
 

摘要 — 正交分頻多工結合多入多出(MIMO-

OFDM)概念的技術已被應用於許多無線通訊技

術，如 WiMAX或 3GPP LTE系統。當系統正在

進行移動或是多路徑延遲的時變性衰退通道環境

下，載波間的正交性會被破壞，造成子載波間的

干擾（ICI），而導致整體系統性能下降，如果都

普勒頻率增加的話，那所造成的結果將會更加嚴

重。在此，提出了一個平行干擾消除迭代接收

器，並加入統計決策結合方法作為 ICI 干擾消

除，以降低時變性衰退通道的影響。 

關鍵詞：多輸入多輸出正交分頻多工、載波頻率
偏移、平行干擾消除、統計決策結合、迭代檢測 

一、 簡介 

近代的通訊系統中，正交分頻多工（OFDM）

技術已成為新的無線通訊應用中最熱門之傳輸調

變選擇，使用 OFDM 技術可以增加頻寛、降低干

擾、提高保密性並解決多路徑衰減等通訊障礙。

而結合多入多出（MIMO）概念的 OFDM 系統則

大幅提升了系統的傳輸效能。 

而 MIMO-OFDM 系統在接收天線數量小於傳

送天線數量時，且傳輸在移動或高延遲的多路徑

衰退通道環境下，會因為都普勒效應而產生載波

頻率偏移（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CFO），而引

起 嚴 重 的 子 載 波 間 的 干 擾 （ Inter-Carrier 

Interference, ICI），使得系統性能退化。 

在本研究中將提出一個平行迭代干擾消除

（ Iterative Parallel Interference Canceller, Iterative 

PIC）接收器，且在接收器裡加入統計決策結合

（Decision Statics Combining, DSC）方法，讓相鄰

子載波所帶來的干擾能有效地被抑制。 

二、 MIMO-OFDM干擾消除系統 

近代的通訊系統中，多輸入多輸出（Multiple-

Inputs Multiple-Outputs, MIMO）與正交分頻多工

（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為一直廣受矚目的兩種無線通訊傳輸技

術。所謂 MIMO，是指藉由多根發射天線與接收

天線所提供的多重空間自由度來改善通訊品質的

技術，而 OFDM 指的是利用多個窄頻帶同時傳送

數位訊號的技術。MIMO 與 OFDM 的共同特點為

適用於多重路徑環境下，能有效提升頻譜使用效

率；另一方面，MIMO 在窄頻系統下可有較簡單

的架構，而 OFDM 恰能提供窄頻傳輸管道。基於

上述理由，MIMO 與 OFDM 的結合，已逐漸成為

中短距離無線通訊系統所採用。 

雖然 MIMO-OFDM 系統結合眾多優點，但是

系統對於時間與頻率同步誤差非常敏感，一旦存

在同步誤差，或系統是在多路徑高延遲的環境

下，接收器就難將原始訊號還原，使系統效能大

幅降低，因此在近代研究通訊技術的相關性研究

學者極力在研究消除干擾的技術。 

 

2.1 最小均方誤差結合干擾消除 

在 MMSE 訊號偵測演算法中，如式(1)，傳送

向量 x的期望值和接收訊號 相結合，可將誤差

減到最小值。[1][2] 

   (1) 

w是一個 的通道矩陣如式(2) 

   
(2) 

是雜訊的變異量 是一個 的單位矩

陣，第 i 根傳送天線在第 t 時間訊號符元偵測定義

為式(3) 

   
(3) 

是在通道矩陣 的第 i 列在 的組合裡，我

們估測在第 i 根天線的訊號符元，定義為 ，經由

的硬決策可以得到式(4) 

   
(4) 

 

2.2 平行迭代干擾消除器 

 在多天線的訊號偵測過程中面臨了許多的挑

戰，特別是為了設計出一個低複雜的檢測器，能

有效地去除多重存取干擾（ Multiple Access 

Interference, MAI ）。而迭代的處理原則是給了檢

測器與解碼器降低干擾一個改善方法。這裡說明

了，迭代平行干擾消除接收器硬體較簡單和可以

大幅降低干擾且增進系統的性能。[3][4] 

 

2.2.1 PIC-STD迭代檢測 

當 OFDM 系統經過第一次迭代，PIC detector

將相等於匹對濾波器方塊，圖一為架構圖。[5] 

江松茶 何士康 李仕瀚 簡裕峰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研

究生 

jangsj@yuntech.e

du.tw 

M10112313@yuntech.e

du.tw 

M10212321@yuntech.e

du.tw 

M102123218@yuntech.e

du.tw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78 AIT / CEF 2015



 

 
圖一： PIC-STD 架構圖 

 

經由 PIC detector輸出的結果可表示為式(5) 

 

  

(5) 

上式可以由式(6)得到 

   
(6) 

經過解碼器後，決策特性將對傳輸訊號產生軟

估測。在第二次及最後的迭代，從解碼器所產生

的軟輸出將使用在更新 PIC detector及決策組成。

其中第 p個傳送天線，第 k次迭代表示可寫成式(7) 

[6] 

   
(7) 

其中 為第 次迭代時傳送符元估測向量，

其中第 p個傳輸天線元素設定為 0，可以表示為式

(8) 

  
(8) 

從向量 中第 p個傳輸天線的偵測輸出，使用

交錯及經過 p個解碼器。其軟估測及解碼輸出為

式(9) 

  
(9) 

其中 為傳送天線 p及 偵測器輸

出向量， ，為第 k次迭代的事後機率。令

為第 k次迭代的 LLR，表示為式(10) 

   

(10) 

    事後機率 ， ，因此可代

入 計算，可得式(11)、(12) 

   

(11) 

   
(12) 

結合式(10)、(11)、(12)，可得式(13) 

   

(13) 

  

2.2.2 PIC-DSC迭代檢測 

在計算式(7)時解碼器使用兩個輸入，第一個輸

入是決策特性，由 所得到；第二個輸入是傳

送訊號 的事前機率，可由式(14)得到 

 

  

(14) 

其中 為接收器在經過匹配濾波器之後的振幅平

均值，由式(15)表示 

   

(15) 

其中 為向量 的元素，可從式(16)得到 

   (16) 

由式(15)可得雜訊變異數如式(17) 

  
(17

) 

    解調器輸出端第 k 次迭代第 p 個傳輸天線的

DSC 模組效能曲線之線性組合，利用 來表

示。則 DSC的輸出可表示為式(18) 

  
(18

) 

 
圖二： PIC-DSC 架構圖 

三、 系統架構與模擬分析 

3.1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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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為 MMSE-PIC-DSC 迭代接收器架構圖，

當接收到訊號後會先進行解調，再透過傳送端插

入的引導符元（Pilot）訊號，估測出通道的脈波

響應，再將估測到的通道脈波響應傳給 MMSE-

PIC做訊號回復，等估測出原始的訊號後再加入所

提出的統計決策結合方法（DSC），用來進行 ICI

干擾消除的動作，經過多次的迭代後即可使干擾

降到最低的狀態，而達到本論文所要求的目的。 

 
圖三：MMSE-PIC-DSC 迭代接收器 

 

3.2 模擬分析 

接下來將探討在不同的天線數下，以 MIMO的

環境使用空間多工（Spatial Multiplexing）特性進

行模擬與分析，在這邊將特別針對在接收天線數

小於或等於發射天線數的情況下來進行分析與討

論。 

 

 
圖四： =2、 =2之位元錯誤率 

 
圖五： =4、 =4之位元錯誤率 

 

圖四、圖五分別為接收天線與發射天線在 2：2

與 4：4 的情況下，由圖中的結果可以看出，迭代

次數越多改善效能越佳；接下來分析有無加入

DSC方法的差異，在 2：2 的狀況下並不明顯，但

在 4：4 的圖中可以看出，經過兩次迭代之後，開

始有些許改善。而在第二代迭代之後有加 DSC 方

法的效能只略優於沒有加 DSC 方法，那是因為發

射天線數較少且和接收天線數相等，所以通道所

估出的變異數並沒有有太大的差異。接下來將分

析增加發射天線數量後的模擬結果。 

 

 
圖六： =4、 =2之位元錯誤率 

 
圖七： =6、 =2之位元錯誤率 

 
圖八： =8、 =2之位元錯誤率 

 

圖六至圖八為接收天線與發射天線的比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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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 及 2：8。從圖六可知，每經過一次迭

代，有加入 DSC 方法的系統其位元錯誤率的改善

都要比沒加入的系統要佳，而圖七中，隨著發射

天線數的增加，兩者間改善效能的差距又更大，

最後的圖八可看出，沒加入 DSC 方法的系統已經

沒有太明顯的改善，但有 DSC 方法的系統仍然有

改善能力。 

綜合以上五張模擬結果圖顯示，當接收天線數

與發射天線數的相同時，有 DSC 方法的系統在每

一次迭代的改善效能幅度並不大且近似於原系

統；接下來分析當比值小於 1 時，有 DSC 方法的

系統在每一次迭代的改善效能幅度漸增，尤其是

當比值為 2：8 時，其改善效能更為明顯，且每一

次迭代都能改善其錯誤率，所以証明當比值越小

時其 DSC的效能會越好。 

 

結論 

在本實驗的模擬中利用MIMO空間多工的特性

增加了通道容量，且在接收端利用多次迭代的原

理使得干擾能降到最低，雖然在訊號還原的時間

上會佔用許多，但若以硬體的角度來講肯定是大

幅降低了天線成本，因此在硬體的實現上是很值

得嘗試與討論的。 

論文裡若接收天線數比傳送天線數的比值很低

時，以天線數在 2：6 及 2：8 的比值為例，由模

擬結果圖中可以証明，原始的系統接收器經過了

多次的迭代後，其位元錯誤率與第一次迭代後的

位元錯誤率並沒有很大的改善，而使用 DSC 方法

的系統則能夠改善系統的性能且在每一次迭代都

能改善其位元錯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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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ference alignment (IA) is one of promising 
multiple inputs multiple outputs (MIMO) techniques. It can 
coordinate the interference transmitted from other users to the 
same space and the receiver can use some simple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methods to cancel the interference. Most studies 
focus on capacity or degrees of freedom. This manuscript 
evaluates the BER performance of three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applied to IA. I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rthogonal beamforming and pseudo inverse beamforming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Although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has the worst performance, it has the lowest 
complexity. This work also evaluates the performance of IA 
with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when error of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exist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degrades significantly. It proves that the error of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dominates the performance of IA 
with receiving beamforming. 

I Introduction 

MIMO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t can improve the capacity or sum rate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Besides, MIMO can also 
utilize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to cancel other users’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alignment can achieve both goals. It 
has been proposed in [1, 2]. The concept of IA is to align the 
received interference to the same subspace that is independent 
on the signal space with a set of pre-coding vectors. [1] 
proposes two signaling designs at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to 
decompose the system into either two noninterfering multiple 
antenna sub-channels to derive the maximum multiplexing 
gain. In [2], V. Cadambe and S. Jafar show that the sum 
capacity of the time varying channel can 
reach     SNRoSNRK loglog2  , where K is the number of 

users. In this case, the K-users interference channel has K/2 
degrees of freedom. In [3], S. Jafar and V. Cadambe 
characterize the degrees of freedom in wireless X channel can 

be 1 NM
MN , where M and N are the numbers of the 

transmitting and receiving antennas respectively. These works 
focus on the sum-rate and degrees of freedom. There are some 
other works focusing o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In above 
works, pre-coding designs need the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CSI). Thus, in [5], authors propose a pre-coding design with 
the limited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feedback. [6] compares 
performance of some pre-coding methods using principle 
angles. [6] also evaluat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e-coding 

method with channel estimation error. However, most 
previous works are proposed based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sum rate or capacity [1-5]. In this work, we 
apply some beamforming methods to IA scheme at the 
receiver and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orthogonal beamforming and 
pseudo inverse beamforming are best. However, direct user 
beamforming has the lowest complexity.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manuscript is described following: 
Section II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 of IA and how to 
derive the pre-coding vector. The third section demonstrates 
the beamforming methods utilized at the receiver. Section IV 
shows the simulation setting and results. In the last section, 
we have a conclusion to this work. 

II Interference Alignment and Pre-Coding Vectors Design 

Fig. 1 is a MIMO transceiver utilized in this work. There 
are M and N antennas at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respectively. The signal received at the k-th receiver, ky , can 
be represented as (1). 

nvHvHy  


K

ki
iiikkkkkk ss   (1) 

kiH is the MM  channel matrix form the k-th transmitter 
to the i-th receiver. vi is the pre-coding vector at the i-th 
transmitter. si is the signal transmitted from the i-th transmitter. 
n is the additive Gaussian white noise vector. K is the number 
of the transmitters. According to concept of IA introduced in 
[2], the second term in (1) should be belong to the same signal 
space, called interference subspace. Thus, we can use the 
following criteria to derive the pre-coding vector. 

llkiik vHvH     (2)  

lkH is the channel matrix from the l-th transmitter to the  
k-th receiver and nonsingular. Assume that channel estimation 
is perfect and receivers can share the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to each other. lv is the pre-coding vector at the 
l-th transmitter.  is a scalar. Here, we take three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as an example. The relation of (2) can be 
rewritten as (3). 













223113

332112

331221

:3 
:2 
:1 

vHvH
vHvH
vHvH





receiver
receiver
recei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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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3), we assume that the first transmitter is the desired 
user of the first receiver; the second transmitter is the desired 
user of the second receiver, etc. We can derive (4) from (3). 

221
1

31
1

3 vHHv      (4) 

Then, we substitute 221
1

31
1 vHH for 3v in (3). We can 

derive the relation of 2v and 1v . 

1123231
1

21
1

2 vHHHHv     (5) 

Finally, we substitute 12131
1

12
1 vHHH  for 2v in (3) and 

the following relation can be derived. 

112
1

3231
1

2123
1

131 vHHHHHHv    (6) 


       (7) 

It can easily observe that  is the eigen-value of 
matrix 12

1
3231

1
2123

1
13 HHHHHH  . Thus, we can utilize the 

eigen-value decomposition of 12
1

3231
1

2123
1

13 HHHHHH  . The 

pre-coding vector 1v can be derived. Therefore, we can exploit 
(3) and (6) to derive (8). 


















112
1

323

113
1

232

1

1

vHHv

vHHv




   (8) 

III Receiving Beamforming 

In this work, we apply three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at receiver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We assume 
that the desired user for the first receiver is the first 
transmitter. The concepts of the beamforming design are 
maximizing the SIR or canceling the interference at the 
receiver. These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ar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a)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After the receiver estimating the correct channel matrix, 
this method utilizes the product of pre-coding vector and 
channel matrix to generate the beamforming vector. The 
received signal after beamforming can be represented as (10).  

 kkkk vHw      (9) 
  

 nwvHwvHwyw H
k

K

ki
iii

H
kkkkk

H
kk

H
k ss  


1 (10) 

kw is the weighting vector of receiving beamforming. 

 H denotes the Hermitian transpose. 
According to (9), this method can not remove the 

interference from the received signals, but it can increase the 
SIR of the desired signal. Furthermore, this method only 

needs to multiply the pre-coding vector and channel matrix to 
derive the receiving beamforming vector. Thus, it has lower 
complexity in caluculating the weighting vector, kw .  

(b) Pseudo inverse beamforming 

Assume that the k-th transmitter is the desired user of the 
k-th receiver. Because interference signals are all aligned to 
the same subspace at the k-th receiver, vectors  iik vH are 
linear dependent. The received signals can be rewritten as  

  nvHvHy 







 



TK

kli
iilkiikkkkk sss

,

 , (11) 

where i is a scalar. This method utilizes kkk vH and one 

vector of iik vH to perform pseudo inverse to generate the 
beamforming vector. The beamforming vector is shown in 
(12). 

      Hiikkkkiikkkk
H

iikkkkk vHvHvHvHvHvHw
1

  
(12) 

After multiplying by the beamforming vector, we can derive 
(13). 

nwy k

TK

lki
iilkk sss 







 

 ,

ˆ    (13) 

Thus, the k-th receiver can derive the transmitted signal from 
the first element in the vector 

TK

i isiks 



 

1
  

(c) Orthogonal beamforming 

According to (1), kkk vH and iik vH are among different 
subspaces after aligning. We can choose the weighting vector 
which is orthogonal to iik vH . Thus, after multiplying the 

weighting vector kw , the interference term is eliminated. We 
can utilize the Grand-Schidmit procedure to derive the 
weighting vector, kw .  

iik
iikiik

iikkkk
kkkk vH

vHvH
vHvH

vHw   (14) 

 is the inner product. The received signal after 
beamforming can be represented as (15). 

nwvHwy kkkkk
H
kk s ˆ    (15) 

IV Simulation Results and Settings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the simulation settings and results. 
The modulation utilized in this simulation is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 (BPSK). Numbers of transmitting and receiving 
antennas are four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users is three 
and the noise is AWG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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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ing is Rayleigh. Fig. 2 is the simulation result of three 
different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applied to IA. It is 
obviously that the orthogonal beamforming and pseudo 
inverse beamforming have almost same and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se two methods can efficiently mitigate the 
interference after IA and receiving beamforming. 
Performance of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is the worst.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only increase the desired user’s 
SNR. The interferences from other transmitters are not 
removed. However,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can have 
lower complexity. It only multiplies the received signal 
by kkk vH . Fig. 3 shows the simulation result with 1% channel 
estimation error. It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has the worst performance.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all performance degrades when 
channel estimation error exists. Because receivers can not 
estimate the correct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and the 
quantization error of feedback channel, the pre-coding method 
can not derive the correct pre-coding vector. Besides, the 
receiving beamforming also depends on the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Thus, the interference can not be eliminated. Fig. 
4 show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IA with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when the error is 10%. It demonstrates 
the performance degrades more obviously than that of 1%. 
The performance of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is the worst. 
However, Psuedo inverse and orthogonal beamforming still 
can remove some interference at high SNR even channel 
estimation error achiev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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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ree receiving beamforming 
applied to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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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1% channel estima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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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10% channel estimation error 

V Conclusion 

Most works of IA only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um 
rate or degrees of freedom. This work evaluates different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applied to IA scheme. In the 
first simulation result, we assume that the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is correct.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orthogonal and 
pseudo inverse beamforming can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because they can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dominant user beamforming is 
lower. In this paper, we als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receiving beamforming methods with different channel 
estimation error.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A with receiving beamforming degrade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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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e MIMO transceivers using IA and receiving beamforming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85 AIT / CEF 2015



應用於 GPS/DCS/WLAN 之共平面天線設計 
凌子軒 1,魏嘉延 2 

修平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1,修平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2 

ssmd101006@gmail.com1, emcwei@gmail.com2 
 

摘要 

本論文介紹一種可應用於 GPS-1.57GHz、 
DCS-1.8GHz 和 WLAN-2.4GHz 之共平面波導

(Co-Planar Waveguide, CPW) 饋 入 天 線

(Antenna)的應用設計，而天線基板材質為使用

0.8 mm 的 FR-4 玻璃纖維基板，其介電係數是

εr=4.4。本文天線主要的特性是利用設計在斜

對角線的簡單對稱 L 型結構來產生圓極化

（Circular Polarization , CP）的特性，並可使

用在 GPS-1.57 GHz 的頻帶；另外改變饋入線

的形狀即開叉 L 型結構來產生 DCS-1.8GHz
的線性極化及 WLAN-2.4 GHz 圓極極化的特

性，最後以模擬和實作來探討和比較，分別得

到在 10 dB以下的反射損失之阻抗頻寬是 1.57 
GHz 為 203 MHz (12.93%) 、 1.8GHz 為

215(11.95%)和 2.4 GHz 為 197 MHz (8.2%)，
而 3 dB軸比頻寬在 1.57 GHz是 48MHz (3.0%)，
其輻射場型為右手圓極化(RHCP)，2.4 GHz 是
51MHz (2.1%)，其輻射場型為左手圓極化

(LHCP)，最後增益分別在 1.57 GHz 為 1.97 
dBic、 1.8GHz 為 2.82dBi 和 2.4GHz 為 3.74 
dBic，進而達成本文的設計應用目標。 

 
關鍵詞 ：共平面波導、天線、圓極化 

1 前言 

近年來，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產業技術

不斷進步，其周邊消費性電子產品不外乎輕、

薄、短、小，而在頻寬上要求更寬，通訊品質

要求更好。文獻上對於印刷槽孔天線(Printed 
Slot Antenna)設計已經有許多相關研究發表，

因其本身相較於微帶天線(Patch Antenna) 優
點有：較寬操作頻寬及好的輻射效率，較佳抗 
干擾能力，較佳容忍度及較佳輻射方向選擇，

而在頻帶之需求上，則以多頻、寬頻之設計為

目的。至於饋入方式有微帶線饋入(microstrip 
line)及共平面波導饋入(CPW)方式，因為在曝

光實作和焊接時較方便，而本文選擇共面波導

饋入方式。 
對於雙頻段的應用與設計，共平面波導饋

天線已經被廣泛應用[1-4]。其中圓極化的天線

都需要實現極化分集，以防止在傳播環境中的

多重路徑衰減。最近，使用自我相似性的疊代

碎形槽孔天線，得到雙頻帶和圓極化操作[5]。
在接地面上加入倒 T 型的狹縫，亦能得到圓極

化操作[6]。在接地面上加載兩個螺旋槽孔[7]
或是跟接地面連接成鶴型微帶線均可以實現

圓極化[8]。而使用 Hilbert 曲線的縫隙天線在

1.57 和 2.4 GHz 的可以應用於 GPS 和 WLAN
系統[9]。但是，此種形態的天線不易具有圓

形極化的特性。或在圓極化操作中，嵌入一個

倒 L 型狹縫[10]的接地平面來實現的。 

由於智慧型手機應用的頻帶有  GPS、
DCS 和 WLAN 等主要頻帶，所以期望能設計

結合此三頻天線的研究，另[11-12]中說明若放

入對角線之延伸路徑即可產生圓極化，故本文

提出一共平面波導(CPW)饋入天線，接地面嵌

入兩個 L 型接地結構，這兩個 L 型結構是位

在斜對角相反的位置，這樣亦可製作出圓極化

的特性，並可應用於 GPS 頻帶；而 DCS、
WLAN 是由 CPW 的饋入線所產生。最後並

藉由模擬和實驗結果證明此天線的性能，且結

構 簡 單 並 可 以 應 用 於 GPS-1.57G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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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1.8GHz 和 WLAN-2.4 GHz 系統。因此，

使用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設計圓極化操作與

線性極化之雙頻段操作是一個有吸引的題

目。 

 2.天線結構設計與分析 

本論文所提出的共平面波導(CPW)饋入

天線其結構如圖1所示，信號經由 SMA接頭

饋入。而使用的材質是玻璃纖維基板FR-4，厚

度為0.8 mm，將其相對介電係數為εr= 4.4代入

公式(1)，再將求得的有效介電係數代入公式

(2)，可求出在1.57 GHz 之二分之一波長為70 
mm。為了達到此電流路徑長度，本文在接地

面嵌入兩個L型的延伸路徑，而L型接地位置

是在相反斜對角的位置，如此便可得到所需的

電流路徑長及產生圓極化特性，並應用於GPS
頻帶；而DCS、WLAN頻帶是由信號饋入線所

產生，即可達成本文三頻/雙圓極化的操作。

本天線具有以下幾項優點，如製作簡易，低剖

面，低成本，尺寸小。最後實作天線之詳細尺

寸為:L×L=57×57 mm2、h=0.8 mm、L1=2.5 mm、

L2=17.1 mm、L3=15.75 mm、S=2 mm、WT=1.8 
mm、T=27.5 mm、U=1mm、Lt=17.4mm、LS=9.2 
mm、G=0.4 mm。 

 

           εreff =	( )
                  (1) 

     λg = 
		
                  (2) 

 
C  : 光速(3*108m/s)。 
f  :  所設定的共振頻率中心。 
εr  :  相對介電係數。 
εreff :  有效介電係數。 

λg  :  介質波長。 

 

圖 1 為本文所提出的共平面天線結構 

由圖2 (a)、(b)可得知，調整L1長度越長越

往低頻偏移，且反射損失變差，但對高頻

2.4GHz沒有影響。最後選用介於兩者之間的 
L1=2.5 mm。 

 
(a) 反射損失圖 

 
(b) 軸比圖 

圖 2 為L1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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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a)的結果顯示，在1.8GHz 調整L2越

長越往低頻偏移且頻寬變寬，而對2.4GHz 沒
有影響。圖3 (b)的結果顯示，調整L2越長軸比

越往低頻移，最後選用最接近1.57 GHz 的 
L2=17.1 mm。圖4(a)將L3縮短，可知在1.57 GHz
和1.8GHz 的頻帶往高頻偏移，但是對2.4 GHz 
的頻帶沒有影響，由圖4(b)得知，當L3長度增

加會往低頻偏移。從圖4 (a)和(b)的模擬結果顯

示，L3為=15.75 mm 時分別得到最佳反射損失

和軸比。由圖5(a)和(b)可看出，T的長度越長

越往低頻移，且T對於1.57GHz、1.8GHz、
2.4GHz皆有影響，從的模擬結果得知，T為
=27.5mm 時分別得到最佳反射損失和軸比。 

 

 
(a) 反射損失圖 

 
(b) 

圖 3 為調整L2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 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a) 反射損失圖 

 
(b) 軸比圖 

圖 4 為調整L3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 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a) 反射損失圖 

圖 5 為調整T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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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軸比圖 

圖 5 為調整T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a) 反射損失圖 

 
(b) 軸比圖 

圖 6 為調整Lt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 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圖6 (a)為Lt的長度分析反射損失圖，由圖

可知當Lt的長度越長2.4GHz的頻帶越往低頻

移，且頻寬變窄。圖6 (b) 為Lt的長度分析軸

比圖，由圖可知，Lt的長度可以調整2.4GHz
圓極化的頻帶位置，而Lt=17.2mm為最佳尺

寸。 
圖7 (a)、(b)為調整F深度的反射損失圖與

軸比圖模擬結果，由圖7 (a) 可看出F的深度越

長越往低頻，且阻抗匹配越佳，圖7 (b)為 F
的深度分析軸比圖，F越長越往低頻移，最後

選用F=3.2mm為最佳尺寸。圖8 (a)、(b) 為饋

入線凹槽U寬度分析的反射損失圖與軸比圖，

由圖8 (a)、(b)得知，U的寬度影響2.4GHz頻帶，

其寬度越寬越往低頻移，最後選用U=1mm為

最佳尺寸。 

 

 
(a) 反射損失圖 

 
(b) 軸比圖 

圖 7 為調整F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 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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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反射損失圖 

 
(b) 軸比圖 

圖 8 為調整U長度模擬參數分析 
(a)反射損失圖, (b)軸比圖 

 

3.實作及量測 

    經由前面的模擬分析求得天線最佳的相

關參數如反射損失圖和軸比圖等得出最佳尺

寸並實作，將實作量測的結果與模擬做比較，

分別得到以下結果。圖9為實作量測結果在10 
dB以下的反射損失之阻抗頻寬，分別在1.57 
GHz 為 203 MHz (12.88%) 及 1.8GHz 為

215(11.31%)和2.4 GHz為 197 MHz (8.2%)，由

圖可知實作與模擬結果相當接近。圖10為1.57 
GHz和2.4GHz軸比(AR)的頻率響應圖，量測得

到軸比值分別為1.4 dB和1.5 dB，而3 dB軸比

頻寬分別是48 MHz (3.0%)和51 MHz (2.1%)。 

圖 

9 為實作天線量測與模擬反射損失響應圖 

 

 
圖 10 軸比率響應圖 

 
圖11、圖12和圖13為1.57 GHz 、1.8 GHz

和 2.4GHz的輻射場型分析，分別是X-Z平面

和Y-Z平面的切面圖。 

 

(a) x-z 平面 
圖 11 在1.57 GHz的幅射場型: 

(b) (a)x-z 平面, (b) y-z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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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z 平面 
圖 11 在1.57 GHz的幅射場型: 

(a)x-z 平面, (b) y-z 平面 

  
(a) x-z 平面 

 
(b) y-z 平面 

圖 12 在1.8 GHz的幅射場型: 
(a)x-z 平面, (b) y-z 平面 

 

(a) x-z 平面 

 

(b) y-z 平面 
圖 13 在2.4 GHz的幅射場型: 

(a) x-z 平面, (b) y-z 平面 
 
圖 14顯示出測量天線的增益分別為

1.57GHz是1.63 dBic，1.8GHz為2.82dBi和1.9 
GHz是3.09 dBi和2.4 GHz是3.74 dBic。最後圖

15為該天線的實體照片。 

 
圖 14 天線增益圖 

 

 
圖 15 天線實體外觀圖 

4.結論 

本論文採用一種共平面波導(CPW)饋入

天線的設計，得到可分別應用於 1.57 GHz 圓

0

 RHCP
 LHCP

-40
-30
-20

-10

900

1800

-900

00

y-z plane

 

0

-40
-30
-20

-10

900

1800

-900

00

x-z plane

 

0

-40
-30
-20

-10

900

1800

-900

00

y-z plane

 

0

 RHCP
 LHCP

-40
-30
-20

-10

900

1800

-900

00

x-z plane

 

0

 RHCP
 LHCP

-40
-30
-20

-10

900

1800

-900

00

y-z plane

 

1.6 1.8 2.0 2.2 2.4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G
ain (dBi)

 

 

  

Frequency (GHz)

G
ai

n 
(d

Bi
c)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91 AIT / CEF 2015



極化、1.8GHz 線性極化和 2.4 GHz 圓極化的

三頻/雙極性天線，即本論文達成可應用於智

慧型手機等行動通訊產品的應用設計。另本文

主要是提出經由分析斜對角線之對稱 L 型的

結構來調整 1.57 GHz，而 1.8GHz 和 2.4 GHz
則經由改變饋入線的形狀即開叉 L 型結構來

產生 1.8GHz 線性極化；2.4GHz 圓極化。其模

擬與實作的結果相當接近，最後量測所得到結

果，首先在 10 dB 以下反射損失之阻抗頻寬分

別為 1.57 GHz 是 203 MHz (12.93%) 、1.8GHz
達  215(11.95%) 和 2.4 GHz 為  197 MHz 
(8.2%)，而 3dB 軸比頻寬在 1.57 GHz 是 48 
MHz (3.0%)其輻射場型為右手圓極化(RHCP)，
而 2.4 GHz 是 51 MHz (2.1%)其輻射場型為左

手圓極化(LHCP)。增益分別為 1.57GHz是 1.97 
dBic、1.8 GHz 是 2.82 dBi 和 2.4 GHz 是 3.74 
dBic。最後達成本文雙頻天線的設計並可實際

應用於 GPS、DCS 和 WLAN 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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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是可應用於全球互通微波存取

(WiMAX)及無線區域網路 (WLAN)頻帶之

2×2 線性極化(Linear Polarization, LP)和圓極

化（Circular Polarization , CP）之雙頻雙極化

陣列天線(Array Antennas)設計。本文的陣列天

線結構設計方式是使用基本的正方形貼片天

線並使用四分之一介質波長長度來設計天線

大小，另在其右上角增加一小正方形的微擾元

件來達成右手圓極化，而在傳輸線線路則使用

四分之一波長阻抗轉換器來調整阻抗匹配，另

外在線路轉角處也作截角大小的特性分析，來

使反射損失(Return Loss)和天線的輻射性能更

好。量測結果顯示 10-dB 阻抗頻寬分別在

3.75GHz 為 101MHz(2.7)%和 5.2GHz 為 230 

MHz (4.4%)，而 5.2GHz 的 3-dB 軸比頻寬為

208MHz (4%)，最後天線的增益在 3.75GHz 是

線性極化 5.9dBi 和在 5.2GHz 為圓極化增益

9.1 dBic。 

關鍵詞: 圓極化、陣列天線 

 

1.前言                      

全 球 微 波 存 取 互 通 技 術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WiMax)

是一種無線寬頻接取技術，它提供了一個長距

離無線傳輸的方式，不但補足無線區域網路技

術在傳輸距離上的不足，也能提供寬頻無線的

高速傳輸，最大傳輸速度可達70 Mbps，同時

傳輸的範圍可達48公里[1-2]。 

另外由於衛星的訊號必須使用圓極化電

磁波來傳送和接收，而使用圓極化天線的優點

是可以防止訊號在傳播環境中的多重路徑衰，

所以在微帶天線的設計與製作方法中[3-5]，此

類型的天線設計具有容易製作、低剖面、低成

本等特性，但是微帶天線的最大增益皆小於

4dBic，3-dB 圓極化軸比頻寬不超過 1%。而

產生圓極化之特性一般有單饋入和雙饋入兩

種方法[5-6]，而單饋入法中最常用的是在天線

的對角線上分別對兩邊截角來產生微擾的特

性，進而達成圓極化；所以本文採用單饋入方

式但在正方形天線上增加單一正方形的微擾

元件來達到右手圓極化[7-11]的目標。另微帶

天線的缺點為阻抗頻寬較窄且增益較低等缺

點，故本論文設計一個 2×2 陣列微帶天線來提

高增益之外，也產生可應用於 WiMAX 之線性

極化頻帶，其結果可得到較佳的阻抗頻寬和高

增益特性之雙頻雙極化陣列微帶天線。  

2. 天線設計及參數分析 

本文設計的 2×2 雙頻雙極化陣列微帶天

線其結構如圖 1 所示，而表 1 則是陣列天線詳

細的結構參數。我們在設計天線的大小時，採

用 FR-4 板其厚度是 1.6 mm，相對介電係數是

εr =4.4，代入公式(1)可求得有效介電係數，之

後將所求的有效介電係數代入公式(2)則求得

天線在 3.75GHz 之四分之一介質波長的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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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 15.8mm，而本文實際所提出的天線大小

為 c=d= 16.6 mm，另外為得到陣列天線較好的

輻射效能，天線間相距中心點的距離約為 0.7

～0.9λ0 之間，而本文實作天線間的中心點距

離為 0.8λ0=40.5mm。    

        휀 =               (1) 

   	 =              (2) 

                                                                                                                             
      C : 光速(3*108 m/s)。 
      f  : 所設計的共振頻率中心。 

      εr  : 相對介電係數。 

      휆  : 介質波長。 

另外為了天線和輸入源之間得到最佳的

阻抗匹配，我們利用四分之一波長阻抗轉換器

來調整四分之一波長微帶傳輸線的阻抗，其計

算公式如下: 

        	푧 = 푧 ∗ 푧              (3) 
       z0: 四分之一波長特性阻抗 

       zs: 輸入阻抗 

       zl: 負載阻抗 

因天線的邊緣阻抗約為 150Ω，且輸入源

的特性阻抗為 50Ω，所以在線長 e 的特性阻抗

也直接設計為 50Ω，則線寬 w1 為 5.5 mm。因

此中間四分之一波長微帶傳輸線的阻抗由公

式(3)代入就可求得其特性阻抗為 86.6Ω，所

以 w2 的線寬為 2 mm。 

 

圖 1 天線正面俯視圖 

 

表 1 天線參數表 

參數 長度(mm) 參數 長度(mm) 

a 5.05 i 79 

b 5.05 j 79 

c 16.6 k 7 

d 16.6 W1 5.5 

e 38.5 W2 2 

f 3 sa 4.5 

g 12.7 sb 5.8 

h 6   

 

 
圖 2 天線的輻射單元反射損失分析圖 

 
圖 3 微擾元件的反射損失分析圖 

3.0 3.5 4.0 4.5 5.0 5.5 6.0
30

20

10

0
 

 

R
et

ur
n 

L
os

s(
dB

)

Frequency(GHz)

 c=14    d=14
 c=16.6 d=16.6
 c=18    d=18

3.0 3.5 4.0 4.5 5.0 5.5 6.0
30

20

10

0
 

 

R
et

ur
n 

L
os

s(
dB

)

Frequency(GHz)

 a=4      b=4
 a=5.05 b=5.05
 a=6      b=6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94 AIT / CEF 2015



 

圖 4 微擾元件的軸比分析圖 

圖 2 是天線輻射面大小的反射損失分析，

由圖可看出調整天線大小，縮小則往高頻偏移

會影響 3.75GHz 和 5.2GHz，圖中最佳的大小

為 16.6 mm 大小。 圖 3 是微擾元件的反射損

失分析，在分析的結果中，可以看出其大小為

5.05 mm 時達到本文所要設計頻帶 5.2GHz，也

得到最佳的阻抗匹配頻寬達 230 MHz，另外也

產生了可應用 WiMAX 頻帶。圖 4 是微擾元件

的軸比分析，由圖可看出是 5.05 mm 時可得到

最佳的圓極化軸比，而微擾元件的另一個特性

就是產生圓極化。 

圖5是傳輸線線路轉角之裁切大小分析，

分 別 為 裁 切 2/3w2(1.33mm) 、 裁 切

1/3w2(0.66mm)和不裁切 ，由圖可看出天線裁

切 2/3 w2 時由於電流路徑變短所以會使天線

往高頻偏移且阻抗匹配會較佳。 

圖 5  傳輸線線路轉角的裁切分析 

 

圖 6 傳輸線線路之線寬 w2分析 

 
圖 7 殘段之分析圖 

圖 6 為天線線寬分析結果可以看出 w2 的

傳輸線線寬為 2.0 mm 時可得到較佳的阻抗匹

配和頻寬。圖 7 為陣列天線加入殘段之分析圖，

由圖可看出參數為 4.5mm 和 5.8mm 殘段大小

能得到最佳的阻抗匹配。 

圖 8 (a)、(b)、(c)和(d)分別表示 5.2GHz

在 0o、80 o、160 o 和 240 o之向量電流分佈圖，

由圖中可看出其向量電流是逆時針旋轉，亦即

產生右手圓極化。 

總結上述分析的特性我們得知天線輻射

單元和微擾元件的大小主要是影響操作頻率

的設計，而微擾元件也是影響軸比好壞的主要

因素，最後影響反射損失的好壞除了微擾元件

以外還有傳輸線線路之線寬和殘段的大小。 

5.0 5.1 5.2 5.3 5.4 5.5
0

1

2

3

4

5
 

 Frequency (GHz)

A
xi

al
 R

at
io

 (d
B

)

 

 a=4.9      b=4.9
 a=5.05 b=5.05
 a=5.1      b=5.1

3.0 3.5 4.0 4.5 5.0 5.5 6.0
30

20

10

0
 

R
et

ur
n 

Lo
ss

(d
B

)

Frequency(GHz)

 w2 1/3(0.66mm)
 w2 2/3(1.33mm)
 0

3.0 3.5 4.0 4.5 5.0 5.5 6.0
30

20

10

0

 

R
et

ur
n 

L
os

s(
dB

)

Frequency(GHz)

 w2=1.5 w1=5.5
 w2=2    w1=5.5
 w2=2.5 w1=5.5

3.0 3.5 4.0 4.5 5.0 5.5 6.0
30

20

10

0
 

 

R
et

ur
n 

L
os

s(
dB

)

Frequency(GHz)

 sa=0   sb=0
 sa=3   sb=5
 sa=4.5 sb=5.8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95 AIT / CEF 2015



 

圖 8 (a) 5.2GHz 在 0o之向量電流分佈圖 

 

圖 8 (b) 5.2GHz 在 80o之向量電流分佈圖 

 

圖 8 (c) 5.2GHz 在 160o之向量電流分佈圖 

 

圖 8 (d) 5.2GHz 在 240o之向量電流分佈圖 

3.實作與量測 

圖 9 為本文實作天線的外觀圖。圖 10 

是經由模擬軟體分析出來最佳數據與實作結

果的量測曲線圖，可看出在實作量測的反射損

失頻寬在大於 10-dB時在 3.75GHz為(101MHz) 

2.7%及 5.2GHz 為(230 MHz) 4.4%，並與反射

損失的模擬結果一致。圖 11 則是模擬與實作

的圓極化軸比圖，在 3-dB 以下的軸比頻寬為

208 MHz (4%)。  

 

圖 9 天線實體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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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反射損失的量測與模擬圖  

 

圖 11 量測與模擬之軸比圖 

圖 12(a)與圖 12(b)為 3.75GHz 的 x-z 平面

和 y-z 平面的線性極化輻射場形圖。圖 13(a)

和圖 13(b)分別為在 5.2GHz 之 x-z 平面和 y-z

平面的輻射場形圖，圖中實線為右手圓極化，

虛線則為左手圓極化，所以本文實作的結果為

右手圓極化的。最後在圖 14 中，我們可得最

大增益分別是 5.9dBi 和 9.1 dBic。 

4.結論 

本文提出的 2×2 陣列天線結構並可應用

於 WiMAX 和 WLAN 頻帶，而本天線採用單

饋入方式並使用四分之一介質波來設計正方

形天線且在右上角上增加單一小正方形的微

擾元件來達到右手圓極化和頻寬，另在天線傳

輸線線路轉角處做截角大小的特性分析，及四

分之一波長阻抗轉換使得反射損失和天線的

輻射特性更好，因此天線可得到 3.75GHz 線性

極化的增益為 5.9dBi，而在 5.2GHz 最大的圓

極化增益為 9.1 dBic也獲得右手圓極化(RHCP)

的特性。最後實作與模擬的結果相近，分別在

10-dB 量測的阻抗頻寬分別在 3.75GHz 時為

2.7%和 5.2GHz 時為 4.4%，而 3-dB 軸比頻寬

為 208 MHz (4%)。因此本文達成設計並可應

用於 WiMAX 和 WLAN 之 2×2 雙頻雙極化之

陣列天線的系統研究。 

 
圖 12 (a) 3.75GHz 之 x-z 平面輻射場形圖 

 
圖 12(b) 3.75GHz 之 y-z 平面輻射場形圖 

 
圖 13 (a) 5.2GHz 之 x-z 平面輻射場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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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b) 在 5.2GHz 之 y-z 平面輻射場形圖 

 
圖 14 天線增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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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似流量對於 IEEE 802.15.4 無線感測網路影響之

研究 

 

摘要 
隨著網路普及化與應用，傳統的網路流量

模型已經不再適合分析現在的網路，過去許多

前人的研究，網路經常會出現大量突發(Burst)

性且具自相似特性的流量，本文用自相似

(Self-Similarity)流量取代柏松(Poisson)流量，

分析 IEEE 802.15.4 無線感測網路在自相似流

量的表現，獲得更接近真實世界的結果。我們

討論在 IEEE 802.15.4 無線感測網路在不同的

流量來源性能的影響，柏松分佈及帕累托

(Pareto)ON/OFF 為流量來源分佈，並使用 NS2

模擬器分析吞吐量和封包延遲的影響。模擬結

果顯示對於帕累托 ON/OFF 分佈的封包延遲呈

現自相似特性，吞吐量會因為自相似流量負載

增大，而漸漸達到穩定值。對於柏松分佈除了

在高流量負載外，會有較低的延遲，另外吞吐

量也會呈現了較穩定的狀態。 

關鍵詞：無線感測網路;IEEE802.15.4;時槽型

CSMA/CA;自相似流量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traffic 

analysis model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Internet, many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past, the Internet is often a large number of bursts 

(Burst) of the self-possess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flow, this paper self-similar 

(Self-Similarity) replaced Poisson flow (Poisson) 

traffic, analyze IEEE 802.15.4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n the performance of self-similar 
traffic, get closer to the real-world results. We 

discuss the impact of IEEE 802.15.4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n different traffic sources in 
performance, Poisson distribution and Pareto 

(Pareto) ON / OFF traffic sources for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 NS2 simulator analysis 
throughput and packet delay impact.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Pareto distribution 

packet ON OFF / deferred rendering self-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hroughput because of the 

self-similar traffic load increases, and eventually 
reach a stable value. For the Poisson distribution 

in addition to the high traffic load, but have a 

lower latency, while throughput will show a more 
stable state. 

 

Keywords—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IEEE 802.15.4; slotted CSMA/CA; self-similar 

traffic 

1. 前言 

隨著技術的低成本和低消耗功率進步，未

來的 IEEE802.15.4 無線感測網路[1]，常應用在

嵌入式處理，射頻和無線連網，包括環境監測、

工業傳感和診斷醫療保健、智慧電網等無線的

應用，因而感測網路拓樸可以延伸到是一個複

雜的結構。 

 

多項研究[2][3][12][13]已證明在廣域的網

路上，封包流量會在寬範圍的時區長度上呈現

突發性質，其中從在以往柏松過程的特性有著

不同的理論。在這些封包中應該建立自相似流

量 模 型 或 者 是 長 期 相 依 性 (long-range 

dependent；LRD) 流量。無線網路媒體存取控

制位址(media access control；MAC)協定性能的

研究，在封包流量到達過程的假設，會影響實

際上該分析的結果，其中大多數現有的

IEEE802.15.4 MAC 協定主要集中在網路流量

飽和條件的性能分析[4]-[7]，另外文獻[8]-[10]，

則根據柏松過程分析到達每個節點的封包固

定位元速率傳輸(constant bit rate；CBR)。然而

基於他們的流量假設以及性能分析的結果，包

括吞吐量和封包延遲總是出現平均水平的型

式。這些統計或平均值理論可能會在一定的時

區長度導致我們失去一些重要的訊息。例如，

給一個較低的平均封包，在某一較高延遲時刻

所獲得分析或模擬，實際上可能會造成訊息一

些問題，如醫療保健、環境監測、工業傳感和

診斷。因此為了獲得在 IEEE 802.15.4 MAC 協

定性能行為的深刻了解，有必要考慮採取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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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包流量以及吞吐量特性，在[11]已經提出

802.15.4協定的MAC分析模型與突發ON/OFF

的流量，事實上也許無法用適當的言語來形容

ON/OFF 幾何模型分佈的封包流量，此外無論

是分析和數值結果還不一定能在時區長度上

觀察。 

 

[2]建立了 IEEE 802.15.4 的無線感測網路

實驗並且搜集與追蹤，他們的結論是在 ON 和

OFF 的感 測 封包 級 別 實際 上 是 來自 於

IEEE802.11b/g 網路的同一位置干擾源，不幸的

是在當前的情況下 Wi-Fi 網路存取幾乎無所不

在。因此這也是說為什麼我們要了解 IEEE 

802.15.4 MAC 協定的表現行為原因之一。根據

[14]的調查結果，它捕捉重尾(heavy tail)在 OFF

或 ON 的狀態下，遲滯時間的行為可以產生漸

進自相似。在本文當中我們使用帕累托的

ON/OFF 分佈的行為，以提供自相似的物理基

礎用於觀察封包的流量，然後分別展示柏松分

佈跟帕累托分佈 ON/OFF 的性能，包括吞吐量

還有延遲封包結果。實驗結果顯示，在 IEEE 

802.15.4 無線感測網路傳統的平均和某些時區

長度上自相似特性數據，自相似的吞吐量不再

因流量負荷而增加。 

 

本文其餘部分安排如下，第二節介紹了模

擬實驗和自相似流量，第三節全時區長度平均

法，第四節顯示時區長度的方法，最後第五節

為結論。 

2. 系統模型概述 

 

在本節中，我們使用 NS2 的模擬器[15]來

做自相似流量的性質模擬實驗證明。2.1 會先

介紹 IEEE 802.15.14 概述，再來 2.2 介紹自相

似流量概述，最後 2.3 介紹模擬系統結構。 

 

2.1 IEEE 802.15.14 概述 

在 IEEE802.15.4 MAC 協定定義了可以在

任何一個信標模式 (beacon mode)或非信標

(non-beacon mode)模式下操作。在啟用非信標

模式時，它是一個簡單的非時槽型載波偵聽多

路存取／碰撞避免(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avoidance；CSMA/CA)協定。在

信標模式下，協調者(coordinator)會定期廣播信

標訊框來調節封包傳輸。在 IEEE 802.15.4 的標

準，超框碼開始於一個信標的開始到結束於下

一個信標訊框的開頭。信標訊框(beacon frame；

BF)還提供超框碼的同步訊息和同步所有傳感

器的節點。如圖 1 所示，超框碼由活動週期到

非活動週期，所有傳感器節點包括協調者和多

個傳感器運行在活動週期，而非活動週期就會

進入睡眠狀態，協調者會設置信標訊框(beacon 

order；BO)的超框訊框(superframe order；SO)

順序的參數，以確定活動與非活動週期的長度，

活 動 週 期 的 長 度 也 被 稱 為 超 框 碼 期 間

(superframe duration；SD)。依 IEEE 802.15.4

標準定義，活動週期與非活動週期長度等於

48*2SO單位退避週期(Unitbackoffperiods；UBPs)

和(2BO-2SO)UBPs，其中所敘述的 UBPs 等於 20

個象徵符號，而一個象徵符號被定義為 4 個資

料 位 元 ， 活 動 週 期 部 份 再 分 為 競 爭 期

(contention access period；CAP)和免競爭期

(contention free period；CFP)，它有 16 個相等

大小的時槽。在 CAP 中，使用競爭的演算法來

達到協調者與每個節點的溝通。時槽型的

CAMS/CA 的演算法是第一個延遲退避週期在

0 和(2(BE+1)-1)時槽之間的和執行空閒通道偵

測(clear channel assessment；CCA)來檢測通道

的狀況，其中是由 aMinBE 的值發起退避指數

(backoff exponent；BE)。如果節點開始發送時，

會有兩個連續空間空閒通道偵測，相反的如果

空閒通道檢測偵測到通道忙碌時節點延遲會

在(2(BE+1)-1)加一個退避週期(Back-off Period；

BP)，並且試圖再進行一次空間空閒通道檢測，

如果退避指數增加到 MaxBE 的最大值時就是

退避次數超過該 macMacCSMABackoffs 值，即

傳輸失敗。 
Beacon

CAP CFP

Inactive

Beacon

1514131211109876543210

(Active)

BI = aBaseSuperframeDuration*2BO symbols 

GTS GTS

SD = aBaseSuperframeDuration*2SO symbols

 

圖 1. 802.15.4 的超框碼結構 

2.2 自相似流量概述 

對於一個物體在空間或時間上縮放，如果

還保留本身的一些屬性可被稱為自相似。如果

其各個部份放大時還類似於整體的形狀，是一

個自相似或分形。有兩種自相似性:確定性自相

似性，其中有遞規律性和隨機自相似性。在自

相似流量的想法是使用隨機過程進行研究，本

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隨機過程數學概念讓 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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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方差平穩隨機過程(或者二階平穩過程)

均值μ = E[X(t)]，(為了簡單起見，在下面段落，

μ = 0)，方差 σ2 = E[(X(t) − μ)2]所有 t ∈ Z 和自

我相關函數 γ(k), k ≥ 0. Let X(m)是聚合過程的

X 在聚集等級 m 定義為 

X(m)(i)= 
1

m
 ∑ 𝑋(𝑡)𝑚𝑖

𝑡=𝑚(𝑖−1)+1 for m=1,2,3,..and 

i>1. 另 γ(m) (k) 讓自我相似函數 X(m).X(t)正是

二階自相似的赫斯特(Hurst)參數相似 H γ(k)= 

(σ2((k+1)2H −2k2H +(k−1)2H))/2。 

2.3 模擬系統結構 

在 802.15.4 非信標模式，協調者會定期廣

播信標訊框，以調節分組傳輸。超框碼的開始

到結束並且於下一個信標開頭。超框碼由一個

活動與非活動週期，並且由協調者確定他們在

超框碼順序和信標順序的長度。如圖 2， 

 

 
 

圖 2.在 NS2 模擬星狀拓樸 

 

我們認為單一 IEEE802.15.4無線感測網路與星

狀拓樸結構由協調者(節點 0) 和感測節點(1、2

和 3) 在理想的通道條件下，所有的感測節點

可以通過 250kbps 的全速率與協調者通訊，並

沒有捕獲效應的考慮。我們假設非活動週期可

以忽略不計，即 SO 等於 BO，將封包長度為 L

被固定在 120 個 bytes。若流量負載定義為

N×λ×L×8)/250kbps，而 N=3表示所有感測節點

的總和，λ表是平均的到達速率。將吞吐量和

封包延遲從模擬獲得表示跟性能，包括 MAC封

包延遲和排隊延遲在 NS2 的 模擬參數表 1

中。 

表 1. NS2模擬參數 
adhocRouting DumbAgent 

llType LL 

macType Mac/802_15_4 

ifqType Queue/DropTail/PriQueue 

ifqLen 100 

antType Antenna/OmniAntenna 

propType Propagation/TwoRayGround 

phyType Phy/WirelessPhy/802_15_4 

CSThresh 0 

RXThresh 4.80696e-07 

CPThresh 4.80696e-07 

Channel bandwidth 250 Kbps 

 

3.全時區長度平均法(The 

statistical average method) 

 
    在本節中，我們應用柏松和帕累托 

ON/OFF 分佈作為流量來源來證明模擬在統計

平均法的結果，圖 3 和圖 4 顯示出來的吞吐量

和封包延遲與流量負載在 1000 秒的模擬時間，

在吞吐量和封包延遲曲線的各點數據，通過平

均統計方法獲得。雖然看上去柏松分佈的流量

結果比帕累托分佈 ON/OFF 的流量比較好，我

們進一步可以看到無論是吞吐量和封包延遲

基本上在柏松和帕累托分佈 ON/OFF 流量有相

同的趨勢。但這些看到平均統計後的曲線只是

很相近，但如果是從時區長度上針對幾個流量

負載來看，在沒有平均統計前的是另外一種不

同的結果，因此我們將在下一節討論這個問

題。 

 
圖 3. 吞吐量 v.s 流量負載 

 
圖 4. 封包延遲 v.s 流量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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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份時間區域平均法(The time 

scales method) 
 

吞吐量和封包延遲的結果與時間的關係，

模擬時間為 10 秒、1000 秒和 10000 秒，圖 5

顯示在 100ms時區長度上的吞吐量相對於流量

負載 0.2、0.5 和 0.8，如圖所示圖 5(a)中它出現

明顯的突發性質的吞吐量。在圖 5(b)和圖 5(c)

顯示隨著流量負載增加，突發性質的吞吐量會

消失並且顯是逐漸平均形式。圖 5(d)、圖 5(e)

和圖 5(f)顯示出柏松分佈和它們幾乎都出現平

均的形式，類似的圖 6 顯示出封包延遲隨時間

變化與流量負載 0.2、0.5 和 0.8 中的時區長度

100ms。圖 6(a)、圖 6(b)和圖 6(c)出現自相似並

在一定的時區長度上有高封包延遲，圖 6(d)、

圖 6(e)和圖 6(f)是由於柏松分佈流量具有較低

的封包延遲,但它可能不與事實相符。

 

   
 

(a)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2 

 

 

(b)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5 

 

 

(c)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8 

 

   
 

(c)柏松流量負載=0.2 

 

(d)柏松流量負載=0.5 (e)柏松流量負載=0.8 

 圖 5. 在 10s 時區長度的吞吐量  

   
 

(a)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2 

 
(b)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5 (c)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8 

   
 

(d)柏松流量負載=0.2 

 
(e)柏松流量負載=0.5 (f)柏松流量負載=0.8 

  圖 6. 在 10s 時區長度的封包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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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中我們展示 1000s 時區長度上的吞吐

量，圖 7 和圖 8 顯示出在 10 秒時區長度上的

吞吐量和封包延遲隨著時間變化，圖 7(a)、圖

7(b)和圖 7(c) 相類似，顯示自相似吞吐量低，

流量負載傾向於流量負載增大而平均的形式。

圖 7(d)、圖 7(e)和圖 7(f)顯示柏松流量吞吐量

總是出現平均的形式。在封包延遲圖 8(a)、圖

8(b)和圖 8(c)顯示自相似整體上有較高的延遲

值，圖 8(e)、圖 8(f)和圖 8(g)是在較低的流量

負載和延遲值與線性增加延遲較高的亮負載

時的柏松分佈應用。

 

 

 

 
  

 

(a)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2 

 

 

(b)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5 

 

 

(c)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8 

   
 

(d)柏松量負載=0.2 

 

 

(e)柏松流量負載=0.5 

 

(f)柏松流量負載=0.8 

 圖7. 在1000s時區長度的吞吐量  

  
 

 

(a)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2 

 

 

(b)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5 
 

(c)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8 

   
 

(d)柏松流量負載=0.2 

 

 

(e)柏松流量負載=0.5 

 

(f)柏松流量負載=0.8 

 圖 8. 在 1000s時區長度的封包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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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展示 10000 秒時區長度上的吞吐量  

圖 9 和圖 10 顯示出吞吐量和封包延遲在時區

長度 100 秒隨著時間變化，它更明顯的低流

量負載的帕累托 ON/OFF 分佈將會導致自相

似吞吐量。高流量負載總會引起吞吐量的平

均形式，流量是否柏松或者是帕累托 ON/OFF

分佈。當自相似帕累托 ON/OFF 跟柏松分佈

流量被施加在低流量負載將出現一個較低的

封包延遲值。當高柏松流量負載應用時，封

包延遲會出現線性增加。

 

 

   
 

(a)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2 

 

 

(b)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5 
 

(c)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8 

   
 

(d)柏松流量負載=0.2 

 

 

(e)柏松流量負載=0.5 

 

(f)柏松流量負載=0.8 

  

圖 9. 在 10000s 時區長度的吞吐量 
 

   
 

(a)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2 

 

 

(b)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5 
 

(c)帕累托 ON/OFF 流量負載= 0.8 

   
 

(d)柏松流量負載=0.2 

 

 

(e)柏松流量負載=0.5 

 

 

(f)柏松流量負載=0.8 

 

  
圖 10. 在 10000s 時區長度的封包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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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與討論 

 
    我們顯示了分別使用柏松分佈以及帕累

托 ON/OFF 分佈在 IEEE802.15.4 無線感測網路

的吞吐量以及封包延遲的性能。顯然，根據兩

個不同的流量來源雖然吞吐量跟封包延遲的

曲線有相同的傾向，但是他們在時區長度上有

不同的特點表現，在吞吐量方面，柏松分佈它

總是每次出現穩定值，帕累托 ON/OFF 在低流

量負載時會呈現自相似，而在較高的流量負載

時會出現穩定值。此外，封包延遲在高流量負

載的自相似帕累托 ON/OFF 分佈流量來源會出

現較低穩定值。最後自相似流量影響將進一步

在多叢集群作為今後工作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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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HADOOP架構運用VQ影像分類改善影像拼貼

之效率 

 

 

摘要 
在過去的幾年裡，網路技術逐漸成熟與普

及，同時物聯網的興起，讓我們可以從生活中

獲取更多的數位資料，並利用這些資料加以分

析，其中開放原始碼的 Hadoop 軟體框架，對

於各個產業的資料分析有著顯著卓越的貢

獻，基於開放原始碼的原因，有更多的開發者

投入開發增強 Hadoop 的框架，使其有更優越

的效能以及延展性。本篇論文基於 Hadoop 架

構，運用 VQ 影像壓縮的 LBG 演算法，以改善

Szul學者及Bednarz學者於 2014年提出的馬賽

克影像處理技術之效能。 

關鍵詞：Hadoop 架構、巨量資料、影像拼貼、

影像鑲嵌、影像馬賽克 

 

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 the advance of network 

technology provides ubiquitous networking 

capabilities for interconnecting to everything 

between humans and kinds of smart objects. A 

data-processing platform should be able to 

natively deal with big data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s) world. Accordingly, here comes the 

Hadoop which embraces the IoT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o create photographic mosaics 

based on VQ LBG algorithm using a Hadoop API 

based framework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and 

compares it to the results proposed by Szuland 

and Bednarz. 

 

Keywords: Hadoop framework, big data, image 

mosaicking, photographic mosaic 

 

1. 前言 

隨著數位相機的普及，以及現代幾乎人手

一台的具照相功能的手機或智慧型手機，從社

群網站 Facebook 在 2013 年提供的統計數字

中，我們不難發現數位影像的數量隨著時間大

幅的增加，光是透過網路被上傳到 Facebook

的數位影像每天就有 350 億張[1]。開始利用這

些大量的相片進行影像拼貼的藝術作品也隨

著這些數位影像的數量而引人注目。這些影像

拼貼，是一種影像處理的藝術技巧，首先找到

一張欲進行拼貼的目標影像，以及要進行拼貼

的影像庫，欲進行拼貼的目標影像是由許多張

小照片組合而成的大圖，每張小照片透過光影

和色彩的微調，組成了一張大圖的基本元素，

這類的藝術作品從遠方觀看的時候，和目標影

像非常相似，但從近處觀看的時候，又會發現

目標影像的細部是用與目標影像有著相像亮

度、清晰度、色度等基本元素的小照片組合而

成。 

本研究利用影像處理的技術產生馬賽克藝

術影像。在影像處理領域裡，類似的技術分為

兩種，一種是影像填補，另外一種則是影像拼

貼。影像填補是假使我們有一張影像，遭到某

一類型影像技術的攻擊，而導致影像有一部分

的像素值與周圍有很大的差異，透過人的肉眼

可以很清楚的辨識出來，為了要還原成接近原

始影像的像素值，不讓人的肉眼可以輕易的分

辨出來，所使用的這種技術就是影像填補。此

外，影像填補亦可用在數位相機拍攝時，移除

數位相片上不認識的路人或多餘的物體後，運

用周圍背景進行「猜測」被移除的空白區域，

並填補剩餘背景，同時需保有在視覺上的逼真

程度。 

影像拼貼(image mosaicking)、影像鑲嵌

(photographic mosaic) 、 影 像 馬 賽 克

（photomosaic），或稱蒙太奇照片、蒙太奇拼

貼，則是有一張目標影像可供參考，藉著影像

鑲嵌的影像特徵萃取、影像對位、影像接合及

影像灰階值調整等技術，比對這張目標影像的

像素或影像區塊，便可從影像庫中找出最接近

該區塊的影像，以進行像素值取代或影像區塊

取代。影像填補與影像拼貼兩者的差異在於有

無目標影像可供參考。以往的影像填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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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將影像切成數個區塊，以區塊為單位進行

計算，接著進行影像填補，本研究將把影像填

補的技術發展為以影像為單位進行影像拼貼。 

隨著科技進步，提升的不僅是數位影像的

產量，隨著數位感光元件技術的成熟，現代的

數位相機、手機能夠拍出解析度更高的影像，

這意味著數位影像這一部分也走入了大數據

的時代，大數據的時代也意味著我們要有能力

處理突然爆增的資料，這將是需要被重視的問

題。透過分散式技術可以解決大數據時代產生

的資料處理的各種問題，例如：資料處理的能

力、資料儲存的能力等等。為了解決大數據時

代所帶來的問題，Apache 基金會有一項開放原

始碼的計畫，對此，Google 所發表的兩篇論

文，使用 Java [2] [3]語言打造一個類似 Google

的分散式系統，也就是目前當紅的 Hadoop 

[4]。在過去的幾年裡，大數據分析在各個產業

裡已經變為決策的主要指標，業界也越來越多

團隊紛紛投入開發大數據分析的技術，目前最

主流且最常被採用的技術，是所屬在 Apache

基金會的 Hadoop 計畫，Hadoop 是一個開放原

始碼的軟體框架，可以將多台日常生活中易於

取得的電腦串連成的叢集 (cluster)，並在其上

提供可靠的大量資料儲存及處理，可處理的資

料高達數千 PB（Petabyte）。以 Hadoop 為核心，

逐漸發展成一個自有的生態圈，越來越多相關

套件，例如：Oozie 工作排程  (Workflow 

Scheduler) [5]、Hbase 資料庫 (Database) [6]、

Mahout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7]、

Flume 日誌檔分析 (Log Analysis) [8]、Hive 資

料倉儲 (Data Warehouse) [9]……等等。 

Hadoop 是以 MapReduce 模型作為運算的

基礎架構，MapReduce 模型可以讓工作及資料

很容易地分配到各個大數據叢集上的任何一

台電腦。為了要開發者更方便進行開發或是更

有效率的處理複雜的資料，其他的 Hadoop 套

件提供高階語言的函式庫 (high-level language 

library)，例如：Pig [10]、Crunch [11]、Scalding 

[12]、Cascading [12]。利用 Hadoop 分散式運算

的特性，可以進行更複雜的運算，Szul 學者及

Bednarz 學者在 2014 年提出的方法運用

Scalding 套件[13]，並改良影像處理運算的演算

法，避免把大量的影像寫入到各個節點上，節

省讀寫的時間，縮短程式碼的長度，該程式碼

表達起來更貼和我們說話的語意，但在影像的

處理技術上，仍有很大的改良空間。在本研究

中 ， 我 們 加 入 向 量 量 化 編 碼 (Vector 

Quantization, VQ)技術的 LBG 演算法，以加速

影像拼貼的速率及效用之目的。 

本研究將在第二章進行文獻探討，其中包

含，本研究要進行方法改善的論文，以及 VQ

影像壓縮技術中的 LBG 演算法，在第三章部

分將描述本研究的實驗步驟與細節，第四章的

部分將進行結論的探討，以及評估本實驗帶來

的效益。 

2. 文獻探討 

2.1 VQ(Vector Quantization)壓縮 

向量量化編碼(Vector Quantization, VQ)技

術是ㄧ種失真的資料壓縮技術[14]，由 Linde,  

Buzo, 以及 Gray 三位學者於 1984 年所提出

的資料壓縮程序。壓縮程度取決於編碼簿

（codebook），VQ 的應用非常的廣範例如：影

像壓縮、聲音辨識、臉部偵測，是目前被廣為

使用的不可逆的影像壓縮技術之一。 VQ 的影

像壓縮共分為三個部分，訓練編碼簿、編碼

（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在起始階段

會將影像分割成若干個大小皆為𝑞 × 𝑞的灰階

影像且不重疊，每個分割後的區塊皆為

ℓ − dimensional的向量，其中ℓ = 𝑞 × 𝑞。向量

集合用(Q)來表示： 

Τℓ = {Β(𝑖)|𝑖表示所有訓練向量的總數} 

例如，給定 8 位元灰階影像區塊大小為 44 像

素(pixels)，則在歐基里德空間Τℓ為有限的16維

度的編碼簿中，所有可能的影像區塊個數為 

25616。 

因為本研究將採用向量量化編碼法的編

碼簿設計程序設計具有代表性的碼向量，並以

碼向量來取代原本的影像區塊。因此下列將針

對向量量化編碼法的編碼簿設計程序的 LBG

演算法進行說明。LBG 演算法的主要目標是為

了縮小平均點跟點之間的距離，如下列公式(1)  

d(𝐵, 𝐶) = √∑(𝑏𝑖 − 𝑐𝑤𝑖)2

ℓ

𝑖=1

                          (1) 

其中 𝐵 表示影像區塊，𝑐𝑤𝑖  表示在編碼簿𝐶中

之編碼字。利用歐基里德距離公式來計算訓練

向量B與編碼向量C之間的歐基里德距離𝑏𝑖及

𝑐𝑤𝑖為向量裡第i個數值，令𝐶𝐵為編碼簿，則

Q: Τℓ ⟶ 𝐶𝐵 當 𝐶𝐵 = {𝑐𝑤1, 𝑐𝑤2, ⋯ , 𝑐𝑤𝑛} 且

𝑐𝑤𝑖 ∈ Τℓ則為編碼(codewords)用編碼簿產生一

張影像，傳送者必須透過編碼簿𝐶𝐵找到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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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向量的編碼字，我們必須透過歐基里德距

離公式在兩個向量之間，每個原始的影像區塊

𝑋利用索引值i來傳送，在解壓縮的過程中，接

收者透過索引值 i在編碼簿裡找到對應的編

碼，即可用最相近的編碼字來還原該區塊，透

過VQ技術來壓縮影像的壓縮率為1/ℓ，因此便

能夠降低傳輸時所佔用的頻寬，下圖為VQ技術

的編碼示意圖。 

 

圖 1. 向量量化編碼流程圖 

 

2.2 LBG 演算法 

LBG 演算法又被稱為 K-means 演算法或

是 Generalized Lloyd 演算法。 先決定要將資

料分為 K 群，接著隨機挑出 K 個 mean 值，與

其他的資料進行歐基里德距離計算，每一筆資

料會依照距離被分類到與之最近的 mean 的群

組完成分類。LBG 演算法或 K-means 演算法的

主要步驟整理如下： 

步驟 1. 初始化：決定要分為幾群，並在初始

化的時候給每個群集決定群集初始重心點

(mean)。 

步驟 2. 分配觀測值：利用歐基里德距離公式

計算每個觀測值離各個重心點的距離，接著分

類到最近的重心點。 

步驟 3. 調整群集中心：在第二步驟完成後會

有 K 個群集產生，可以依據算術平均求每個群

集的 mean 值找出新的重心點。 

步驟 4. 確定是否收斂：如果每個群集的中心

點都不在移動或者所有觀測值和其中心點的

距離差平方總和之變動在一個容忍值的範圍

之內 就表示收斂，否則重複第二及第三步驟

直到收斂。 

我們必須設定一個門檻值，利用新的 

means 值和原本的 means 值相減，計算平均失

真值 Di=
1

𝑛
∑ d(𝑥 − 𝑐𝑏𝑖)，其中 x 表示影像區

塊，cbi 表示在編碼簿 CBi-1 中與 x 最接近之

編碼字。 

若(Di-1-Di)/ Di <時，則演算法停止。重新計算

各群的重心，這些重心即為編碼簿 CBi中的碼

向量(code vector)。 

2.3 Scalding Mosaic Image 

馬賽克影像是將一張原始影像分割成相等

大小的正方形區塊，接著再從影像庫裡把每張

的影像拿出來和原始影像上正方形的區塊進

行平均像素值、直方圖統計等比對便可以找出

最符合該正方形區塊的最佳的小圖影像。當影

像庫的大小隨著時間持續的暴增的時候，影像

資料規模龐大會造成後續進行資料擷取、保

存、使用、分享以及分析時的處理難度，因而

產生巨量資料（Big Data）的問題。 

Hadoop 是目前最受歡迎的高擴充雲端運

算技術，不論企業或 IT 廠商都使用 Hadoop 開

源雲端運算平台的 MapReduce 處理技術，來解

決巨量資料的困境。MapReduce 可以不斷增加

更多伺服器來提高運算能力，增加可承載的運

算量。透過 Map 程式將資料切割成不相關的區

塊，分配給大量電腦處理，再透過 Reduce 程

式將結果彙整，輸出開發者需要的結果。使用

MapReduce的方法產生出馬賽克影像可分為兩

個 MapReduce 工作去進行，第一個 MapReduce

會把原始影像進行分割成數個大小相同的正

方形區塊，第二個 MapReduce 工作則是將分割

後的原始影像的子區塊分別與影像庫裡各個

同大小的影像進行相似度的計算。影像庫裡面

的每一張影像與目標影像中的每個同大小的

區塊比對並進行距離計算後皆會產生一張

Heat Map，此 Heat Map 可視為是影像庫裡的小

圖與目標圖像的每一個區塊的相似度。在 Heat 

Map中會標記出該張影像庫裡的小圖最適合放

到目標影像上的哪個區塊。例如：我們有一張

𝑊 × 𝐻並將其分割成大小為𝑞 × 𝑞的區塊，總共

有𝑊
𝑞⁄ × 𝐻

𝑞⁄ 個區塊進行相似度的計算，計算

完成後會產生一張 Heat Map，若是影像庫裡有
𝑊

𝑞⁄ × 𝐻
𝑞⁄ 張𝑞 × 𝑞大小的影像，那麼我們就會

得 𝑊
𝑞⁄ × 𝐻

𝑞⁄ 到 張 Heat Maps ， 再 從 這
𝑊

𝑞⁄ × 𝐻
𝑞⁄ 張的 Heat Map 上所表示的標記，我

們就可以輸出我們要的馬賽克影像。 

然而上述的方法，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有

效率的，因為我們在執行 MapReduce 的時候，

必須把所分割出來的𝑊
𝑞⁄ × 𝐻

𝑞⁄ 個𝑞 × 𝑞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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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及整個影像庫寫入硬碟，並複製到

reducers 上，寫入硬碟動作會耗費大量的 I/O

時間，導致整個 MapReduce 工作非常沒有效

率。為了要改善這個問題， Szul學者及Bednarz

學者在 2014 年[13]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法，用

Scalding的 API來設計整個 MapReduce 工作的

流程，在影像庫裡的每張影像送出識別碼，這

麼一來就不需要再將整個影像庫裡的影像全

部寫入到硬碟上，不但可以增進效率，並且可

以增加一些限制性條件，例如：過濾掉影像庫

裡的灰階影像，只保留彩色影像。使用 Scalding

套件帶來了兩個好處，第一整個馬賽克影像的

輸出時間、第二可以增加限制性條件過濾掉不

需要的影像、第三 Scalding 是屬於較高階的程

式語言（high-level language）可以用更簡短的

程式語言去達到目的。 

這裡將簡單的介紹 Szul 學者及 Bednarz 學

者提到的 MapReduce 方法其演算法及問題。

Szul 學者及 Bednarz學者提到的MapReduce如

圖 2 所示，其演算法分為 BestMatchesSelection 

Step 以及 Join Step。BestMatchesSelection Step

一開始先將灰階影像過濾掉，只留下彩色影

像，接著計算與目標影像各個區塊的距離，影

像庫裡有多少影像，目標影像的每個區塊上就

會有多少個距離，接著把每個目標影像上的區

塊 的 最 小 距 離 找 出 來 ， 即 可 完 成

BestMachesSelection，其中這個步驟包含了若

干個 MapReduce 的工作。 接著 Join Step 會到

影像庫裡，把有最小距離標記的影像找出來，

接著把這些影像輸出到對應的位置，輸出結束

後即可完成馬賽克影像的輸出。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架構 

Szul 學者及 Bednarz 學者所提出來的方法

在實驗數據的證明 1GB 容量的影像庫仍需要

費時將近 150 秒[13]，本研究所提出來的方法

延續 PSzul 學者及 Bednarz 學者兩位學者的優

點，預期可以將效率更加的提升，加上使用

K-means 分群技術出來的馬賽克影像要取決於

編碼簿的設計方式，不同的設計方式，得到的

馬賽克影像也會有所不同。使用 K-means 所設

計的方法需要花費前置處理的時間，一旦完成

分類找到 mean 值之後，我們再進行影像的填

補會有很大的助益。 

本研究的設計流程如圖 3 所示。其研究步

驟分為 a、b、c、d 四個步驟，首先 a 先針對

影像庫裡的所有圖像做 LBG 的訓練得到分組

後的影像，為了要加速 LBG 的訓練速度，我

們在步驟 a 會進行一個 MapReduce Job，做完

訓練後才能夠進行以下的工作，接下來的 b、c

我們將用一個 MapReduce Job 來完成，d 則單

獨用一個 MapReduce Job 來完成。在步驟 b 中

取得欲拼貼的原始影像並對其影像區塊的分

割，分割的大小必須與影像庫裡的影像一致步

驟 c 將每一個小區塊的影像跟 LBG 分類後的

影像進行距離的運算，然後步驟 d.將計算後的

距離，找出最相近的影像放置到對應的位置便

未分類影像庫 

w

ww

已分類影像庫 

a. LBG 訓練 

b. 區塊分割 
目標影像 

c. 找出最相近的影像 

d. 拼貼影像到該區塊

上 

LBG MapReduce 

Mosaic MapReduce 

圖 2. Scalding 馬賽克影像流程圖 

圖 3. VQ 訓練影像庫及馬賽克影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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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輸出完整拼貼後的影像。 

本研究預期，若是先針對影像庫去進行 VQ

去訓練最佳的編碼簿，把編碼簿當做是 Szul

學者及 Bednarz 學者所改良的方法裡的識別

碼，把欲做馬賽克影像的原始影像一樣分割成

若干相同大小的正方形區塊，接著再將這些區

塊分別與編碼簿去進行計算，輸出一張由索引

值組成的壓縮影像，接著再利用這張壓縮影像

去影像庫裡找出最佳的影像來進行還原，便可

以得到一張馬賽克影像。 

3.2 實驗環境 

本研究設計的實驗環境將使用一台電腦，

安裝虛擬軟體(VMware)虛擬三台電腦，這三台

電腦所使用的系統為 Ubuntu 14.04，安裝的

JDK 版本為 1.8.0_31，Hadoop 版本為 2.2.0，

把這三台電腦做為一個 Hadoop 的運算叢集，

第一台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1)設為主要的

節點(Master Node)，第二台、地三台虛擬機器

(Virtual Machine2, 3)則設為子節點，如圖 4 所

示，即為本研究未來實驗環境的架構。實驗中

使用的影像為公領域(Public Domain)所取得的

影像庫，無版權問題，為了能夠符合演算法的

設計，會將每張照片進行大小的處理，使其每

張大小相等。 

圖 4.實驗環境架構圖 

3.3 演算法 

本研究在這裡將仔細的闡述我們所提出方

法的演算法使各位能夠更明白整個實驗的流

程。 

假設給定一組未分類的影像庫D裡有張𝑁

影像D = (𝑃1, 𝑃2, ⋯ , 𝑃𝑁)，影像的大小皆相等，

每張影像設為𝑃𝑖，影像大小皆為𝑞 × 𝑞個像素值

所構成，其中 q 為影像寬度及高度，亦即每一

張影像可視為皆為𝑞 × 𝑞維度的資料點。 

  LBG 分群法的任務是找到一組 𝐾個代表

點 M = {M1, M2, ..., MK}，每一個點也是𝑞 × 𝑞維

度，。 

 

LBG MapReduce 程序： 

這裡將進行 LBG 訓練(如圖 3a 所示)，分為兩

個階段 A、B 

 

A.Map 階段： 

步驟 1. 初始化(Randomly initialization)：決定

先隨機取出𝐾張影像群集，並在初始化的

時候為每個群集決定群集初始重心點

𝑀𝑖。 

步驟 2. 分配群集(Classify)：利用歐基里德距離

公式計算影像庫裡的每張影像與各個重

心點𝑀𝑖的距離 𝑚𝑖𝑛 𝑑𝑖𝑠𝑡𝑎𝑛𝑐𝑒(𝑀𝑖, 𝑃𝑗) 

 

for(i=1; i<=K; i++){ 

   for(j=1; j<=N; j++){ 

𝑚𝑖𝑛 𝑑𝑖𝑠𝑡𝑎𝑛𝑐𝑒(𝑀𝑖, 𝑃𝑗) =

√∑ (𝑚𝑖𝛾 − 𝑝𝑗𝛾)2𝑞×𝑞
𝛾=1      

} 

} 

接著分配該影像到與之最相近的重心點的群

集(cluster)： 

𝐶𝑖
(𝑡)

← arg min
𝑗

 |𝑀𝑖
(𝑡)

, 𝑃𝑗| 

 
B. Reduce 階段： 

步驟 1. 調整群集中心(Recenter)：在第二步驟

完成後會有 K 個群集產生，可以依據算

術平均求每個群集的 mean 值找出新的

中心點𝑀𝑖
(𝑡+1)

。 

步驟 2. 確定是否收斂：假設前一次疊代的失

真距離為 R
(𝑡−1)

而本次疊代後的失真距離為 

R
(𝑡)
，則當

R
(𝑡)

R
(𝑡−1) >  𝜀就時，就表示 K-means 分

群效果已不顯著，而可以結束疊代，否則重複

第二及第三步驟直到收斂，其中的失真距離為 

𝑅 =  min ∑(∑ 𝑑𝑖𝑠𝑡𝑎𝑛𝑐𝑒 
𝑁

𝑗=1
(

𝐾

𝑖=1

 𝑀𝑖, 𝑃𝑗)) 

 

Virtual 

Machine 1 

Hadoop Master Node 

Virtual 

Machine 2 

Hadoop Slave Node 

Virtual 

Machine 3 

Hadoop Slave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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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aic MapReduce 程序： 

 

這個 MapReduce Job 我們將進行區塊分割(如

圖 3b 所示)以及找出最相近的影像(如圖 3c 所

示)，接著再進行馬賽克影像的輸出。 

 

A. Map 階段： 

步驟 1. 區塊分割 

假設要進行拼貼的目標影像為𝑃𝑔，分割後的區

塊用 B𝑔𝑖 來表示，意即目標影像為 𝑃𝑔 =

{B𝑔𝑖 :  𝑖 = 1, 2, … , 𝑤 × ℎ }分割的每個區塊必須

與影像庫裡的影像大小相符𝑞 × 𝑞，以算出需要

𝑤 × ℎ 個 大 小 為 𝑞 × 𝑞 ， 的 區 塊 ， 其 中

𝑤 = 𝑊/𝑞，ℎ = 𝐻/𝑞。 

步驟 2. 在 LBG MapReduce 程序訓練完成後

所產生的 K 個群集重心，計算群集重心與目標

影像區塊B𝑔 的距離，接著用具有最小距離的重

心取代該影像區塊B𝑔 完成拼貼工作。 

 

B. Reduce 階段： 

經過 Map 階段的計算之後，我們在 Reduce

階段把所有的結果都蒐集回來，就會取得每個

目標影像區塊上最小的距離，我們便將該影像

輸出到對應的區域(如圖 3d 所示)，即可得到馬

賽克影像。 

4.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希望透過 VQ 的 K-means 演算法來

加速馬賽克影像的計算速度，雖然需要多耗費

VQ 的訓練時間，但是可以加速接下來產出馬

賽克影像速度，可以為大量的馬賽克影像產出

帶來效率的提升。 

未來本研究利用虛擬軟體模擬三台 3 台電

腦建立一個 Hadoop 叢集來實驗我們所提出的

演算法，並計算執行一次 VQ 訓練需要耗費多

久的時間，使用 VQ 訓練後的影像庫來產生的

馬賽克影像可以節省多少時間，接著產生幾張

馬賽克影像索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彌補 VQ

訓練所耗費的時間。 

本研究亦會運用兩種方法來進行影像品質

的評估與分析。通常在經過影像處理之後，輸

出的影像通常都會有某種程度與原始影像不

一樣。為了衡量經過處理後的影像品質，我們

通常會參考 PSNR 值(峰值信號雜訊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來認定某個處理程序是否

令人滿意。因此，首先本研究亦會運用 PSNR

值評估所產生出來的馬賽克影像以及使用

Scalding 所產生出來的馬賽克影像之影像拼貼

的影像品質。人眼視覺系統 (Human visual 

system, HVS)係指人類對於影像的感受程度，

如亮度、清晰度、模糊度、顏色、平滑與複雜

度的敏感度。因此本研究亦將採用人眼視覺系

統評估哪張影像比較接近目標影像。 

隨著科技的進步，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

掃描器等以及數位影像處理技術的不斷發

展，大量數位影像資料與時俱增。本研究在未

來研究中，將研擬在動態的數位影像庫中進行

漸近似的影像訓練與分類，以提昇方法的可及

性及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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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Study of PMIPv6-based Fast Neighbor 
Discovery for Distributed ITS in Smart City 

 
 

 
摘要 

智慧城市是將感測器放置在城市各處以

取得數據並加以分析而提供各種服務。其中分

散式智慧型運輸系統可以提供智慧城市中交

通資訊的服務，此系統是在每個車輛上裝置感

測設備並以 Mobile P2P 方式傳遞交通資訊給

其他車輛。由於每輛車所收集到的交通資訊與

地理位置有關，因此區分出車輛地理位置便可

以快速找到該區域的交通資訊。但在網際網路

中移動節點並沒有地理位置資訊，所以在應用

層中無法有效率區分移動節點的地理位置。 

因此本論文提出以 PMIPv6-based Fast 
Neighbor Discovery 方式，讓移動節點在註冊/
換手後可以快速找尋到鄰近的移動節點。使智

慧城市的交通資訊服務可以提供即時區域資

訊。同時我們針對論文所提方法進行有關訊息

量、網路延遲及快取資料查詢成本之分析。 

關鍵詞：PMIPv6、Mobile P2P、Smart City、ITS、
Wireless Network 

1. 前言 
智慧城市(Smart City)在 IEEE 的定義[1]，

智慧城市聚集科技、國家和社會，以達智慧經

濟(a smart economy)、智慧移動(smart mobility)、
智慧環境(a smart environment)、智慧人(smart 
people)、智慧生活 (smart living)和智慧管理

(smart governance)等特點。其中智慧型運輸系

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是智慧城

市中的一種應用，由歐洲聯盟指令 (EU 
Directive)在 2010 年 7 月 7 日於 2010/40/EU 中

所定義。是一種以網路通信、電腦運算及電子

感測器等技術所結合而成，用以提供路上行人

或車輛駕駛即時之交通資訊，可以改善行人、

車輛道路安全或降低交通壅塞等。 
智慧型運輸系統傳統的設計方式是以一個

交通數據管理中心，從道路周圍架設感測器來

收集路況數據，讓駕駛者來確定當前的交通狀

況。而傳統設計方式會產生以下問題：1.集中

式伺服器維護成本昂貴 2.感測器散布範圍密集

費用昂貴 3.感測器散布範圍鬆散會有偵測死角，

而分散式智慧型運輸系統可以解決以上問

題。 
分散式智慧型運輸系統是使用對等網路

(Peer-to-Peer, P2P) [2]架構，將所有車輛視為一

個移動節點，並由所有車輛收集道路狀況並分

享給其他車輛，擁有維護成本較低以及系統可

靠度較高等優點。 
P2P 由 Steve Crocker 所提出，是以許多節

點互相交換資訊的一種網路結構。與主從式架

構 (Client-Server model)不同，P2P 中的每個節

點同時擁有客戶端以及有伺服器的功能，因此

每個節點都可以對其他節點執行上傳及下載

資料的動作。但是傳統 P2P 系統沒有討論到地

理資訊的設計，所以 P2P 運用在移動裝置時，

網際網路中移動節點沒有地理位置資訊，導致

在移動節點移動時可能無法迅速找到鄰近的

移動節點以及提供即時的地理相關資訊服務。

如圖 1，MN1 換手之前在 AP1 區域內與 MN2
產生 P2P Link。之後 MN1 移動到 AP2 區域，

此時與 MN1 同區域的移動節點為 MN7～
MN12，但是由於移動節點沒有地理位置資訊，

以致於 MN1 無法快速分辨出MN2 為不同區域

之移動節點，仍然與 MN2 產生 P2P Link，等

找到 MN7～MN12 節點後，才會改與 MN7～
MN12 節點產生 P2P Link。 

 
圖 1 傳統 Mobile P2P 換手示意圖 

然而在分散式智慧型運輸系統中，交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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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與地理位置有高度的相關性，每輛車的所在

位置的交通資訊即為該地的交通資訊，但是由

於網際網路中每個移動節點並沒有地理位置

資訊，使得分散式智慧型運輸系統在應用層中

無法有效率區分移動節點的地理位置。 
本論文以 PMIPv6-based Fast Neighbor 

Discovery(PMIPv6-FND)運用於分散式智慧型

運輸系統，使得每個移動節點在換手後可以快

速與鄰近移動節點連線，以提供即時區域資訊

服務如：交通資訊服務及預測未來的交通狀

況。 

2. 相關研究 
Seonggeun Ryu 等人[3]提出以 PMIPv6 結

合 NEMO 以達到在智慧型運輸系統中避免換

手過程的延遲。Shiao-Li Tsao 等人[4]提出雙層

VANET/P2P 架構的分散式交通資訊系統，實現

即時交通資訊服務。Kowen Lu 等人[5]提出雙

層交通資訊系統的適應性路由機制來提高交

通資訊查詢的效率。Chien-Ming Cheng [6]提出

一種雙層 VANET/P2P 系統，對行車的環境中

高效的資訊檢索方式。Ching-Sheng Wang 等人

[7]提出基於位置的 P2P 群集機制使得用戶能

夠從附近的節點與下載與展覽區域有關的 3D
場景和多媒體資訊，讓導航資料的傳輸效率被

有效地提高。Yunsong Tan 等人[8] 描述基於代

理結構的 P2P網路並提出了智慧資源發現演算

法，以提高系統性能。 
Proxy Mobile IPv6 (PMIPv6) [9] 是 由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所提出的

network-based 移動管理協定，其架構如圖 2。 

 
圖 2 PMIPv6 架構圖 

PMIPv6 主要架構由 Local  Mobility 

Anchor (LMA)以及 Mobile Access Gateway 
(MAG)所組成。當 MN 進入 PMIPv6 Domain
時，MN 與 MAG 連線註冊，MAG 會先向 AAA
伺服器驗證MN是否為合法之設備，之後MAG
與 LMA 發出 Proxy Binding Update(PBU)，將

MN 隸屬於哪個 MAG 的資訊更新至 LMA 的

Binding Cache，LMA 也會向 AAA 伺服器發出

驗證請求，確認 MN 為合法設備後對 MAG 回

應 Proxy Binding Acknowledgment(PBA)，以完

成整個註冊流程。PMIPv6 註冊流程的 message 
flow 如圖 3 所示。 

 
圖 3 PMIPv6 註冊流程 message flow 
將地理位置資訊加入移動節點中，比較直

覺 的 方 法 是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讓移動節點在做資料

交換時可以查詢其他移動節點的 GPS 座標，以

區分是否為鄰近移動節點。但是若要與所有

P2P 網路中的移動節點更新 GPS 座標，會產生

大量資訊。如圖 4，MN1 從 AP1 區域移動到

Ap2 區域，MN1 需要對 MN2～MNn 請求 GPS
座標，用以分析 MN2～MNn 是否為鄰近移動

節點。但是當區域內 MN 數量 n 很大時，會產

生大量資訊，造成計算位置的延遲。因此本論

文提出 PMIPv6-FND 方法，以降低位置計算的

延遲。 

 
圖 4 GPS-based Mobile P2P message flow 

3. PMIPv6-based Fast Neighbor 
Discovery(PMIPv6-FND) 
由於在 PMIPv6 架構中，LMA 的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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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he紀錄 PMIPv6 Domain 裡所有移動節點隸

屬於哪個 MAG 的資訊，而且在移動節點移動

之後也會持續更新 Binding Cache。因此我們提

出當分散式智慧型運輸系統中的移動節點在

註冊/換手時可以透過 MAG 向 LMA 取得此

Binding Cache，透過 PMIPv6-FND 便可以快速

找到在此區域的移動節點。 
PMIPv6-FND 架構如圖 5，MN1 進入

MAG1 Domain 需透過 MAG1 對 LMA 註冊，

此時 LMA 的 Binding Cache 會新增 MN1 隸屬

於 MAG1 的訊息，之後 MN1 透過 MAG1 向

LMA 下 載 Binding Cache ， 便 可 以得 知

MN2~MN6 都為 MAG1 Domain 的移動節點，

因此 MN1 可與 MN2～MN6 產生 P2P Link，圖

中僅顯示 MN1 與 MN2 的 P2P Link。之後 MN1
從 MAG1 Domain 移動至 MAG2 Domain，此時

進入換手程序，MN1 將目前隸屬 MAG2 的資

訊經由MAG2對LMA的Binding Cache更新。

完成換手程序後透過 MAG2 向 LMA 下載

Binding Cache，因此 MN1 可得知 MAG2 
Domain 中有 MN7~MN12 移動節點， MN1 換

手後與 MN2 斷線並可與 MN7~MN12 產生 P2P 
Link，圖中僅顯示 MN1 與 MN7 的 P2P Link。 

 
圖 5 PMIPv6-FND 架構圖 

PMIPv6-FND 的 message flow 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為註冊程序，如圖 6 所示。圖中上半

部 PMIPv6 register 部分表示 MN 進入 PMIPv6 
Domain 執行 PMIPv6 註冊程序。圖中下半部

PMIPv6-FND Binding Cache request 部分為本

論文新增之部分，表示 MN 向所屬的 MAG 提

出 Binding Cache 請求，由 MAG 再向 LMA 提

出 Binding Cache 請求，LMA 接收到請求之後

會回應 Binding Cache 經由 MAG 提供給 MN。 

 
圖 6 PMIPv6-FND 註冊程序 message flow 
第二部分為換手程序，如圖 7 所示。圖中

上半部 PMIPv6 handoff 部分表示 MN 離開

MAG1 Domain 移動到 MAG2 Domain，此時依

照 PMIPv6 換手程序換手。圖中下半部

PMIPv6-FND Binding Cache request 部分為本

論文新增之部分，表示完成換手程序後 MH 透

過 MAG2 對 LMA 發出 Binding Cache 請求，

而 LMA 也會經由 MAG2 回應 Binding Cache
給 MN。 

 
圖 7 PMIPv6-FND 換手程序 message flow 

4. 性能分析 

4.1 訊息量分析 

在性能分析中首先我們比較 PMIPv6-FND
與 GPS-Based 方法產生訊息量的差異，以換手

程序來比較，GPS-Based 方法在換手後 MN1
需要與 MN2～MNn 更新 GPS 座標，因此訊息

量為 2n。但 PMIPv6-FND 方法在換手後只需要

透過 MAG 對 LMA 請求 Binding Cache 因此與

MN 數量無關，只需要 4 個訊息。如圖 8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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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Pv6-FND 產生的訊息不會因 MN 數量而改

變，但 GPS-Based 的方法訊息會隨著 MN 數量

成線性成長。 

 
圖 8 PMIPv6-FND 與 GPS-Based 訊息量 

4.2 註冊/換手延遲分析 

我們比較 MN、MAG、LMA 及 AAA 伺服

器之間延遲及 MN 移動速度關係，假設

PMIPv6-FND 註冊程序的總延遲為 Lregister，換

手程序的總延遲為 Lhandoff，MN 到 MAG 之間

的延遲為 TMN-MAG， MAG 到 LMA 之間的延遲

為 TMAG-LMA，LMA 與 MAG 到 AAA server 之
間的延遲為 TAAA，因此可以得到註冊程序總

延遲公式以及換手程序總延遲公式 
L = 3T + 4T + 4T  
L = 3T + 6T + 4T  

再假設 MN 的移動速率為λ，而△TMN-MAG

為 TMN-MAG 的變化量，△TMAG-LMA 為 TMAG-LMA

的變化量，△TAAA 為 TAAA 的變化量，註冊程

序 TMN-MAG、TMAG-LMA、TAAA變化量對總延遲與

移動速率的影響公式定義為 

△ I . =
3 △ T
L

λ 

 

△ I . =
4 △ T

L
λ 

 

△ I . =
4 △ T
L

λ 

而 λ 每增加 10， TMN-MAG、TMAG-LMA、TAAA

變化量為 10%。設定初始 λ 為 0，TMN-MAG 為

10ms，TMAG-LMA為 10ms，TAAA為 10ms。註冊

程序△T 延遲影響如圖 9，可看出△TMAG-LMA

及△TAAA 對延遲的影響大於△TMN-MAG 對延遲

的影響，因此△TMAG-LMA及△TAAA的延遲增加

時對整個系統的延遲影響比較大，以及 λ 越大

對整個系統的延遲影響也會增大。 

 
圖 9 PMIPv6-FND註冊程序T變化量對延遲影

響 
換手程序 TMN-MAG、TMAG-LMA、TAAA變化量

對總延遲與移動速率的影響公式定義為 

△ I . =
3 △ T
L

λ 

 

△ I . =
6 △ T

L
λ 

 

△ I . =
4 △ T
L

λ 

數值設定同註冊程序，換手程序△T 延遲

影響如圖 10，可看出△TMAG-LMA對延遲的影響

大於△TMN-MAG 及△TAAA 對延遲的影響，因此

△TMAG-LMA 的延遲增加時對整個系統的延遲影

響比較大，以及 λ 越大對整個系統的延遲影響

也會增大。 

 
圖 10 PMIPv6-FND 換手程序 T 變化量對延遲

影響 

4.3 Binding Cache Request 成本分析 

當 MN 停留在一個 MAG domain 內時，同

domain的其他MN也可能移動到其他domain，
因此若 MN 只有註冊/換手執行 Binding Cache 
Request 動作會造成後續 MN 的 Binding Cache
資料與 LMA 的 Binding Cache 資料不同步，而

造成無法即時找尋到鄰近移動節點。所以我們

提出在 PMIPv6-FND 協定下，MN 在同一 MAG 
domain內需執行數次Binding Cache Request動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15 AIT / CEF 2015



作，以便取得最新的 Binding Cache 資料。 
針對 PMIPv6-FND 之多次 Binding Cache 

Request 成本分析我們參考[10]提出的移動模

型來分析不同 Binding Cache Request 次數對成

本所造成的影響。 
MN 的移動模型時序圖如圖 11，其中 Ts

為 MN 啟動一次服務的總服務時間，TMi為 MN
停留在 MAGi domain 內的時間，Tm為 MN 啟

動服務到離開 MAG0 domain 的時間。 

 
圖 11 MN 移動模型時序圖 

假設 MN 在一次服務的總服務時間中總共

移動了 k 個 MAG domains。MN 在 MAGi 
domain 停留時間 TMi為 Gamma 分佈且期望值

E(TMi) = 1 / λm和變異數為ν。隨機變數 TMi經

過 Laplace 轉換後得到 

푓∗ (s) =
훾λ

푠 + 훾λ
 

其中γ = (1/νλ ) 
如果總服務時間 Ts 為指數分佈且期望值

E(Ts) = 1 / λs，則定義ρ為 service-to-mobility 
ratio，表示為服務頻率除以移動頻率，因此ρ=
λs /λm = E(TMi) / E(Ts) 。MN 在總服務時間內

經過 k 個 MAG domain 機率[10]為 

α(k) =	

⎩
⎪
⎨

⎪
⎧ 1 −

1
ρ
	 1 − 푓∗ λ 	 , 푖푓	푘 = 0

1
ρ

1 − 푓∗ λ 푓∗ λ 	 , 푖푓	푘 > 0
 

因此在總服務時間經過的平均 MAG 
domain 個數為 

ℎ = 푘α(k) 

假設在 MAG domain 內的 Binding Cache 
request 次數為 Rn，最後 Binding Cache request
成本計算為퐶 = ℎ × 푅  

我們假設參數 Ts 為 3600s、TMi 起始值為

90s、ν為10/λ 、Rn為 4～8 次。可以計算出

Binding Cache Request成本(CB)的結果如圖12，
從圖中我們發現隨著ρ值的提升 Binding 
Cache Request 成本下降，而 Rn值越低成本也

越低。表示在同樣服務時間下，MN 的移動速

度越小，ρ值越大，CB將大幅減少。反之移動

速率越大，ρ值越小，CB 將大幅增加。而 Rn

值越大，即 MN 在同一 MAG domain 下所做之

Binding Cache Request 次數越多，對高速之 MN
而言其成本增加越明顯。 

 
圖 12 Binding Cache Request 成本分析 

5. 結論 
本論文提出一種 PMIPv6-FND 架構，使得

本來在無線網路中移動節點無法有效區分鄰

近移動節點的問題得以解決。 
並且進一步分析 PMIPv6-FND 的性能，發

現PMIPv6-FND訊息量不隨移動節點數量而增

加。在註冊程序時，MAG 到 LMA 之間的延遲

以及 LMA 與 MAG 到 AAA server 之間的延遲

對整個系統延遲影響較大。在換手程序時MAG
到 LMA 之間的延遲對整個系統延遲影響較大。

也發現移動速率越大對整個系統的延遲影響

也會增大。而 Binding Cache Request 成本隨著

service-to-mobility 提升以及 Binding Cache 
request 次數減少而降低。 

智慧城市中的分散式智慧型運輸系統使用

PMIPv6-FND 架構後使得移動節點換手/註冊

時可以快速找出鄰近的移動節點，讓智慧城市

交通的資訊服務可以提供即時區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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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FDMA has been adopted for the uplink 
transmission scheme in LTE-A. Although SC-
FDMA is an attractive technology to provide 
improvements in wireless transmission 
systems, peak-to-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of SC-FDMA signals will be raised while the 
modulation order is higher.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PAPR reduction 
scheme used in SC-FDMA systems by 
combining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CES) with selective mapping (SLM). This 
paper uses the 16-QAM constellation points or 
the 16-QAM extend constellation points for 
the phase factors in SLM scheme, where the 
content of phase factors is decided by using 
the codewords of cyclic cod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uses 16-QAM block coded modulation 
(BCM) codes for the channel coding of SC-
FDMA system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tter PAPR reduction 
than the SC-FDMA systems.    
 
Keywords—SC-FDMA, PAPR, CES, SLM, 
Cyclic Codes and Block coded Modulation codes 
 

1. INTRODUCTION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C-FDMA), which has been adopted for the 
LTE uplink, is a novel method of radio 
transmission used in future cellular systems [1-2]. 
SC-FDMA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difi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OFDMA) and has similar throughput as 
OFDMA. In the SC-FDMA transmitters, the 
symbols are transmitted by using different 
orthogonal subcarrie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FDMA and SC-FDMA is that an OFDMA 
signal is generated through IFFT transform and a 
SC-FDMA signal is generated through fast 
Fourier transforms (FFT) and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s (IFFT). In addition, the SC-FDMA 
systems have better peak-to-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reduction than the OFDMA systems. 
Although the SC-FDMA systems have many 
advantages, PAPR of SC-FDMA signals will be 
raised while the modulation order is higher. 
Therefore, to reduce PAPR of SC-FDMA 
systems is an active research topic [3-4].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PAPR reduction method 
applied in SC-FDMA systems by combining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CES) [5] with 
selective mapping (SLM)[6]. Moreover, to 
improve the error correction cap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his paper combines 16-QAM 
block coded modulation (BCM) [7] codes with 
the proposed method.  
  

2. BACKGROUND 

2.1. SC-FDMA SIGNALS AND PAPR 

Fig. 1(a) shows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SC-
FDMA transmitter. Let the input 
symbols  1 2, , , Ma a aa   be the M-ary PSK 

symbols or M-ary QAM symbols.  The frequency 
domain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put sysmbols a, 

kX , is generated through M-point FFT can be 
written as  

21

0

ikM j
M

k i
i

X a e
 



  ，  0,1, , 1k M  .    (1) 

Then, the time domian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gnal kX , pX , is generated through N-point 

IFFT can be written a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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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espression of pX  is defin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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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a)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SC-FDMA transmitter;  
   (b) the subcarrier mapping of LFDMA sche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PAPR is used for evaluating the power 

efficiency of the high power amplifier in the 
transmitters.  However, high PAPR results in  
the nonlinear distortion and increasing the 
complexity of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The 
PAPR of SC-FDMA signal x can be defined as  

 
2

0 1
10

max
PAPR 10log

s
s N

av

x
x

P
  

 
 
 
 

,          (4)            

where avP  is the average power of the SC-FDMA 

signal. The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CDF)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PAPR reduct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CCDF of  PAPR can be defined 
as 

   0CCDF rPAPR P PAPR PAPR  .  

2.2. SELECTIVE MAPPING 
Selective mapping (SLM) and partial transmit 

sequence (PTS) are the two of PAPR reduction 
schemes. SLM has better PAPR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PTS while the number of 
candidate sequences is the same. However, SLM 
needs more IFFT operations than PTS. Both 
SLM and PTS need to transmit the side 

information for recovering the information in 
receiver.  

Fig. 2 shows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SLM 
technique. In SLM scheme, each input data block 

      0 , 1 , , 1X X X X m   multiplied by m 

different phase sequences  

              0 , 1 , , 1i i i ib b b b m  , 

 0,1,2, , ,i m  is to generate the candidate 
signals as  

   

                 0 0 , , 1 1

i i

i i

X X b

X b X m b m

 

  
, 

 0,1,2, , .i m   The SC-FDMA signal with the 
SLM scheme can be generated by transforming 
each candidate signal through two orthogonal 
transforms, where two orthogonal transforms are  
the M-point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and  the 
N-point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IFFT). 
The expression of the SC-FDMA signal with the 
SLM scheme can be written as  

     

            
1

    0 , 1 , , 1 ,

i i
N M

i i i

x F GF X

x x x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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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block diagram of SLM scheme. 

 

 
Fig. 3  (a) an original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b) an extended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ere G is the method of subcarrier 
allocation  and  iX  has the lowest PAPR 
compared with other  (m-1) candidate signals. 

2.3.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The bit-to-symbol mapp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guaranteeing that maximize the minimum 
Euclidean distance between the adjacent points in 
the 16-QAM constellation. The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CES) can be associated that 
combine the bit-to-symbol mapping with the 
PAPR reduction method. First, a lot of candidate 
sequences of CES are generated by extending the 
constellation points. Then, CES selects the one 
with minimum PAPR from these candidate 
sequences as the transmitted sequence. An 
example of the 16-QAM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Let the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be showed in Fig. 3 (a) and 
their extended constellation scheme be showed in 
Fig. 3 (b). Assume that the input digital data is 
{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Then, 
the input digital data is modulated as {-3+j, -1+j, 
1+j, 3+j} by using 16-QAM modulation. With 

the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the input 
digital data turns into four candidate signals 
written as  
1. {-3+j, -1+j, 1+j, 3+j}; 
2. {5+j, -1+j, 1+j, 3+j}; 
3. {-3+j, -1+j, 1+j, -5+j}; 
4. {5+j, -1+j, 1+j, -5+j}. 
Finally, the lowest PAPR is selected as the 
transmitted signal from these four candidate 
signals.    

3.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SIMULATION RESULTS 

Fig.4 shows the block diagram of SC-FDMA 
with the proposed method. First, this paper uses 
four Reed-Muller codes to encode the input data 
into the 16-QAM codewords. This paper also 
considers two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of CES, 
where each configuration has 8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s in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The codewords of cyclic code [7] 
are to decides that the 16-QAM symbol to be 
extended or not. More precisely, the original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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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proposed method. 
 

 
Fig. 5 Two proposed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of CE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bol is invariable while the content of codeword 
is 0. The original symbol is modulated  as the 
extend symbol while the content of cyclic 
codeword is 1. Finally, the lowest PAPR of the 
sequence is selected from these candidate sign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based on {RM(0,7), 
RM(1,7), RM(2,7), RM(3,7)} as the encoder of 
channel coding, where these codewords are 
modulated into the 16-QAM symbols. 
Subcarriers mapping is to use the localized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access 
(LFDMA).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different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s shown in Fig.5  
to improve the PAPR performance of SC-FDMA 
systems, where the number of extended 
constellation points of each CES is 8.  
   This paper assessed efficient with this two 
scheme, the original SC-FDMA, SC-FDAM with 
RM and the propose scheme without the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s. Fig. 6 shows a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SC-FDMA, the SC-
FDMA with RM, the propose scheme without the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and the propose 
scheme (a). The values of PAPR for above-
mentioned four schemes with CCDF of 410 are 
9.2dB, 11dB, 7.1dB and 6.8dB. The propose 
scheme, RM-CE-SLM is distinct improve PAPR 
than the SC-FDMA. We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SC-FDMA, the SC-FDMA with RM, the 
propose scheme without the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and the propose scheme (b), 
the value of PAPR for for above-mentioned four 
schemes with CCDF of 410 are 9.2dB, 11dB, 
7.1dB and 6.8dB, respectively as shown in Fig.6.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RM-CE-SLM scheme, 
both improve PAPR distinct than the original SC-
FDMA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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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S 

   This paper has proposed a modified SLM 
scheme which uses the constellation points of 16-
QAM CES for the phase factors and the 
codeword of cyclic codes for the selection of 
phase factors. Moreover, this paper uses 16-
QAM BCM codes to improve the error correction 
cap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Simulation 
result has shown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better PAPR reduction than the SC-FDMA and 
SC-FDMA with RM or RM-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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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A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SC-FDMA, the SC-FDMA 

with RM, the propose scheme without the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and the propose sche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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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M, the propose scheme without the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and the propose schem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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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可見光通訊技術於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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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見光通訊技術能夠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能結合科技與產業，進行多方面的

產業開發，又與傳統照明方式相比，白光 

發光二極體功率消耗更低、壽命更長、工

作電壓更低、發熱更少、尺寸更小、更加

耐潮濕。更重要的是，發光二極體具有高

速點滅的發光響應特性，發光二極體因高

速點滅以至於人眼無法辨識，從而利用這

個特性來進行無線傳輸數據[1]。可見光

通訊讓照明的情況下也能傳送訊息，不需

再靠其他通訊設備來傳輸，這能實現未來

的無線傳輸模式。這樣的方式便稱為發光

二 極 體 可 見 光 通 訊 （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VLC）。 

    本論文「應用可見光通訊技術於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之開發研究」不僅能有效的

利用可見光通訊傳輸資料的優點，更可以

智能監控室內之空氣品質，使其節省能源

並且達到室內空氣良好之優勢。 

關鍵字:可見光通訊、空氣品質、發光二

極體、節能、無線傳輸。 

Abstract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energy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in various aspect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mitting LED(Light Emitting 

Diode) with high-speed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points off, LED high-speed 

point off because the human eye can 

not recognize that,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feature for wireless 

transmission of data [1]. This way it is 

called L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VLC). 

     In this pap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indoor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not 

only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ut also 

can monitor the indoor air quality of 

intelligence to save energy and achieve 

good indoor air of superiority. 

Keyword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air quality, light-emitting diodes, energy, 

wireless transmission. 

1.概述 

1.1 前言 

    如光通訊已非比昔日，隨著科技不斷

的進步，光通訊已經在現今隨處可見，而 

光通訊模組依照訊號接收模式不同可分

為兩大主軸：分別為已發展成熟的光纖通

訊和發展中的可見光通訊。其中，光纖通

訊主要是可以將大量資料快速地傳送較

遠的距離，但由於傳輸距離較遠，光纖內

累積的色散漢光損耗會影響信號品質，且

訊號傳輸時電光轉換過程引入的信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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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程度和額外雜訊也會影響訊號品質[2]。

而可見光通訊系統同樣是利用光纖骨幹

架構作為遠距離的訊號傳輸，然而當訊號

傳遞至建築物內部時，可透過室內燈源傳

遞訊號，當電腦上裝設有相對應的接收器，

則可實現一個無線網路的空間，並整合了

照明與傳輸的功能。 

照明用 LED單位亮度的製作成本逐年

地減少，再加上 LED本身的節省能源效益

及使用時間較長等優勢，未來如政府能施

政與產業進行合作，進行大規模改制，如

台北 WIFI 與可見光進行結合，就可以在

有光線下的地方進行 WIFI 上網，節省了

架設基地台的經費與能源的浪費，這使得

LED 未來將會成為室內外最主要的照明燈

具。 

1.2 研究動機 

    可見光通訊最早是在 2000 年日本的

中川研究室等人對基於白光的可見光通

訊進行了初步的數學計算和仿真計算，分

析了白光作為室內照明和通訊光源的可

能性，如今我國在網路速率上遠遠落後比

鄰的日、韓等國，長久以來，國家對外的

競爭力必定大大的受到影響。另一方面，

現今建築物內部的無線網路為了提升品

質，在網路傳輸中必定加裝俗稱強波器之

小型基地台，不僅僅造成室內空間占用與

不美觀，在長時間發射電磁波中必定會對

人體造成一定量的損害，這些疑慮就是我

們常說的電磁波環境影響評估[3]。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給予人們便利

與快速，但與之帶來的卻是環境的迫害與

污染，所以現今「節能」已經成為了科技

進步的附帶條件，可見光通訊結合了照明

與數據傳輸的功能，並且大幅度的降低多

餘的浪費。 

 

 

1.3 研究目的與方法 

    如從無線光通訊跟無線通訊比較，會

發現無線光通訊的優點較多。圖 1.1為電

磁頻譜分布圖，可見光僅占 380nm~780nm

的波段，但是因為是人眼的可見範圍，所

以有著極大的應用範圍，一般來說無線通

訊的基地台都是操作波長較長的電磁波，

並以高功率向四面八方射出信號，因此人

此常暴露在電磁波下可能有傷害，但光通

訊並不會有電磁波的問題，並且擁有了光

波的優勢[2]。 

   諸多參考研究後，便決定著手研究可

見光通訊與空氣品質相關性，其中包含了

三個感測器、兩個主要硬體以及兩個單晶

片。將感測器輸出的類比電壓經過 AD 轉

換完後，透過可見光通訊進行傳輸，並於

可見光接收端結合單晶片去判斷是否空

氣品質不佳，如是便進行相關措施以改善

空氣品質。 

 

圖 1-1電磁頻譜分布圖[4] 

2.文獻探討與設備簡介 

2.1  台灣科技大學光電研究所廖顯奎教

授之研究團體提出利用藍光做可見光通

訊的光源[5]。如利用白光做光源傳送數

據時，傳輸速率被侷限在 3Mbits/s，所以

改用其他顏色當光源，並發現使用單色光

藍光作為光源時，在傳輸距離為 2.5M 的

時候傳輸速度可達到 7Mbit/s，原理為一

樣用白光二極體進行傳送數據，但在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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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接收器前多加裝藍光濾波器，讓接收器

只接收到藍光的訊號。 

    本論文若與之加裝藍光濾波器便可

將其傳輸距離更加的大幅提升，並且降低

傳輸距離無法拉長之缺點。 

2.2 浙江理工大學土木工程與建築學院

提出了室內空品質主要汙染源來至於住

宅中的裝潢、建材和各種家具。[6] 

這些汙染物就算是相同材質但在不同的

溫濕度下變質的時間也會跟著不同，想要

提高空氣品質，可以把窗戶打開。但如室

外空氣品質不佳，應於室內加裝空氣品質

淨化設備。 

     本論文於室內測試空氣品質，並詳

讀此論文後發現室內空品質主汙染源來

至於裝潢、建材和家具，並且隨著溫濕度

下變質的時間會不同，所以接收段上接收

的空氣品質淨化設備也可以與之調整，來

達到更好的節能效果。 

2.3 設備簡介 

2.3.1溫溼度感測器(DHT11) 

DHT11 數字溫溼度感測器是一款含有

校準數字信號輸出的溫溼度複合感測器。

它應用專用的數位模組採集技術和溫濕

度傳感技術，確保產品具有極高的可靠性

與穩定性。 

2.3.2 瓦斯感測器(TGS813) 

TGS813 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錫燒結

體。當吸附還原性氣體（例如液化氣、天

然氣、氫氣、一氧化碳、有機溶劑蒸氣等）

時，電導率上升。當恢復到清潔空氣中時，

電導率恢復。TGS 感測器就是將這種電導

率變化，以輸出電壓的方式取出，從而檢

測出氣體的濃度。 

2.3.3 煙霧感測器(MQ-2) 

MQ-2 氣體感測器在家庭和工業中主

要用於檢測氣體是否洩漏，他能夠檢測甲

烷、乙烷、昇丁烷、酒精、氫氣、煙霧等。 

2.3.4 光耦合器(PC817) 

PC817 光電耦合元件是以光作為媒

體來傳輸電信號的一組裝置，其功能是平

時維持電信號輸入、輸出間有良好的隔離

作用，需要時可以使電信號通過隔離層的

傳送方式。 光電耦合元件，亦稱光耦合

器、光隔離器以及光電隔離器，簡稱光

耦。 

 

2.3.5  固態繼電器(DP3-054) 

固態繼電器是由半導體控制負載流

經固態開關的無接點繼電器，經內部控制

電路觸發輸出端的矽控整流器或雙向矽

控整流器進而導通負載電流，因此可以接

受低壓直流或交流信號輸入之後，進而導

通高壓、高功率之輸出電流，具隔離輸出

入及控制高功率輸出電流之效果。 

3.系統硬體架構 

3.1 硬體系統架構   

本 系 統 架 構 如 圖 3-1 ， 採 用

C8051F340進行 AD轉換，並且使用可見

光通訊來進行傳輸資料，傳輸送給 89S51

進行判斷，室內空氣品質是否不佳，如不

佳便啟動風扇。在 C8051F340 方面結合了

溫溼度感應 (DHT)、瓦斯感測器 (Gas 

Sensor)、煙霧感測器(Smok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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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硬體系統架構 

C8051F340 為 Silicon Labs 的微處理

器產品，開發板本身已將所有腳位拉出至

板子兩側，方便使用者開發使用，並且板

子上內建了兩顆 LED、兩顆按鍵、一個串

列埠、一個 USB 埠(連接至 F340 的 USB

腳位上 )以及開發板後面內建了一個

MICRO SD卡座，使用者都可拿來做一些

相關應用。 

在過去 AT89C51 的性能相對於 8051 

已經算是非常優越的了。不過 89C51最致

命的缺陷在於不支援 ISP（線上更新程式）

功能。89S51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取代

89C51 的。如今 89S51為各大學校使用的

教學單晶片。  

因此單晶片為價格便宜，並且功能完

善能配合此研究進行判斷，故使用此單晶

片。 

3.2  可見光通訊 

可見光通訊的架構，大致可分為兩大

部分，分別為可見光發射器(如圖 3-2)和

可見光接收器(如圖 3-3)，以下為對兩個

部分分別的介紹: 

3.2.1 可見光發射器 

訊號透過 PC817輸入給電晶體進行放

大，傳送給 LED進行發射光線，並在電晶

體 C極上接上示波器觀察輸出波形。 

此發射電路交流分析過後可得知: 

1.電壓增益         

2.電流增益           

 

圖 3-2可見光發射電路 

3.2.2  可見光接收器 

以下將對可見光接收器（如圖 3-3），分成

二個部份做分析，第一是可見光接收電路

（如圖 3-4），第二是反向放大器電路（如

圖 3-5） 

 

圖 3-3可見光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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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見光接收電路 

 
圖 3-4可見光接收電路 

1. 當 LED 的光源未照射到光電二極體

時： 

 光電二極體形成逆偏，電阻值相當大，

光電二極體處於穩定狀態，可視為開路

(如圖 3-5)，因此沒有任何訊號進入

OPA(Operational Amplify)的兩輸入端，於

是 OPA的輸出端  為 0V。 

 
圖 3-5當 LED的光源未照射到光電二極體

時的等效電路圖 

2.而當光線照射到光電二極體時： 

 當光線照射到光電二極體的空乏區

時，所產生之電子電洞對由於受到相反的

電力，致使電子電洞分開，個別進入 n型

及 p型中性區，形成光電流，可視為開關

導通（如圖 3-6）： 

 

 

圖 3-6：當 LED的光源照射到光電二極體

時的等效電路圖 

二.反向放大器電路： 

 將上一級接收到的交流訊號，經由反

向放大器 1（如圖 3-7）及反向放大器 2

（如圖 3-8）將訊號放大後輸出。 

 

圖 3-7：反向放大器 1電路圖 

反向放大器 1經過交流分析計算後得 

電壓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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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反向放大器 2電路圖 

 反向放大器 2經過交流分析計算後得 

電壓增益       

3.3程式流程圖 

   本程式完成了利用感測器接收數

據並且經過單晶片進行 AD轉換完後，

再透過可見光發射器進行傳輸資料，

可見光接收端接收數據後再經由單晶

片判斷濃度是否過高，如是開啟風扇，

如否關閉風扇。 

 

圖 3-9：程式流程圖 

 

4.實驗成果 

利用三個感測器利用 C8051F340開發

版進行 AD 轉換後由 PC817 做升壓，並傳

送給可見光發射器，可見光接收器接收後

交由 OPA進行放大，再由 PC817降壓後給

89S51進行判斷。 

此實驗在當時相對濕度為 67%，溫度

為 26.5℃時進行測量數據，並由早上 10

點測量至下午 3點 

4.1  成品圖 

   為驗證以上的電路正確無誤，本論文

將以上電路實際製作成品並測試。於系統

開發初期，為了便於修改故使用麵包版進

行實作。並於確定電路動作無誤後，於萬

能板實際完成電路(如圖 4-1)。此外為驗

證本系統的效果，將實際針對一密閉空間

進行測試。 

 

圖 4-1成品圖 

4.2  溫度控制 

實驗室測量當時相對溼度為67%，黃

色線是設定的溫度基準線27℃；當室溫高

於設定值，電風扇啟動，低於預設值時，

電風扇就會自動關閉。藉由本系統，不僅

能維持室內溫度，更能有效的達到節能功

能 (11:30-13:00溫度過高風扇才會運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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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溫度控制 

4.3  濕度控制 

實驗室測量當時相對溼度為67%，黃

色線是設定的濕度基準65℃；當室內溼度

高於設定值，電風扇啟動，低於預設值時，

電風扇就會自動關閉。藉由本系統，不僅

能維持室內濕度，更能有效的達到節能功

能(11:30-13:00、13:20-13:50濕度過高

風扇才會運轉)。 

 

圖 4-3濕度控制 

4.4   煙霧監控 

在實驗室中點燃線香後，運用線香燃

燒過後的氣體進行煙霧的監控，確保在有

煙霧的環境下風扇可以驅動，並運用示波

器觀察感測器輸出電壓的變化。 

 
圖 4-4一般室內下無煙霧輸出電壓 

 

圖 4-5一般室內下有煙霧輸出電壓 

4.5   瓦斯監控 

在實驗室中利用打火機內部的瓦斯進

行監控，確保在有瓦斯的環境下風扇可以

驅動，並運用示波器觀察感測器輸出電壓

的變化 

 

圖 4-6一般室內下無瓦斯輸出電壓 

 

圖 4-7一般室內下有瓦斯輸出電壓 

5.結論與未來展望 

1.1 結論 

經過整個研究結果，並且詳加參考

諸多資料後，我們發現可見光通訊有幾個

優越於其他無線通訊之優點。 

1.高能源效率 

他並不會像無線傳輸需要消耗功率，

可見光傳輸的功率就是 LED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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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電磁波干擾 

可見光通訊不會產生電磁波干擾，也

從可運用在飛機、醫院等地方 

3.開發新頻譜 

可見光並不佔有現在的通訊頻譜，而

是利用新的可見光頻譜傳輸資料 

4.安全性 

只要沒有光線的地方，就無法接收資

料，資料被竊盜率大幅度降低。 

不過可見光通信也有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傳輸距離目前無法大幅度拉長，傳輸

端與接收端必須是光線能達到的地方，因

為這樣的限制，造成他不像現在的無線通

訊一樣，被廣泛地運用[7]。 

1.2 未來展望 

如今網路 E世代，任何 3C產品都會

有進行網路連接的功能，在我們現代的生

活網路是息息相關的，未來中如可見光通

訊能搭配 WIFI 進行使用，讓在擁有光線

下的任何 3C設備進行連接 WIFI上網不僅

能減少成本，更增加了便利性。(如圖 5-1)

目前無線網路使用 Wi-Fi，它必須依賴於

網路電纜和接取點，但未來的系統可以利

用現有的有線基礎設備將數據傳送至 LED

燈，以實現可見光通訊的特點[8]。 

 

圖 5-1未來可見光通訊與 WIFI搭配[8] 

     在室內空氣品質逐漸被注重的時代，

多感測器的環境偵測也變得更為重要，如

果未來中室內空氣品質相關的數據與資

料能透過可見光進行傳輸，並且接收端改

為空氣濾淨器或冷氣機等改善空氣品質

之設備，那會創造更節能的空氣品質改善

之消耗能源，以達到不僅淨化空氣品質還

能更環保減少消耗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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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PGA 設計突發錯誤編碼之 Meggitt 解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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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探討了突發錯誤循環碼編碼器與解碼

器在 FPGA 實現下的性能。由於解碼器的解碼

時間是編碼器的兩倍，所以我們特別設計了握

手控制電路來協調資料傳遞的問題。我們特別

以可糾正 3 個位元突發錯誤的(15,9)循環碼作

為實現與驗證的範例，這設計可以很容易的擴

展到任意多項式的循環碼。解碼器的架構是採

用 Meggitt 解碼器。測試電路則是利用偽隨機

電路產生器來隨機產生錯誤位置與錯誤內容。 

 

關鍵詞：循環碼、FPGA、突發錯誤、Meggitt

解碼器、偽隨機產生器 

1. 前言  

近十餘年來，數位通訊幾乎全面的取代了

類比通訊，這使得數位通訊的各種訊號處理模

組已變成了電子系統中的基本元件。如圖 1 所

示，為數位通訊系統方塊圖。 

 

壓縮編碼
錯誤

更正編碼

傳輸通道

錯誤
更正解碼

壓縮解碼訊源輸出

訊源輸入 數位調變

數位解調

提高可靠度
降低錯誤率
之編碼處理

雜訊

干擾

 
圖 1 數位通訊系統方塊圖 

 

首先，讓資料傳輸前先經過邊碼器，傳出

來的資料除了原始的資料之外，又加了一些多

餘的資料，當經過通道以後不論是原始的資料

或是多餘的資料都可能會有錯，這時傳輸到解

碼器就可以把錯誤的東西修正回來，這就是錯

誤更正碼的理念[1][2]。 

2. 循環碼理論基礎 

循環碼是線性分組碼中的一種，它的碼字

(Codeword)具有循環性。循環碼的編碼和解碼

架構易於實現的特點[1][3]。 

 

循環碼的多項式 

   設碼的長度為 n 的循環碼為 

      0 1 2 3 1, , , ,........., nC C C C C C      (1) 

將碼表示成以下多項式為 

 2 1

0 1 2 1( ) ....... n

nC x C C x C x C x 

      (2) 

若向右位移 i 個位置，其結果為        
( )

1 1 0 1 1( , ,.., , , ,.. )i

n i n i n n iC C C C C C C        (3) 

向右位移 i 個位置，其多項式表示為 
( ) 1

1 1

1 n-1

0 1 n-i-1

( ) .....

               +.....+C

i i

n i n i n

i i

C x C C x C x

C x C x x



   



    


   (4) 

碼字與碼的多項式一一對應，每向右位移一個

單位，各次項就會產生不同的係數，這種多項

式中， x 表示碼字位置的標記，這稱為碼的多

項式。 

( , )n k 循環碼的生成多項式為以如下表示 
1

1 1 0( ) .....n k n k

n k n kg x g x g x g x g  

        

若循環碼的所有碼字多項式都是一個次數最

低非零首項多項式 ( )g x 的倍式，稱 ( )g x 為碼的

生成多項式，其中 ( )g x 為能整除 1nx  的多項

式[1][4]。次數低於 n 並能被 ( )g x 整除的多項

式就構成一個 ( , )n k 循環碼字多項式。也就是

說，次數小於 1n  且能被 ( )g x 整除的多項式都

是循環碼可用的碼字。 

 

循環碼編碼 

在進行編碼時，首先需要根據給定循環碼

的參數來確定生成多項式 ( )g x ，也就是從

1nx  的因式選擇一個 ( , )n k 次多項式作為

( )g x ，然後，利用循環碼的特點，使所有循環

碼 多 項 式 ( )m x 都 可 以 被 ( )g x 整 除 。 

 

產生循環碼的方式很多，但系統碼的方法

最為常用，因為當誤碼率很低，不需要更正錯

誤時，系統碼不須解碼就可獲得訊息，而其他

編碼方式則否，所以我們針對系統碼來研究。

產生 ( , )n k 系統循環碼的方式如下：令 ( )m x 表

示訊息的多項式，次數必須小於 k，所以

( )n kx m x 的次數一定小於 n，大於 1n k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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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kx m x 除以 ( )g x ，可得到餘數 ( )r x ，而 ( )r x

的次數小於 ( )n k ，將 ( )r x 加上訊息碼後作同

位查核，就可以得到循環碼編碼，碼字的多項

式表示為: 

          ( ) ( ) ( )n kC x x m x r x         (5) 

根據上面的討論結果，得到(15,9)循環碼編

碼的流程圖如圖 2 所示。循環碼編碼器架構圖

如下圖 3 所示。 
( )m x

( )n kx m x

( )
( )

( )

n kx m x
r x

g x





                                                            ( ) ( ) ( )n kc x x m x r x 

輸入訊息

計算餘式

得到餘式
輸出

 
圖 2 循環碼編碼流程圖 

 

1

01

0

0g
1g

2g 1n kg   n kg 

clk

reset

message Codeword

1' 0b

 
圖 3 循環碼編碼器架構圖 

徵狀之檢查及錯誤偵測 

在循環碼進入解碼器之前，首先要先計算

徵狀(Syndrome)，它是碼多項式為 ( )C x 除以生

成多項式 g(x)的餘式。假設經由編碼器送出的

碼的多項式為 ( )C x ，而接收端收到的碼的多項

式為 ( )R x ，由於受到通道雜訊的影響，接受到

碼的多項式 ( )R x 可能會與傳送之碼字不一

樣。如下圖 4 所示。 

 

Codeword

Noise

Receive

 
圖 4 通道雜訊影響示意圖 

 

若計算結果徵狀值為零，則解碼器就認定

r 為正確的碼字，沒有錯誤產生，相反的，若

計算結果徵狀值不為零， ( )R x 就不是個碼字，

因此就可以偵測到錯誤的產生，可表示為 

  

   ( ) ( ) ( )R x C x E x            (6) 

 

 ( ) ( )mod ( )S x R x g x         (7) 

其中 

 
( ) ( )  ( ) ( )  ( ) 

         = ( )  ( )

S x R x mod g x E x mod g x

E x mod g x

 
  (8) 

 

(2)式的求餘電路架構如下圖 5 所示 

0g
1g

2g 1n kg   n kg 

clk

reset

( )R x

圖 5 徵狀計算電路 

 

突發錯誤 

所謂的突發錯誤就是接收碼字時發生許多

連續位元發生錯誤，而不是在位元獨立發生錯

誤。如下圖 6 所示。表示式如下 

0 1 2 1( , , ,........, )ne e e e e        (9)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送出

突發錯誤的長度

發生突發錯誤
被破壞的位元

7 bits

0 0 0 0 1 1 1 0 1 0 1 0 0 0 0 0

接收

 
圖 6 突發錯誤的形式 

 

然而在解碼器接收碼字之後如何知道突發

的長度為多少呢?根據接收的碼字中，從第一

個非零的位元到最後一個非零的位元總的位

元數稱為突發長度，一般用 b 表示。 

本篇論文所研究的突發錯誤，針對單個突

發突發錯誤循環碼設計。 

針對突發的長度，用 b 表示，對於 ( , )n k 的

循環碼更正所有長度 b 的突發錯誤，至少要

有 2b 個查核位元，即 

     2n k b             (10) 

此式稱為賴格爾限(Reiger Bound)，這是更

正長度 b 的突發錯誤所必須滿足的必要條

件。以更正 3 個錯誤的 (15,9) 碼為例，

15 9  6 = 3 2   等號成立為一個滿足條件的

最佳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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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ggitt 解碼器架構 

根據以上討論的結果，得到循環碼解碼的

流程圖如圖 7 所示，其對應的解碼器架構圖如

下圖 8 所示。它主要是利用移位暫存器而實現

除法電路計算徵狀，再經由偵測邏輯判別錯誤

位元，更正位元的資料[4]。但這種架構有個困

難，就是徵狀與錯誤的對應關係頗為複雜。以

可更正 3 個位元突發錯誤的(15,9)循環碼為

例，錯誤的種類數目為 3 個位元錯誤方式個數

乘以錯誤位置個數 4  15 60  ，這數字隨碼長

n 線性成長，對組合電路而言是很大的成本。 
 

( )r x

( )
( )

( )

r x
S x

g x


                                                            

接收碼字

計算徵狀

( ) 0S x 
是否錯誤

是

徵狀運算
對應的錯誤訊息

( ) ( ) ( )R x C x E x 更正

否

( ) ( )R x C x

判斷
是否有錯誤

錯誤訊息
更正

輸出
 

圖 7 循環碼解碼流程圖 

 

clk

reset

0g 1n kg   n kg 

0

1

Receive

1' 0b

1g

_ _Error pattern detect

Correction

 
圖 8 Meggitt 解碼器架構圖 

 

一般而言是利用 Meggitt 定理來解決這個

問題： 

若 ( ) ( )  ( ) S x E x mod g x 則 循 環 位 移
1'( ) ( )   j nE x E x x mod x  所對應的徵狀 '( )S x 是

'( ) ( )   ( )jS x S x x mod g x 。 

以 3 位元突發錯誤更正碼為例，若對 '( )E x

與 '( )S x 的循環求餘式過程可以同步進行則當
2

0 1 2'( ) ' ' 'E x E E x E x   時 0( '  0)E  ，

'( ) '( )S x E x ， 此 時 只 要 將 ' ( )E x 修 改 為

'( ) '( ) 0E x S x  即可使 error pattern 更正為 0。

這更正的時間點可以判斷如下：當 '( )S x 的最低

位元為 1 且次低 2 位元除外的其他位元皆為

0，則滿足更正條件，此時的 error_pattern 也正

好等於 '( )S x 。對於設計良好的碼，這種徵狀只

會對應到一種錯誤，所以我們不必擔心修改錯

誤。而對於長度為 n 的碼，經過 n 次循環一定

可以偵測到錯誤。圖 9 是根據 Meggitt 定理所

設計的解碼器架構。 

 

clk

reset

0g 1g 2g 3g 4g 5g 6g

0

1

Receive

1' 0b A

B

_1Switch

0

1
1' 0b

_ 2Switch

 
圖 9 突發錯誤更正之解碼器架構 

 

解碼步驟如下圖 10 所示 

 

將Switch_1輸入連接至"1",接收資

料傳輸至路徑A輸入至暫存器內部,

循環位移並計算徵狀值

將Switch_2輸入連接至"0",傳輸至

路徑B等待下方輸入至暫存器訊息

在每個循環起始將暫存器皆
清除為零

資料接收完畢
將Switch_1輸入連接至"0"

將Switch_2輸入連接至"1"

當A路徑中的暫存器最左邊的1個排列位

元皆為"1",而在暫存器最右邊的3個排

列位元皆為"0",此時可能會有錯誤發生

從B路徑中的移位暫存器資料與A路
徑中的暫存器作互斥或運算,更正錯

誤資料位元

循環位移至原本位置,由B路徑中的暫存器
資料,並列轉串列依序輸出

循環重複,處理下一筆資料
 

圖 10 突發錯誤更正之解碼流程圖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33 AIT / CEF 2015



4. 電路實現模擬結果 

本篇論文所使用之模擬軟體為 Altera 公司

所提供之 Quartus II，利用 Verilog 硬體描述語言

實現電路架構，最後以 FPGA 晶片驗證本系統的

性能。 

本篇論文提出的碼字的長度為(15,9)，針對

突發錯誤的更正長度為 3b  ，則生成多項式
6 5 3 2( ) 1g x x x x x x      ，針對選擇的多項

式以下編碼器與解碼器的性能分析及模擬。  

 

圖 11 所示，為本篇論文所提出的突發錯誤

之模組架構圖，總共分為 4 個模組，分述如下。 

 

_Random Generator

clk

reset
_G OREADY

Data

_oData enable

_iData enable

iData

_oData enable

Codeword

_Cyclic Encoder

iCLK

iRST

_E IREADY

_iData enable

iReceive

_ _Burst error Decoder

iCLK

iRST

_E OREADY

_G OREADY

_oSerial out

_ _1Random Generator

_ _ 2Random Generator

_Error Generate
[2 : 0]data

[3: 0]data

1[2 : 0]c

1[3: 0]d

3

4

_Error READY

 

_iData enable

 

_error pattern

_Error pattern

clk

reset

reset
clk

clk

reset

clk
reset

_oSerial out

 
圖 11 突發錯誤模組之 RTL 層級 

 

8.1 隨機訊號產生器測試 

如圖 12 所示，此模組為了測試資料的連續

循環，所以在編碼器輸入連續訊號，以達到處

理連續資料的驗證。當 G_OREADY 收到由解

碼器所發送的訊號，代表編碼器可接收一筆新

的資料，此時 oData_enable 傳送致能訊號給循

環編碼器，表示通知開始準備處理一筆新資

料。 

_Random Generator

clk

reset
_G OREADY

Data

_oData enable

 
圖 12  Random_Generator 模組 

 

循環編碼器架構實現 

如圖 13、14、15 所示，當 iData_enable 收

到前端隨機訊號產生器所發送的的致能訊

號，之後編碼器這邊會發送 oData_enable 的致

能訊號給解碼器通知準備開始動作。不過在輸

出上述控制信號之前，它必須先收到解碼器發

送的通知 E_IREADY 代表解碼器可以接收一

筆新的訊息。在模組內部，由 iData 接收前端

訊息，傳送至 Syndrome 暫存器循環位移計算

徵狀值計算結果，並與原訊息結合成碼字

(Codeword)輸出至解碼器。 

 

_iData enable

iData

_oData enable

Codeword

 

_Cyclic Encoder

iCLK

iRST

_E IREADY

 
圖 13 Cyclic_Encoder 模組 

 

Message Syndrome 

 
圖 14 循環編碼器_模擬波形圖 

 

Idle

Read

Tail

_ 0 / _ 0

                                  _ 0

iData enable E OREADY

oData enable

 



_ 1 / _ 0

                                 _ 1

iData enable E OREADY

oData enable

 



_ 0

5

E OREADY

Counter





_   1 / _  1

                                  8

E IREADY E OREADY

Counter

 



_   0 / _ 0E IREADY E OREADY   
圖 15 循環編碼器_狀態機 

 

突發錯誤之解碼器架構實現 

如圖 16 所示，當 iData_enable 收到前端循

環編器所發送的致能訊號，通知準備開始動

作，然而 Switch_1 連接至"1"，iReceive 接收傳

送的碼字，並傳送至暫存器如圖 9 中的 A、B

路徑中，當 A 路徑中的暫存器最左邊 1 位元為

"1"，而在最右邊的 3 個排列位元皆為"0"，

Burst_error 會為"1"，此時會有錯誤發生，並且

作錯誤更正，如下圖 17 所示 

 

_iData enable

iReceive

 

_ _Burst error Decoder

iCLK

iRST

_E OREADY

_G OREADY

_oSerial out

 
圖 16 突發錯誤解碼器模組 

 

突發錯誤更正

圖 17 錯誤更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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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完畢，循環位移至原本位置，將儲存至

暫存器中的資料，依序串列輸出。如下圖 18

所示。 

 

1 0 1 1 0 1 1 1 0 1 0 1 0 1 1

1 0 1 1 0 1 1 0 1 0 0 1 0 1 1

發生突發錯誤

還原串列輸出

圖 18 突發錯誤解碼器_模擬波形圖 

 

如下圖 19 所示，為突發錯誤解碼器控制

前端編碼器與隨機訊號產生器而衍生狀態

機。 

 

_D idle

_D read

_ 0 / _ 0iData enable D OREADY 

_ 1  

           /  

_ 0

iData enable

D OREADY





_ 1 

14

D OREADY

Counter





_G idle

_G read

_ 0 / _ 0iData enable G OREADY 

_ 1  

           /  

_ 0

iData enable

G OREADY





_ 1 

_ 44

G OREADY

data Counter





 
圖 19 突發錯誤解碼器_狀態機 

 

8.4 突發錯誤測試 

如圖 20 所示，此模組中包含了一組隨機訊

號產生器，利用隨機的特性，來決定錯誤起始

位置及錯誤資料，與編碼器發送的碼字作互斥

或運算產生突發錯誤，下圖 21、22、23、24

測試圖。 

此模組是產生突發錯誤，僅提供方便測

試，實際上並不會放入系統中應用。 

 

_ _1Random Generator

_ _ 2Random Generator

_Error Generate
[2 : 0]data

[3: 0]data

1[2 : 0]c
1[3: 0]d

3

4

_Error READY

 

_iData enable

 

clk

reset

_iData enable

 _Error READY

 

_error pattern

_Error pattern

clk

reset

reset
clk _error pattern

clk

reset

   
圖 20  Error_Pattern 測試模組 

 

錯誤更正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1 0 1 1 0 0 0 0 1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Codeword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Noise

1 1 0 1 1 0 0 0 0 1 0 0 0 1 0Codeword ^ Noise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Error_Correction

圖 21 突發錯誤為"011"測試 

 

錯誤更正

0 1 1 1 1 0 1 0 1 1 0 0 1 0 0Codeword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Noise

0 0 1 1 1 0 1 0 1 1 0 0 1 0 1Codeword ^ Noise

0 1 1 1 1 0 1 0 1 1 0 0 1 0 0Error_Correction

0 1 1 1 1 0 1 0 1 1 0 0 1 0 0

0 0 1 1 1 0 1 0 1 1 0 0 1 0 1

0 1 1 1 1 0 1 0 1 1 0 0 1 0 0

 
圖 22 突發錯誤為"101"測試 

 

錯誤更正

1 0 1 1 1 0 1 0 1 0 0 0 1 1 0Codeword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Noise

1 1 1 1 1 0 1 0 1 0 0 0 1 1 0Codeword ^ Noise

1 0 1 1 1 0 1 0 1 0 0 0 1 1 0Error_Correction

1 0 1 1 1 0 1 0 1 0 0 0 1 1 0

1 1 1 1 1 0 1 0 1 0 0 0 1 1 0

1 0 1 1 1 0 1 0 1 0 0 0 1 1 0

 
圖 23 突發錯誤為"100"測試 

 

錯誤更正

0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1Codeword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Noise

0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0 1Codeword ^ Noise

0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1Error_Correction

0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1

0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0 1

0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0 1

 
圖 24 突發錯誤為"111"測試 

5. FPGA 驗證 

為了進一步確認系統架構的正確性，我們

將合成檔燒錄至 FPGA，並外接邏輯分析儀來

觀看波形圖做 prototype 驗證，其結果如下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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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筆資料

循環編碼器輸出的碼字

發生突發錯誤，字元被破壞

發現字元錯誤

位置還原輸出

突發錯誤更正

圖 25  FPGA 驗證波形圖 

 

在此驗證中使用的合成軟體是，FPGA 

device為 DE2-70板測試，晶片型號為 Cyclone 

II EP2C70F896C6，使用時脈頻率為 50MHz，

下表 1、2 分別為編碼器與解碼器的 FPGA 

Compilation Report。 

 

表 1  Encoder of Utilization Summary 

Logic Utilization Used / Available 

Total logic elements 25 / 68416 

Total combinational 

functions 
23 / 68416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13 / 68416 

Total registers 13 

Total pins 8 / 622 

Clock Rate 50MHz 

 

表 2  Decoder of Utilization Summary 

Logic Utilization Used/Available 

Total logic elements 56/68416 

Total combinational 

functions 
46/68416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39/68416 

Total registers 39 

Total pins 10/622 

Clock Rate 50MHz 

 

10.結論 
本文提出了更正 3 位元突發錯誤的(15,9)

循環碼電路架構的設計，電路合成與模擬皆使

用 Altera Quartus II。除了模擬驗證設計的正確

性外，我們也利用 FPGA 驗證此電路可在

50MHz 的頻率下運作。以 Cyclone II 合成的

Meggitt 解碼器共使用了 59 個邏輯單元。 

目前只完成了循環編碼器與 Meggitt 解碼

器架構設計與測試，未來考慮利用 cell-based

的方式設計晶片以得到晶片面積與功耗等性

能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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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感測傳輸平台製作 

 

 

摘要 
過去數年來無線感測網路已成為監控各種

環境及物理現象等應用的主要技術，而且近年

來無線感測網路相關技術已發展日益成熟與

進步，並應用在如:醫療環境、工業應用、環境

監控等方面。 

本研究是利用無線感測傳輸來監控各項再

生能源的機具，首先是利用現成的 Arduino 套

件組合成所需的感測模組並測試相關功能，測

試完成後再自行擷取所需硬體電路重新Layout 

Arduino 板。本系統在感測模組間以 ZigBee 為

主要傳輸協定，透過 X-CTU將 Xbee 設定成一

個小型網路，藉由傳輸的協定讓資料可以透過

發送端的 Xbee 傳輸監測的各項數值到接收端

的 Xbee，再將接收端接收到的資料由 UI 介面

來呈現。 

關鍵詞： Arduino,Xbee,WSN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幾年由於綠能科技和微處理器的快速發

展讓綠能生活應用受到關注。而一個完整綠能

系統，必須整合網路和服務相關產業，並將其

融入綠能科技中，使未來的生活更節能、便

利、環境更舒適。 

目前在綠能科技系統的監測中被最常使

用到的網路技術為無線感測網路[1]。現今無線

感測網路使用的傳輸技術有許多種類，例如

IR-DA的紅外線[2]、ZigBee[3]、藍芽技術[4]、

Wi-Fi[5]、WiMAX[6]…等，其中因為 ZigBee

具有網路節點較多、安全性佳、即時性、耗能

低和成本低等優點，所以本次研究使用 Zigbee

通訊協定的 Xbee 模組作為我們監控各項數據

的節點。 

由於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裡可以用來生產

能源的資源充足且隨手可得，像是太陽光、

風…等，我們希望透過開發無線感測傳輸平台

把我們架設的感測器節點所收集到的溫度、風

速和日照等資訊進行監控分析，達到隨時掌握

各項能源數據的即時效果。 

1.2 研究動機和目的 

無線感測平台可以讓我們能有效利用及

監測太陽能和風速，一般的無線感測模組，按

照使用者的所需而定，單一種模組的費用從

7000 元~25000 元不等，使得產品如果要走客

製化路線和提升產品使用率相對來說就較為

困難而且開發成本會相對提高。對於一般要在

自己家裡架設的人來說，如果要架設一個無線

感測平台須付出龐大的費用，那將會是使用者

一個很大的負擔。再者當使用者需要加裝其它

的感測器進行擴充時，還需要再跟同一家公司

購買感測器，沒辦法自行裝設感測元件或向其

它公司購買感測器模組，變得擴充不容易。另

外當使用者需要變更一些監測內容或感測器

控制設定時，都必須透過該產品公司來幫使用

者進行變更設定，使得自己修改的權限不高。

綜合以上的原因，本研究希望可以開發一個成

本低、擴充容易和簡單的開發平台，讓無線感

測平台使用率可以提升。 

無線感測平台主要目的是要達到在任何

地方只要有電腦也能監控自己架設的無線感

測平台，而它也結合了自動控制和相關資訊工

程技術。無線感測平台的設備工具不僅包括電

腦和一些無線感測器，許多不同的感測器也可

以和不同的監測裝置結合。此外無線感測模組

還可以把接收到的數據透過網路進行傳輸到

個人的電腦裝置，讓使用者在掌控各項發電器

的資料，也可以在任何地方透過電腦裝置進行

遠程的控制，如風力發電的啟動、太陽能板的

受熱度、溫度等。 

目前無線感測網路可以使用許多種開發

平台， Yaoming 等人[1] 使用 TinyOS 為開發

平台完成以 ZigBee 為傳輸協定的無線感測網

路系統，TinyOS使用的函示庫和和應用程式都

是以 nesC語言，因此如果使用 TinyOS 開發無

線感測網路就必須使用 nesC 語言設計通訊協

定的方法，雖然 TinyOS 雖然編譯容易，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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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底層的設定並不簡單，沒辦法讓使用者快

速上手，造成開發的困難。此外由於 ZigBee

網路層採取較開放的作法，以至於不同的製造

廠商所生產的 ZigBee 感測模組無法相互溝

通，造成不同廠商製造模組間整合困難。在

Yoshiharu[7]的研究中，作者利用 Arduino 輕易

的開發出一個感測模組可提供環境監控用，但

在無線感測平台，僅有一個感測模組是不夠

的，因此如果能使用自行 Layout 的 Arduino板

加上各項感測器、控制設備變成無線感測模組

將資料收集起來傳輸到後端伺服器儲存，並且

能夠即時把資料顯示在 PC，會是一個比較完

整的無線感測平台，所以本研究使用 Arduino

開發平台，此平台開發容易上手並自行重新

Layout Arduino板搭配Xbee使用 802.15.4無線

網路傳輸資料，不僅成本低之外效果也跟

Arduino 板搭配 Zigbee 一樣，適合用來建置無

線感測平台。 

根據表 1.1[16]。可以看到在相同的硬體設

備和傳輸設備相同時，單一個模組 Arduino 板

搭配 Xbee最便宜。 

表 1.1 感測模組比較 

感測 

模組 

Arduino+ 

XBee 

瑞帝感測

模組 

長高感測

模組 

微控 

制器 

ATmega 

328P 

ATmega 

128L 
CC2530 

傳輸 

速率 
250Kbps 250Kbps 250Kbps 

開發 

語言 
C NesC C 

開發 

介面 
IDE Command IDE 

開發 

平台 
跨平台 跨平台 跨平台 

成本 <2000 1萬~2萬 8千~1萬 

擴充

性 
簡單 困難 普通 

2. 相關技術介紹 

現今無線感測網路使用的傳輸技術有

IR-DA紅外線、ZigBee、藍芽技術(Bluetooth)、

Wi-Fi、WiMAX 等，其中 ZigBee 跟 IR-DA 的

紅外線和藍芽技術比較起來，具有網路節點

多、安全可靠、即時性、耗能低和成本低等優

點，綜合以上的優缺點我們使用 ZigBee 當本系

統的無線傳輸。 

在硬體上無線感測器模組選用體積小、低

電壓且發射距離遠的 Xbee，根據 Xbee的資料

手冊顯示它的工作有效距離是 120m，但我們

實際測試在有障礙物的情況下到 15m 都還可

正常運作。 

開發無線感測網路平台除了無線感測模組

以外還需要控制模組，控制模組部份我們使用

Arduino，Arduino 在同一個開發平台上編譯和

燒錄，軟體介面化也做的比較容易讓新手上

手。以下將說明本系統使用到的軟體及硬體概

念與技術。 

2.1 WSN介紹 

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許多高性能的微型

感測設備技術和無線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已

經可以實現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以提供

使用者需要的資訊和服務。而為了實現這種環

境，把有線網路、無線網路、固定網路和移動

網路等多種網路互聯為一體，俗稱互聯網[8]。

利用互聯網特點可以將無線感測器和電腦間

相互連接溝通，進行資料的傳輸和智慧型控

制。無線感測網路目前使用的領域如表 2.1[16]

所示。 

表 2.1 無線感測網路應用 

應

用 
應用領域 

軍

事 

兵力、武器、軍需品等的監控及 

管理戰場監控敵軍或地形瞄準目標 

核攻擊、生化攻擊的感測和監控 

醫

療 

醫療遠端監控人的生理資料對醫院內患

者及醫生的追蹤及監控 

家

庭 
家庭自動化控制、家庭網路 

氣

象 

通過測量溫度或氣壓，觀測氣象資料及

預報洪水、颱風等災難 

環

境 

生態環境、水中生物和自然保護及 

防止山火監控和管理 

2.2 ZigBee介紹 

ZigBee 是一種近距離無線網路協定，主要

由 Honeywell 公司組成的 ZigBee Alliance 制

定，從 1998 年開始發展。底層是採用 IEEE 

802.15.4標準規範的媒體存取層與實體層[15]。 

主要的特性為低傳輸速率、低耗電、低成

本、支援大量網路節點、支援多種網路拓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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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複雜度、快速、可靠、安全[11]。缺點為傳

送的封包個數較小，需要設計或封包合併。 

2.3 Arduino介紹 

Arduino[12]是一塊以AVR為核心的微控制

器發展板，具有 bootloader 能夠燒入程式而不

需經過其他外部電路。由於開放原始碼，以及

使用 C語言開發環境，讓 Arduino 的周邊模組

以及應用迅速的成長。Arduino 讓初學者也能

透過 Arduino 很快熟悉感測器的控制方法和

電路的基本知識，即便你不是電子電機相關科

系的背景，也不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學習和了解

就能開始製作設計互動裝置[14]。 

2.4 Xbee介紹 

Xbee[13] 是由Digi公司根據 802.15.4所生

產的無線通訊模組，通訊頻段為 2.4GHz，而

Xbee 模組使用 IEEE 802.15.4 堆疊方式(以

ZigBee 為基礎)，傳輸方式可為點對點、點對

多點及 Broadcast。Xbee利用 serial port 與微控

制器或 PC通訊，可以使用 X-CTU軟體做參數

模式設定，也可以透過終端機的命令模式設定

[14]。 

3. 系統架構 

本節介紹兩部份，分別是系統架構及硬體

設備，本研究原本使用的是市售的 Arduino 模

組進行測試如圖 3.1，但是考量到成本以及空

間大小還有未來擴充性的關係於是本次研究

選擇自行 Layout與 Arduino+XBee有相同功能

的感測板如圖 3.2，經過測試後功能與 Arduino

測試後的功能完全一樣，這樣不僅僅可以省下

大幅的成本如表 3.1，在空間上 Arduino+XBee

需要疊到雙層而自行 Layout 感測板則不用如

圖 3.3，在空間上也佔優勢，綜合以上原因，

本研究之後以自行 Layout 的感測板為實驗的

主軸。 

 

表 3.1 感測模組價格比較 

現成 Arduino模組 自行 Layout 模組 

Arduino 板 NT$270 PCB板 NT$30 

Xbee NT$770 Xbee NT$770 

Xbee 轉板 NT$560 Atmega328 NT$110 

其它零件 NT$200 其他零件 NT$240 

總金額: 1800 總金額:1150 

 

圖 3.1 Arduino模組 

 

圖 3.2 自行 Layout模組 

 

圖 3.3 兩個模組空間上差異 

 

系統使用的技術主要包含三個部分 : 

1.Arduino:應用於控制和監測。 

2.Xbee:ZigBee 無線傳輸技術實現資料的傳輸

接收與發電器設備間的通訊。 

3.UI介面:將 Xbee 接收端接收到的資料藉由寫

出來的 UI介面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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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統架構 

整個系統架構如圖 3.4，最下方是溫度感測

模組如果需要擴充，則針對使用者的需求來增

設相對應的感測器，最大可以擴充到 65535 個

感測器模組，而感測模組每一個都搭配 Xbee，

感測模組透過 Xbee 進行資料傳輸，使用的是

IEEE 802.15.4的無線網路技術，而網路拓樸選

用星狀拓樸，因為容易擴充和單一設備故障時

不會影響整個網路運作。 

 

圖 3.4 整體架構 

3.2 硬體設備 

本研究所使用的硬體設備如表 3.1所示。系

統核心為 AVR 系列的 ATmega328，燒錄方法

可以使用 ISP或使用 Arduino-1.0.5軟體燒錄，

另外也提供 3.3V 和 5V 兩種電壓給使用者使

用。而使用者可以透過擴充板加裝我們想要監

測模組和通訊裝備，例如:溫溼度感測器、照度

感測器等。圖 3.5 為自行 Layout 的 PCB板。 

表 3.1 硬體設備 

設備名稱 數量 功能 

自製 Arduino 

ATmega328 
2 

微控制器板子，負

責資料的處理和運

算 

Xbee 3 
無線感測網路資料

傳送與接收 

Xbee 轉接板 1 
Xbee 接收的轉接

板 

溫度感測模組 2 監測太陽能板溫度 

 

 
圖 3.5 自行 Layout的 PCB板 

 
圖 3.6為 Xbee 通訊設備，主要的功能是做

無線傳輸，透過 Xbee 可以把 Arduino 監測的數

據傳送至接收端。 

 
 

圖 3.6 Xbee 

 
圖 3.7 為 18B20 溫度感測模組，主要的功

能是監測環境溫度，使我們可以知道目前太陽

能板的環境溫度。溫度感測模組搭配 Xbee 實

體圖如前節圖 3.2。 

 

 
 

圖 3.7 溫度感測器 18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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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與分析 

在本節，我們將實作出來的結果進行分

析，並且對其產生的結果進行探討。首先介紹

的是實際操作的結果，溫度的顯示畫面，此外

還有將收集到的資料經由 Xbee 傳送到後端的

電腦，並且顯示出所有監測到收集的值和時

間。接著，會對實驗的結果進行一些初步的分

析與探討。 

4.1 資料封包格式 

由於 ZigBee 並未定義網路層封包格式，目

前自行定義之封包格式如下: 

 

0 1 2~3 4~5 6 
FFH SN Sensor 

Number 

Sensor 

Data 

Checksum 

02H: Start byte (STX) 

SN: Sequence number:( one byte) 

Sensor Number:two byte 

Sensor Data: Two byte 

Checksum:: one byte 

4.2 實驗流程 

使用 X-CTU設定 Xbee 接收端的 SH及 SL

要等於Xbee發送端的DH及DL以及所有接收

發送端的 ID 都要一樣這樣系統才會知道他們

是一個小型網路，參考圖 4.1及圖 4.2。 

 

 
 

圖 4.1 使用 X-CTU設定發送端 Xbee 

 

 
 
圖 4.2使用 X-CTU設定接收端 Xbee 

 

設定Arduino+18B20及Xbee傳輸格式參考

4.1節封包格式，在 X-CTU上展示會收到各個

不同感測器 7Byte 的位置資料，如圖 4.3所示。 

 

 
 
圖 4.3 X-CTU收到 7Byte的數據 

 

最後整合所收到的數據透過 Visual Studio 

2010 所製作出來的 UI介面來展示(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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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整合所收到的數據透過 UI展示 

 

4.3 實驗結果 

 我們將感測器一設為面板溫度，感測器二

設為空氣溫度，為了證明溫度感測器能正確動

作，所以用手指觸摸感測器一(如圖 4.5)，這時

我們可以看到介面上的面板溫度有上升的趨

勢(如圖 4.6)但感測器二溫度依舊維持在室溫。 

 

 
 

圖 4.5 感測器實體圖一 

 

當溫度上升到一定的數值後可以發現到面

板溫度已經固定在接近人體體溫的溫度值，放

開手指後可以看到溫度漸漸下降。 

 

 
 

圖 4.6 感測器數據 

5. 結論與未來發展 

5.1 結論 

隨著人們生活科技水準的提高，相對人們

對生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是我們對電力的

需求也將越來越高，現在人們的生活型態重心

也逐漸轉移至綠能居家生活，綠能在市場商機

正快速成形。不論是各種環境的監控或是自動

控制家中的太陽能板、風力等設備，我們都需

要針對不同的功能取向以及研究取向，來進行

不同的模組元件配置。 

本研究設計一個無線感測平台，而 ZigBee

因為沒有定義應用層的封包格式，因此我們自

己在系統裡面定義應用層的封包格式，ZigBee

的定址空間為 0~65535，而我們目前使用了 3

個定址位置，未來要擴充感測器時，不用擔心

編號不足的問題。實驗結果也證實了本系統在

硬體設計上可以經由整合各式無線感測模組

進行客製化的製作，並且針對使用者所需要的

功能來進行開發組合，如圖 5.1 是模組客製化

流程。 

系統的軟體開發確實可以達到正確的資料

傳輸、環境監測，而環境監測的數值可以儲存

電腦上，使用者可以透過我們開發的視窗程式

介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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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客製化流程 

5.2 未來研究方向 

未來可針對本系統加入一些人工智慧的運

作進行研究，例如加入智慧型手機控制，把一

些無線感測平台設備控制寫成 Android APP，

也可嘗試使用 Coordinate 來進行資料的發送、

分析接收資料，再進一步可以將資料傳送上的

封包進行加密並且將封包加密進行一步的修

正與優化，此外也可以結合 Cloud Computing

在後台資料庫上的應用，進行資料轉送或資料

庫的處理，讓各種訊息能夠快速，正確，即時

的進行更新或是其他的應用。 

簡單歸類以下幾種方向: 

1. 韌體 :使用 Coordinate 來進行資料的發

送、分析接收資料。 

2. 軟體:透過更優化的程式設計，以及加入

Cloud Computing 雲端的後台設計，用以

提升效能，快速資料傳送處理、傳送資料

的準確性等等的方面。 

3. 硬體:針對無線感測平台使用的各式感測

元件進行優化，如增加更多實用的感測元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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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運用專利分析和創新設計方法針

對智慧型手機解鎖系統進行分析研究。研究動

機在於國際間廠商如美國蘋果公司對於智慧

型手機密碼和解鎖逐漸建立專利佈局，例如在

智慧型手機上的滑動解鎖專利，運用數字鍵的

設計進行手機密碼設定。由 Google 所研發之

ANDROID 手機作業系統，運用九宮格圖形設計

解鎖畫圖，都是目前常用的智慧型手機解鎖方

法。本研究方法包含分析檢索國際間智慧型手

機密碼技術專利資訊，瞭解主要公司對於專利

佈局和主要技術手段。進一步運用創新設計方

法分析適用於智慧型手機解鎖功能的密碼系

統。研究成果提出智慧型手機的專利分析和技

術手段，成功完成一套創新的智慧型手機密碼

和解鎖系統，本研究成果已獲得國內發明專

利。 

 

關鍵字：密碼系統、智慧型手機、創新設計、專利

分析 、系統設計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analyze of patents 
and innovative designs to unlock system 
research for smart-phone. The cause i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ke APPLE 
smart-phone password and build up unlock 
patent layout, for instance slide to unlock or 
use the number keys on your password 
settings to smart-phone design, Android 
mobile phone operating system by Google, 
they use the 3*3 grids graphic unlock design, 
are usually used on smart-phone unlock 

method. So this study including smart-phone 
password technology pat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 We use the 
innovative designs method analysis to 
password unlock for smart-phone system, 
and make good in completion of new 
smart-phone password and unlock system .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domestic patents. 
 

Keywords: Cryptography, Smart Phones, 

Innovative Designs, Patent Analysis, System 

Design  

 

1.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智慧型手機越來越興盛然，現在美

國蘋果公司與韓國三星公司在全球手機市占

率每年都在增加每間品牌的手機都有各自的

特色，誰都不想輸，也因為這樣手機大戰每天

都看的到，因此我們也在這大戰中發現手機的

解鎖工具每家公司都不一樣，像 APPLE-滑動、

數字鍵，SAMSAUNG、SONY、HTC-ANDROID 系統

九宮格畫圖，這些解鎖方法大家都很熟悉，為

了與這些解鎖工具不同，因此本研究目標與研

究設計發明出不同於其他解鎖工具的解鎖功

能。這個解鎖系統可用在不同之處，私人物品

或是機密文件的保護，也可以運用在銀行、大

門、汽車、保險箱……等等私人重要物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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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項充滿創意及想像的解鎖工具，所以將

這個電子解鎖系統列為此研究的主要議題。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運用創新設計方法與智慧型手機

解鎖的相關技術來達成以下目的: 

1.以幾何圖形的方式來解鎖 

2.增加私人物品與機密文件的保護 

3.運用到生活上各類領域 

 

2. 文獻探討 

 

2.1 密碼起源及含意 

   其起源可以追朔到幾千年前的埃及、巴

比倫、古羅馬、古希臘時期，早期的密碼多

數應用於軍事、外交、情報等敏感領域。密

碼的首要目的是隱藏訊息的涵義，並不是隱

藏訊息的存在。 

2.2 從關鍵技術到手機創新設計 

   王聖元[1]認為從手機的技術與使用者的

需求出發，探討甚麼需求是現今社會大眾所需

要的，藉著情境的分析倒出人的行為與生活模

式的手機創意設計。針對未來互動技術多元的

環境中為主要情境「辦公」「居家」「通勤」以

三個主要懷境中『空間』『人』『手機』的應用

模式與情境發展。 

2.3 現有密碼系統 

    現今社會上，人類對資訊處理的有限之

下，大多數人會自行建立的密碼通常都是比較

弱的常被破解，目前認證系統[2]十分普及，

所以人們需要記很多密碼，導致有些密碼較強

有些較弱，甚至在不同系統使用相同的密碼

[3]，這些都有可能削弱密碼的強度，並且會

因使用者這種行為讓密碼容易被破解。 

2.4 密碼的種類 

1.文字密碼  

    現今最為普遍的認證方式，在登入系統

前，需要事先註冊經過比對後才能使用這組密

碼，若不是，系統就不能登入。 

2.圖形密碼 

圖形密碼[4][5]是應用某一張選用的圖

形作為認證的方式，在圖形中，使用者按照特

定的順序從圖形介面中，顯示的圖像中，選擇

圖像作為密碼的驗證。 

3 在圖形中單點作為密碼 

    G. Blonder[6]提出單一相片上選取多點

作為密碼。在第一次登入時，選取一張想要用

的圖片，在圖片上每一個圖形、顏色…等，都

有可能成為密碼，在設定密碼前，有先後順序

之分，不能隨意變動。 

4.多圖片中選取 

    Dhamija [7]提出一個相關的模式 Hash 

table 和圖片結合的模型。首先，使用者從

25 張圖片中選 5張做為圖形密碼。 

5.繪圖比對 

Jermyn[8]提出 DAS 系統(Draw-a-Secret)

當使用者登入使用時，需在螢幕中的 2D 方格

上畫出一個圖型，這個圖型會編碼成一個有規

則的順序存儲單元，作為每次的驗證比對，這

個系統可以記憶筆劃以及畫筆抬起的次數。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圖一.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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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

果，建立研究流程如圖一所示，利用東方人熟

知的七巧板遊戲方式及語音功能設定，依照設

定密碼及解鎖方式來做研究，本研究對於生活

所需的密碼系統提出創新解決方法。 

3.2 建立系統設定模式 

 

 

 

 

 

 

 

 

 

 

 

 

 

 

 

 

        圖二. 系統設定模式 

    使用本系統時要先進入設定模式，來設定

自己的密碼，如圖二是設定密碼的流程，密碼

分為兩道可依個人的需求來設定本系統的設 

定模式，如設定完圖形密碼，系統會問使用者

是否建第二道密碼，如"是" 繼續設定第二道

密碼，如"否"就直接跳到設定完成的流程。 

3.3 系統操作模式 

 

 

 

 

 

 

 

 

              圖三. 密碼設定 

    操作方法以我們熟知的觸控介面來操

作，使用者先進入密碼設定如圖三，先設定密

碼，密碼完成後請按密碼輸入鍵即可使用本系

統。 

     

 

 

 

 

 

 

 

             圖四. 開始拼組圖形 

    進入設定模式後，如圖四以手指移動旁邊

的圖形來組合自己喜歡的圖形，如想重設可按

旁邊的重設建，剛剛所組合的圖形會消失，消

失後即可繼續組合圖形，組合完成請按確定

鍵。 

     

 

 

 

 

 

 

 

           圖五. 再次確認是否建立此圖 

    組合完案確定後，如圖五系統還會再次問

使用者一次是否建立此圖，如要重設請按重設

鍵，確定請按確定鍵，讓使用者再次確認圖形

的組合。 

 

 

 

 

 

 

 

       圖六. 是否建立語音系統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46 AIT / CEF 2015



建立完圖形後，如圖六系統會詢問使用者

是否建立語音系統來曾經另一道密碼，確定請

按確定鍵，不要請按不需要鍵，依使用者需求

設定。 

     

 

 

 

 

 

 

 圖七. 開始設定語音系統 

    如使用者在圖六時是要建立語音的話如

圖七會進入語音設定系統，要開始錄時請按

開始鍵，錄完確定要使用剛剛的語音的話請

按確定鍵，如想重設語音請按重設鍵。 

 

 

 

 

 

 

 

            圖八. 密碼設定完成 

    密碼設定完成後，如圖八系統會問使用

者密碼 是否確定完成，完成的話請按確定

鍵，如想重設密碼請按重設鍵(系統會自動消

除剛剛建立的密碼)。 

3.4 建立使用系統模式 

 

 

 

 

 

 

 

 

 

 

圖九. 系統使用模式 

     完成設定系統後，即可開始使用本系統 

如圖九的系統使用模式，進入密碼輸入模

式，開始拼組使用者設定得圖形密碼和語音

密碼(依需求設定)，如密碼組合和語音密碼

錯誤系統會回到密碼輸入介面或語音輸入介

面讓使用者從新出入密碼。 

 

4. 應用方式 

 

本系統研究目的就是如何應用在生活中

讓私人物品或機密文件能更加的受到保護，雖

然有很多不同地方可以應用的上，經過本團隊

的討論以下三種物件是日常生活中頻繁使

用，所以以下三種物件當作應用的想法。 

4.1 保險箱的應用 

    

 

 

 

 

圖十.保險箱應用 

    保險箱結合電子化，與手機的結合[9]， 

能提升安全性，保險箱結合目前現在流行的面

板，與本系統做結合方式，省去多餘投幣與使

用鑰匙的不方便或是數字密碼的麻煩，設計保

險箱的操控表面如圖十，直接在面板上做解鎖

的動作，而解鎖的方式如同本系統的設計流

程，因保險箱的本質就是要保障重要物品與資

料，所以這個想法能打破傳統的密碼設計與想

法。 

4.2 機車應用 

 

  

 

 

  

圖十一.機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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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機車設置來說，有液晶螢幕面板，

但每間公司、每台機車的設計都不一樣，導致

說每個面板的形狀會有所不同。 

以目前的機車來說，“鎖＂就只能用“鑰匙＂

來解鎖。雖然從以前到現在，一直都是用鑰匙

來解鎖，不管是龍頭鎖[10 ][11 ][12 ]、車

廂，甚至其他的鎖大部分都是用鑰匙。但現在

竊盜越來越多，就算機車上了大鎖，竊賊一樣

可以撬開把引擎發動就將你的摩托車默默地

迅速地騎走。那現在因每台車幾乎都有了液晶

面板，現在手機也是螢幕有觸控式解鎖方式，

那為什麼機車沒辦法呢？所以，如圖十一我們

在機車上加上了本系統的概念，多上了一道

鎖，也多上了一道保護。目前專利網上，看到

的鎖、解鎖，大部分還是多出了一個機械很少

看到有人在發明機車解鎖是有關於觸控解

鎖，所以這也是一塊全新的想法。 

 

4.3 汽車應用 

 

 

 

 

 

 

 

            圖十二.汽車應用 

   以目前汽車鎖來說滿多種的，大家熟知的

如:鑰匙鎖、聲控、排檔鎖、方向盤鎖、感應

式無鑰匙鎖[8]等等各種不同的汽車鎖，透過

專利網站，發現都是以鑰匙鎖或方向盤鎖較

多，只有少數人提到圖形解鎖，但都沒有提到

如何應用，於是就把本系統設計的想法融入在

汽車上，增加另一道保護，結合音響面板的功

能與本系統的運用如圖十二在汽車音響與面

板做結合，由於現今社會汽車的功能越來越

多，於是想出利用本系統的方式使汽車不易被

竊賊輕易取得，可以降低失竊的風險。 

 

5. 結論 

 

    創新想法是現今 21 世紀最重要的一部

份，本研究中我們以現代智慧型電子產品解鎖

概念來研發出另一種能創新解鎖方法，來解決

私人隱私或物品及重要資料的保護方式，這套

電子密碼鎖較傳統密碼設計更能保護私人物

件或隱私的問題，因採用東方人熟知的七巧板

原理來組合，再利用語音功能的搭配讓這套系

統較傳統密碼有明顯的改善。研究成果成功完

成一套創新的智慧型手機密碼和解鎖系統，本

研究成果已獲得國內發明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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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奇異值分解之潛在語意索引以提升入侵偵測

分類績效 

 
摘要 

在現今的社會中，資訊科技的進步在各個

領域都帶來了相對的優勢，但也由於資訊科技

的發展太過快速造成了許多網路的漏洞，於是

有心人士開始利用這些漏洞進行網路攻擊。入

侵偵測系統是一套用來偵測這些網路攻擊的

系統，其系統依據資料與分析方法的不同會有

不一樣的區分，但是沒有任何一種模式是絕對

有效的。因此本研究將重點放在異常偵測中的

分類績效上，提出『植基於區域奇異值分解之

潛在語意索引方法』，透過奇異值分解之潛在

語意索引當作特徵提取與維度縮減的方法來

對資料進行縮減，並使用支持向量機建構分類

模型，最後使用 KDD-NSL 資料及各種指標來

評估所提方法之有效性。 

關鍵詞：入侵偵測、特徵提取、維度縮減、潛

在語意索引 
 
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various fields has 
brought a relative advantage.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so resulted in too 
many loopholes in the network, and thus 
attracts lots of hackers’ attack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has been used to detect 
these attack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data 
and analysis methods, this system will have 
different detection methods. But, there is no 
one model is absolutely valid.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omaly detection performance. This work 
aims to propose a “Local Latent Semantic 
Indexing (LSI) by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 based method” which 
used feature extraction techniques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classification. Finally, 

KDD-NSL data set will be employed to 
test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Intrusion Detection 、 Feature 
Extraction、Dimension Reduction、LSI 

1. 前言  
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普及，已經成為每

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論是在政

府、企業或是各種學術、醫療等組織，對資訊

科技的使用與依賴是日趨緊密的[1]，但是在資

訊科技快速發展的同時卻也引發了許多相對

的安全防護問題。究其原因，網路普及之後帶

來了便利卻也同時帶來了危機，越來越多的網

路攻擊工具可以在網路上輕易尋找並下載，加

上有心人士透過各種網路漏洞不斷開發出新

的攻擊手法與工具，導致網路攻擊不斷進化以

至於無法輕視這個問題[9,10,14]。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入侵偵測系統被開發

出來，最早可追朔到 Anderson[5]的研究。從那

以後各種鑑別技術被提出，範圍從早期基於規

則的研究到近年熱門的神經網路、支持向量

機，越來越多完整的系統被開發且運作在真實

的計算機系統之中[19]。但 1980 年代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歷史，卻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主

要還是因為科技的進步導致入侵偵測系統有

實現上的根本困難。 
入侵偵測系統依據其資料與分析方法的不

同區分為好幾種不同的模式，例如以分析方法

區分可分為誤用偵測與異常偵測。前者使用已

知的攻擊特徵資料庫，每當匹配任一特徵即發

出警報，後者使用規範性制度行為的模型和觀

察偏差，若與模型行為不一致即發出警報[1]。
但是誤用偵測雖然準確度高卻無法偵測出未

知的攻擊，而異常偵測誤報率高卻能夠偵測出

未知的攻擊行為[14]。於是在今日的網路環境

中並沒有一種入侵偵測系統是適用於任何情

況的。 
本研究的目的著重在異常偵測的分類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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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試圖透過奇異值分解之潛在語意索引的

特徵提取方法降低入侵偵測資料集的維度，最

後利用支持向量機建構分類器模型，以總準確

率(Overall Accuracy, OA)、正負向類別的幾何

平均(Geometric Mean, GM)、精確率與召回率

的相對權重指標(F-measure, F1)等指標之平均

值與標準差進行績效比較。最後本研究以

KDD-NSL 資料集為例，驗證所提方法之有效

性。 

2.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介紹「入侵偵測系統」、「現行偵

測技術之發展」、「特徵提取」、「支持向量機」。 

2.1 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的研究最早是從 1980 年代開始，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歷史，那些被設計出存取系統資源或

數據但未被授權的活動稱之為「入侵」[14]。
入侵偵測系統的主要核心是希望可以偵測出

這些攻擊/非法的活動，以提供網路管理者進行

相對應的處理。 
而 IDS 依據其資料、分析方法的不同可歸

類為數種模式[1]，如表 1，通常被架設在一網

路區段的前端，可在防火牆之前或之後，用來

分析經過該區段之封包。 

2.2 現行偵測技術之發展 

在 IDS 30 多年的歷史中，早期皆以規則為

基礎的偵測模式模組居多[11,17]，較為單純，

陸續發展出以不同演算法為基礎的偵測方

法 ， 例 如 基 因演 算 法 (Genetic Algorithm, 
GA)[16]、貝葉斯(Bayes)[6]等，近年則以神經

網路(Neural Network, NN)[23]和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9,19]為主。 
 

表 1 IDS 類型表[14] 
類別 種類 監控目標及方式 

以資料來

源區分 

網路型 監控網路封包 
主機型 監控主機系統內部活動紀錄 
應用程式 監控應用程式所產生的紀錄檔 
目標式 監控特殊或機密的檔案資料 

混合型 結合網路封包及主機系統活動

紀錄之監控 

以分析方

法區分 

誤用偵測 
採負面列舉，符合所比對規則

即判定入侵 

異常偵測 採正面列舉，不符合行為輪廓

即視為異常 

混合式 結合兩種分析方法使優缺點互

補 
 
IDS 發展至今，為了配合資訊科技帶來的

快速發展，單一種模式已不足以應付，於是混

合式的方法漸漸成為主流[15]。「誤報」(FP)是
我們在評估一個 IDS 好壞時最常見的指標，而

如何降低所謂的誤報率是在該領域中一門重

要 的 課 題 。 下 圖 1 為 Hubballi and 
Suryanarayanan[14]從各個文獻研究中整理出

的誤報最小化之分類分層視圖。 
然而本研究的目的並非實作出一個完整的

IDS，而是如何提升分類績效。Kuang et al. [16]
指出入侵偵測從本質上來說可以看成一個分

類的問題，來區分正常和異常的活動。於是本

研究將重點著重在利用資料探勘技術於異常

偵測模式的分類績效上，希望透過資料探勘技

術可以有效提升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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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特徵提取 

特徵提取(Feature extraction) 即是一種轉

換的方法，可以產生一個新的特徵集合，主要

是將原始特徵空間轉換或組合成不同於原始

的新特徵空間，是由 Deerwester et al. [8]所提

出。本研究採用的特徵提取方法為 LSI (Latent 
Semantic Indexing)方法。LSI 常被使用作為資

料探勘的預先處理步驟，主要是具有計算上的

優勢，因此在資訊檢索中也成為廣泛的使用工

具[3]。此外 LSI 也能改善樣本資料稀疏的問題

[2]。 
LSI 是建構在向量空間模型 (Vector Space 

Model)的基礎上，並以奇異值分解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的方法[3]，將原詞

彙-文章向量矩陣，分解投射到維度較小的向量

空間，將相關的詞彙及文章聚集在一起，以解

決資訊檢索中，隱含語意的問題[2]。 
本研究將 LSI 視為一種特徵提取的工具，

希望能藉由 LSI 解決在資訊檢索上的問題，以

及向量空間維度縮減的特性，進行維度縮減。

我們分別採取 Global-LSI 及 Local-LSI 兩種方

法進行實驗。 
此外，根據文獻我們發現有許多學者利用

各種特徵提取方法來進行維度縮減[13,18]。常

見的其中一種技術為「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PCA 的方法是透過

共變異數矩陣進行特徵分解，以得出數據的主

成分(即特徵向量)與他們的特徵值[16]。PCA
的方法除了在入侵偵測領域中有許多相關研

究外在其他如人臉辨識、股票模型等領域也有

很多的研究 [27,16, 25]。希望透過與 PCA 的比

較可以更加證實 LSI 方法的有效性。 

2.4 支持向量機 

支 持 向量 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是一種機器學習演算法，以統計學習理

論為基礎，屬於監督式學習。由於 SVM 具有

完整的理論架構與發展成熟的工具，且適用於

小樣本、高維度模式以及非線性的問題，因此

廣泛的被應用[4]。 
一般來說資料的分類可分為線性可分與線

性不可分。在線性可分的情況下標籤 1 和-1 的

數據點分別為正點(第一類)和負點(第二類)會
有許多的超平面可分開正點與負點。而線性不

可分的情況下將需要透過核心函數的轉換將

原本較低維的空間映射到更高維的空間作處

理[9]。 
在諸多解決分類問題的領域中，如文本分

類[21]、股票預測[26]等，SVM 都是被優先選

擇的方法之一。同時也由於入侵偵測可以被看

成是一個分類的問題，所以在諸多文獻中均有

使用 SVM 應用在 IDS 的研究 [24,13]。因此本

研究選擇 SVM 作為分類器來建構分類模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提出方法之實驗流程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使用特徵提取技術做為維度縮減

的方法，將原始 41 個屬性縮減為為較小的維

度，第二階段，將維度縮減完畢之資料透過

SVM 進行模型建構，最後比較其分類績效。 
本研究實驗流程圖如下圖 2 所示，詳細說

明步驟如下： 

 
圖 2 實驗流程圖 

步驟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 KDD-NSL 資料集所提

供之 train20percent 檔案[20]，此資料集是由知

名的入侵偵測公開資料集 KDD CUP’ 99[12]所
修改而來的，改善了在原始資料集中資料冗餘

等問題[22]。 

步驟二：資料前處理 

此資料集攻擊標籤型態共有 23 種並歸類

在 4 大類型中。本研究實驗為二元分類，故先

將其全部轉換為同一類，即正常與攻擊各一

類。之後將資料型態數值化與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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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特徵提取 

本研究使用三種不同的特徵提取方法，分

別為 Global LSI、Local LSI、PCA，利用此三

種方法將原始維度 41 分別縮減為 30、20、10、
5、3、1，共六種形式。經由以上處理之後會

得出 18 種不一樣的新資料，加上原始維度則

共有 19 種。 
LSI 由 Deerwester et al.[8]所提出，藉由統

計方法提取出文章的潛在語意架構，使得資訊

檢索具有語意的關聯。而 LSI 主要是使用奇異

值分解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將
建構好的詞彙文件矩陣投射到維度較小的向

量空間中，以向量空間作為分析模型[4]。以下

方法步驟引用自[3, 4]。 
 

1. Global-LSI 
步驟 1  原始矩陣 A 分解：利用 SVD 將所

蒐集的原始詞彙-文章向量矩陣 A分

解。 
步驟 2  縮減 Ak 矩陣：取 k 維度，縮減為

新的 Ak 矩陣。 
步驟 3  資料分類預測：以縮減維度後的

Mk-1 矩陣，取代原始矩陣 A 作為分

類預測之輸入資料，進行分類預測。 
 

 (1) 
  

其中，Mk-1 為維度縮減條件屬性維度的資

料矩陣、Uk-1 為 k-1 維度資料矩陣、

Sk-1 為 k-1 維度對角矩陣，且 k-1≤k 
≤n 進行實驗分類。 

步驟 4  獲得分類預測數據並結束。 
 

2. Local-LSI 
步驟 1  群聚矩陣分解： 

Local-LSI 的 作 法 有 別 於

Global-LSI 最大的差別，便是步驟

1。Global-LSI 做 SVD 矩陣分解是

全部矩陣去分解，假設有第一類資

料(正常)40 筆，第二類資料 (攻
擊)60筆，共100筆資料；Global-LSI
是將 100 筆資料做 SVD 矩陣分

解；而 Local-LSI 的作法是針對不

同類別進行分解。意思是Local-LSI
將 40 筆資料及 60 筆資料的矩陣分

別做 SVD 矩陣分解。 
步驟 2  縮減為 Ak 矩陣： 

為了區分 Global-LSI 的 Ak 縮減矩

陣，我們將 Local-LSI 縮減為 k 維度

的矩陣命名為 Ak2 縮減矩陣。

Global-LSI的 Ak矩陣是將原始矩陣

分解後，取 k 維度即可得；而

Local-LSI的Ak2矩陣則是將各群聚

分解的矩陣，按照原始矩陣的資料

順序排列回去。承步驟 1 的例子，

將 40 筆資料縮減為 A1 矩陣，將 60
筆資料縮減為 A2 矩陣，最後將 A1
及 A2 按照 A 矩陣的順序排列回

去，成為 Ak2 縮減矩陣。 

步驟四：訓練分類器 

將上一步驟(Local-LSI, Global-LSI與PCA)
得出之原始維度及縮減後之維度，構建各種資

料集，分別透過支持向量機進行模型建構。 

步驟五：績效評估 

Local-LSI, Global-LSI 與 PCA 縮減後維

度 ， 整 理 各 分 類 器 之 績 效 後 透 過 彙 整

G-mean(GM) 、 F-measure (F1) 、 總 準確 率

(Overall Accuracy, OA)等指標之總表來進行所

構建之 SVM 分類器以檢驗實驗績效。 

步驟六：結論與討論 

依據實驗結果分析並做出討論。 

3. 實驗結果 
本研究使用 NSL-KDD 資料集所提供的

train20percent 檔案作為訓練資料[20]，使用三

種特徵體取技術作為維度縮減方法降低資料

維度，最後使用 SVM 比較其分類效能。維度

縮減方法分別為 Global LSI、Local LSI、PCA，

而 SVM 使用的是 LibSVM。 

4.1 資料收集與前處理 

如上述探討，本研究資料來源為NSL-KDD
資料集所提供之 train20percent 檔案[20]，資料

分佈如下表 2 所示。 
攻擊型態共有 23 種類型並歸類在 4 大類

中，如表 2 所示。資料前處理將攻擊標籤重新

整理標記為同一種標籤，即二元分類，再將資

料進行數值化與正規化的處理。此外，使用五

折交叉驗證法(5-folde cross-validation)來驗證

所提出方法之有效性。整理後之資料分佈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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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攻擊類型 

攻擊類型 攻擊詳細資訊 

U2R Buffer_overflow, loadmodule, 
multihop, perl, rootkit 

R2L ftp_write, guess_passwd, imap, phf, 
spy, warezclient, warezmaster 

DOS ftp_write, guess_passwd, imap, phf, 
spy, warezclient, warezmaster 

Probe Ipsweep, nmap, portsweep, satan 

表 3 資料分佈 

Fold編號 資料量 類別分佈 
Fold-1 

25192 筆 
正常：13449 筆 
攻擊：11743 筆 
 

Fold-2 
Fold-3 
Fold-4 
Fold-5 

4.2 衡量指標 

除了使用在傳統衡量指標中常見的二元分

類表來評估分類效能，如下表 4 所示，更使用

正向準確率(Positive Accuracy, PA)、負向準確

率(Negative Accuracy, NA)、總準確率(Overall, 
OA)、Geometric Mean (GM)、F-measure(F1)等
指標對實驗結果進行驗證。其公式如下(2)至(8)
所示。 

表 4 二元分類表 

            
       預測 
 實際 

預測為正常 預測為攻擊 

實際為正常 TP FP 
實際為攻擊 FN TN 

 
  在表 3 中 TP、FP、FN、TN 的定義如下所

示： 
(1) TP 表正常活動被正確分類的數目。 
(2) FP 表正常活動被錯誤分類的數目。 
(3) FN 表攻擊活動被錯誤分類的數目。 
(4) TN 表攻擊活動被正確分類的數目。 

FNTP
TPPA


  (2) 

TNFP
TNNA


  (3) 

FNTNFPTP
TNTPOA




  (4) 

NAPAGM *  (5) 

FPTP
TPecision


Pr  (6) 

FNTP
TPcall


Re  (7) 

callecision
callecisionF

RePr
Re*Pr*21


  (8) 

其中 OA 通常被用來評估一個分類器的整

體好壞。GM 是取 PA 與 NA 的幾何平均數，

可以從 GM 值看出是否有資料不平衡的問題，

若 PA 與 NA 二者皆是高的，那麼幾何平均數

也會是高的。F1 指標則是精確率(Precision)與
召回率(Recall)的相對權重值，從 F1 指標可以

同時兼顧 Precision 與 Recall 二種指標。 

4.3 維度縮減與績效評估 

本研究將原始特徵共 41 個，經由 Global 
LSI、Local LSI、PCA 等三種維度縮減方法將

維度縮減成 30、20、10、5、3、1 等六種形式，

再分別將維度縮減完之資料透過 SVM 建立模

組。 
透過SVM所建立之模組共有19個(原始維

度與三種維度縮減方法搭配六種形式)，將實驗

結果帶入各評估指標可得下圖 4 至圖 6 之結

果。 

 
圖 4 GM 指標平均折線圖 

 
圖 5 OA 指標平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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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F1 指標平均折線圖 

 
從圖 4 與圖 5 的 GM 指標與 OA 指標可以

發現 PCA 在維度 20 時準確率就陸續下降，在

維度 3 和維度 1 時下降幅度大增。而 Global LSI
在維度 3 時還保有其準確性，然而到了維度 1
時與 PCA 相同，準確度大幅下降。另外從圖 6
的 F1指標則可以發現維度為 3降至 1時Global 
LSI 與 PCA 皆有大幅變動。於是從以上三張圖

可以得出 Local LSI 擁有最佳之績效。 

 
圖 7 模型建構時間平均折線圖 

 

表 5 分類績效 

維度 
 

指標 

SVM 
原始 

(維度 41) 

SVM 
Global 

LSI 
(維度 1) 

SVM 
Local 
LSI 

(維度 1) 

SVM 
PCA 

(維度 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

差) 

平均數 
(標準差) 

PA (%) 99.60 
(0.16) 

95.74 
(1.49) 

99.56 
(0.26) 

99.97 
(0.03) 

NA (%) 98.98 
(0.20) 

60.64 
(52.61) 

99.19 
(0.13) 

0.15 
(0.06) 

GM (%) 99.29 
(0.07) 

64.96 
(43.69) 

99.38 
(0.17) 

3.87 
(0.66) 

OA (%) 99.31 
(0.06) 

79.28 
(23.90) 

99.39 
(0.17) 

53.43 
(0.03) 

F1 (%) 99.35 
(0.05) 

85.65 
(15.38) 

99.43 
(0.16) 

69.62 
(0.02) 

Time(秒) 345643 
(12.25) 

7244 
(29.62) 

7202 
(0.15) 

7202 
(0.15) 

 

從圖 7 的模型建構時間來看發現 Global 
LSI、Local LSI、PCA 三者的建構時間在同樣

的維度下是差不多的。比較原始維度 41 與三

個特徵提取方法所縮減後的維度 1 可以發現其

模型建構時間差距高達 48 倍之多，如下表 5
所示。於是本研究除了證實在入侵偵測分類績

效中為 Local LSI 最佳外，在兼顧績效的同時，

模型的建構時間也能夠有大幅的縮減。 

5 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試圖透過奇異值分解之

潛在語意索引來提升入侵偵測分類績效，除了

將潛在語意索引分為 Global 和 Local 外，還額

外增加一種 PCA 來進行比較。透過這三種特徵

提取方式進行維度縮減，最後搭配 SVM 來訓

練分類器，並比較其分類績效。 
實驗結果確認了 Local LSI 擁有最好的績

效，不管是在 OA 指標、GM 指標和 F1 指標上

都是最好的，而且透過 Local LSI 方法來進行

維度縮減後，除了可以維持整體績效外，還可

以將分類器的建構時間大幅縮短。於是本研究

證明在入侵偵測分類中 Local LSI 可以是一種

有效降低模組建構時間與維持同等績效的方

法。未來研究除了可以嘗試與其他方法比較之

外，更可以嘗試其他資料集，以驗證該方法之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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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無線網路 3G、4G、WiFi 的普遍性，

以及智慧型手機科技進步，使得生活更加方便。

目前智慧型手機功能很多，其中 NFC 技術功能

應用在生活上是非常方便的，包括電子錢包、

身份認證，都可由 NFC 技術來達成。在電子錢

包以及身份認證應用中，對於資料保密與資訊

傳遞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 AMCC 方法

中，雖然以 SSL 安全通道做雙通道認證，但並

未對原始檔案加密，在安全性上略有不足。而

在 MITK 方法中，只採用簡單的 XOR 加密方

式，雖然能透過 Tag-id 認證使用權限，但如被

駭客竊取破解 Tag-id 將有可能取得認證資格。

本研究利用 AMCC 的多通道認證方法，以及

MITK 的 NFC 時間標記認證方法，並結合

Chaos 與 AES 加密技術，達到防止駭客竊取

或破解資訊。本研究架構方法比過去 AMCC
與 MITK 方法，提高身分認證的可靠性，以及

提升資料的保密性與完整性。 
 
關鍵詞：身份認證、NFC、Chaos、AES、認證

伺服器。 
 

Abstract 
3G, 4G and WiFi wireless networks are 

universality, and smart phone technology is 
progressing that life is more convenient. Smart 
phones have many functions that NFC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re very convenient for 
people including e-wallet and authentication. 
Applications of e-wallet and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confidentiality and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are very important issues. 
AMCC method performs dual-channel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by SSL secure channel. It is not 
safe that the original file is not encrypted. MITK 

method only used a simple XOR encryption 
method that is able to authenticate permissions 
through Tag-id. If Tag-id is stolen by hackers 
who will obtain the certification qualify. In this 
paper, we combined multi-channel authentication 
methods of AMCC and the NFC time-stamp 
authentication method of MITK with Chaos and 
AES encrypted technology. Therefore, our 
proposed method can prevent from hackers who 
will steal or crack inform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our proposed method, AMCC method 
and MITK method. Our proposed method 
improves the reliability of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and enhances the data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data 
integrity than AMCC method and MITK method. 

 
Keywords: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NFC, Chaos, 
AES, Authentication server. 

1. 前言 

目前無線網路傳輸非常迅速，近年來無論

是企業、商業、軍事、教育與個人應用上皆會

使用3G[1]、4G、Wi-Fi[2]等無線網路服務，而

目前智慧型手機使用日漸廣泛，且智慧手機硬

體技術的成熟，使得智慧型手機延伸出許多功

能，帶給生活更加便利。目前智慧型手機階搭

載NFC技術，而NFC技術所延伸出的應用也相

當廣泛，如電子錢包、身分認證、裝置配對等，

都可運用於NFC技術，對於電子錢包與身分認

證運用上使用者資料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NFC認證資訊安全防護是目前需要關注的議題，

以免資料在傳輸途中被駭客竊取或是資料被

竄改。 
為了確保資料完整性，網際網路資料加密

是必要的，而目前無線網路的加密技術有

WEP(Wired Equivalent Privacy)、SHA(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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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 Algorithm)、WPA(Wi-Fi Protected Access)、
WPA2(Wi-Fi Protected Access2) 、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等，並透

過SSL(Secure Sockets Layer) [3-4]通道來有效

防止駭客擷取與竄改資料內容。 
混沌理論(Chaos)是1963年由美國氣象學者

Edward Norton Lorenz所提出，系統以產生隨機

初始條件，以透過非常細微的變動，經過一段

時間以後導致最終狀態有巨大的差異，而混沌

(chaos)系統 [5]擁有多尺度與多樣等特性，成

為一種非線性的系統，而此能產生出隨機信號，

使得在通訊過程時提昇了資訊傳輸的安全性，

對於預防資料外洩與駭客攻擊有很好的防護

效果。 
過去Mizuno等人所提出AMCC [6]的認證

協定以個人電腦與智慧型手機來進行雙通道

認證 [7-10]，以多通道身份認證提升資訊安全

性，在使用者建立連線後，由伺服器端產生QR 
code作為伺服器的Session，利用智慧型手機掃

描QR code後進行個人電腦與智慧手機的資料

傳輸驗證，達到身份認證[11]。 
過去Chen所提出MITK[12]採用智慧型手

機的近場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技術，改善無線射頻辨識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 RFID) [13-14]系統，NFC模組可

模擬成一張smart card，使用者可通過無線網路

與認證伺服器進行認證。 
本研究利用MITK與AMCC之架構，以雙通

道認證協定方法，利用Chaos與AES加密方式來

提高文件資料的安全性，並透過雙通道認證協

定有效提升資料的保密安全性，也能驗證使用

者的身份。在過去AMCC架構中，資訊傳輸過

程雖然以SSL安全通道傳輸，但並未將傳輸過

程中的原始檔案加密，而MITK架構中只使用

簡單的XOR做為加密機制，很容易被有心人士

竊取資料，並破解資料假造身份，而本研究以

雙通道驗證，將此原始訊息資料透過Chaos與
AES加密方式，讓資料傳輸過程中更為安全。 

2. 相關文獻與研究 

2.1 QR code 介紹 

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是一種二維

條碼，它可以將數字、訊息、網址等編譯成一

個專屬的QR code，其主要特性在於可輕易的

快速解析二維條碼中所代表的訊息。QR code
呈現方式是一個正方形，三個角落有三個點是

用來幫助APP掃描圖形定位所用，任何的角度

掃描不需要特別的去對準圖形都可透過定位

點來解讀正確資訊，而QR code以黑色白色做

為基礎顏色。QR code被廣泛應用在廣告宣傳、

購物與優惠、票卷認證、商品認證、網址連結

等等，目前手機可經由下載解QR code碼之APP，
就透過相機鏡頭與網際網路了解QR code碼代

表之涵義。 

2.2 NFC 介紹 

近場通信技術(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 
NFC) 是由無線射頻識別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13-14]所演變而來的，是

一種高頻且短距離的無線電技術，訊號傳輸距

離比 RFID 短，使用距離只有 20 公分，由於使

用距離短就可有效的避免遭竊取與更改訊息

內容，而近幾年智慧型手機蓬勃發展下，皆搭

載 NFC 功能，由於 NFC 可模擬成 Tag 傳輸資

料，也可成為 Reader 讀取資料，耗電量又低，

因此取代了過去 RFID裝置。而 NFC使用便利，

目前智慧手機皆運用此功能，如電子錢包、身

分認證、裝置配對、資訊交換等，使日常生活

上更加便利。 

2.3 AES 介紹 

進階加密標準(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AES)以區段方式加密演算法，金鑰

長度可為 128、192、256 位元，AES 以共用同

一把金鑰做加解密所以能夠迅速有效的進行

加解密，比非對稱加密方式還容易實作，且記

憶體消耗是很少的。雖然加解密迅速，但金鑰

保管也是個問題，如以 N 個人之間做 AES 訊

息交換，則需要儲存與保管 N 把金鑰，而在交

換金鑰過程需經由安全通道傳送，而本研究透

過 AES 結合 Chaos 可有效的提高加密保護安

全。 

2.4 Chaos 介紹 

混沌系統(Chaos)特性在於複雜且非線性，

是一種高維度、離散性或是連續性的系統。

Chaos 透過產生隨機初始條件，以非常細微的

變動，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導致最終狀態有巨大

的差異，而此演算出來的數據特質合適運用在

資料加密技術中，目前有許多的學術研究可證

明 Chaos 混沌系統很適合運用在加密的研究

[11]。 

2.4.1 Lorenz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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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 system 三維混沌系統[15]用來產生

加密的混沌序列，其所具有三維性、確定性與

非線性等特色，演算法比低維度的混沌系複雜，

產出的序列值將更難預測[11]。由於混沌序列

可從一組加密或者單一變量的混沌序列產生

出多元的加密組合，讓系統執行更為靈活，在

文獻中數值 A = 10、B = 28 和 C = 8/3 可導出

Lorenz 引子圖形，如圖 1 所示。 
Lorenz system 的公式如下： 

 = A(y )

 = Bx

 = xy

dx
x

dt
dy

y zx
dt
dz

Cz
dt

 

  

 

                   (1) 

其中 A, B, C 是三個系統變量參數為正數。 
透過 Chaos 進行加密公式運算，並在時間

為 t 時產生三個狀態值，而狀態值視為一種識

別認證，並將狀態時間 t 加入認證訊息中，接

收方在收到 t 時間後進行比對解出狀態值與訊

息中的狀態值，比對結果相同便可取得認證資

格，反之認證失敗。此優點在於初始值變量更

大、更複雜，能有效降低計算成本，且在不斷

變更維度座標使得資料數值更難被破解。 

2.4.2 Arnold’s Cat Map 

Arnold’s Cat Map [16-18]是由俄羅斯數學

家 Vladimir I. Arnold 的名字所命名，為一種二

維度的 Chaos map。Arnold’s Cat Map 是透過循

環混沌映射的方式所形成之演算法，透過輸入

的兩點座標再利用 mod 運算得到相對應座標

點之原理，以原本圖像的像素經過混沌排列重

新計算成為無法辨別的圖像，而經過數次的迭

代計算後將會還原成原始圖像[11]。其特點在

於 Arnold’s Cat Map 的運算分布較為均勻，計

算成本也較低，並介於 0 和 1 之間的初始值特

性，使得圖片不會超出原始圖片的大小。 
Arnold’s Cat Map 的公式如下所示： 

1
mod Q

1y

x n x

n no y
     
     

    



        (2) 

則n、o為正整數，Q 則是用來計算迭代的次

數。 

2.5 多通道身份認證 

過 去 Mizuno 等 人 所 提 出 AMCC 
(authentication using multipl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MCC) [6]的認證協定，是一種使用

多通道認證協定為基礎，AMCC 是以個人電腦

與智慧型手機來進行雙通道認證[7-10]，此多

通道身份認證可有效提升資訊的安全性，

AMCC 是經由伺服器端與使用者建立連線後，

由伺服器端產生一組 QR code 作為伺服器的

Session，使用者將利用智慧型手機掃描 QR 
code 後進行個人電腦與智慧手機的資料傳輸

驗證，驗證過使用者身份後再進行登入。 
AMCC 架構是以四個通道連接而成，有個

人電腦(PC)、服務伺服器(SP)、行動裝置(MS)、
驗證伺服器(AS)等，此四通道連接傳輸皆採用

SSL[4-5]加密通道連接，以確保傳輸資訊安全，

則架構如圖 2 所示。 

2.6 NFC 身分認證 

 智慧型手機的近場通信(NFC)技術，改善

無線射頻辨識(RFID)系統， NFC模組可模擬成

一張smart card，而使用者通過無線網路與認證

伺服器進行認證，如圖4所示。Chen [12]所提

出的利用NFC特性做為多發行標籤協議的遠端

身份驗證可分為(1)註冊階段、(2)資料交換階段

與(3)Tag更新三個階段： 
(1) 註冊階段： 

I. 使用者輸入密碼以及隨機選擇一組字串，

接著 NFC 裝置模版將產生之 Tag 資訊與

隨機字串進行XOR加密。將使用者資訊、

密碼、加密字串，以 hash function 進行

加密處理，經由安全通道將資料傳送至

伺服器。 
II. 伺服器透過對稱式加密傳送過來的使用

者資料，並將公鑰傳送至使用者智慧型

手機 NFC 中，伺服器上會保存使用者 ID
註冊資料來檢查是否註冊。 

III. 伺服器使用安全通道將資訊傳送至使用

者智慧手機 NFC 裝置上。 
IV. 將驗證模版與使用者資訊進行加密，並

儲存於使用者的 NFC，其中驗證模版將

作為加密密鑰。 
(2) 資料交換階段： 

I. NFC 掃描與輸入密碼，使用者由 Reader
中取得 Tag 數據，並獲取隨機字串，以

伺服器公鑰加密計算，將隨機字串與

NFC 數據做 XOR 加密，而資訊加密過後

傳送至伺服器。 
II. 使用者傳送加密資訊至伺服器，伺服器

會經由私鑰進行解密，並驗證 ID 是否有

登錄在註冊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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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伺服器傳送使用者資訊。 
IV. 將步驟 A 所取得的加密資訊，透過 NFC

驗證 ID 來檢查伺服器位址。 
V. 將使用者資料加密傳送至伺服器。 
VI. 由伺服器解密與認證，並回傳訊息告知

是否認證成功。 
(3) Tag 更新階段： 
伺服器產生新的安全參數，包括對稱式加解密

金鑰，使用者可透過伺服器重新取得核心密鑰，

並更新儲存於 Tag 中。 

3. Chaos、AES 與 NFC 加密應用於

無線通道身份認證 

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與架構是結合 Chen [12] 
MITK 與 Mizuno 等人[6]提出 AMCC 的架構，

來傳遞資料內容與身份驗證，並進行 Chaos、
AES 加解密，使得擁有更高的防護安全層級。 

3.1 系統架構 

本研究個架構如圖 5 所示。圖 5 說明使用

者利用個人電腦 PC 向 SP 取得服務，並採用

SSL 安全通道連線，而 PC 則經由 AS 取得

session-id，或是由 USB 連接 Reader 透過 MS
到 PC 端取得認證資料，以無線網路 3G、4G
或 Wi-Fi 透過 SSL 安全通道將 Secure key 傳送

至 A S 來 進 行 資 料 解 密 。 
而本研究多通道認證協定，主要以四種裝

置與3個通道，以下說明此環境架構，如圖17
所示： 

I. 通道1：使用者以PC連線取得SP服務，但

PC未受安全連線，所以藉由SSL通道來

作為做為安全網路通道，PS連線後取得

SP產生的session-id字串，讓SP可確認PC
的連線，並產生QR code給PC端。 

II. 通道2：使用者在MS取得PC上之QR code
訊息中的session-id與Tag-id，將其串連後

以 Chaos 跟 AES 加密形成 AM ，並將

session-id與Tag-id以hash function的MD5
進行單向加密形成H。則MS以3G、4G或

WiFi，透過SSL通道將H與時間t送至AS
做解密認證。 

III. 通道3：當使用者感應NFC會將資訊傳輸

到AS，AS將收到PC上NFC Reader利用

SSL通道所傳送過來的加密資訊M，當AS
取得PC傳送過來的M與MS傳送過來的H
與t進行解密驗證。 

IV. 通道4：一般AS與SP被歸屬於同網域之中，

因此AS與SP連線較為安全，並以SSL安
全通道作為保護連結。AS會將PC所傳之

資訊與SP所傳之資訊，進行解密並通知

SP是否認證正確，認證完成後SP會告知

使用者是否完成驗證，並登入至SP取得

服務。 

3.2 Chaos 加密演算法 

3.2.1 3D Cat Map 

以 Arnold’s Cat Map 演算法概念方式，在

三維度的 3D cat maps [19-20]使用上會更加混

沌複雜，用於圖像或加密上會有更好的保密效

果也更不易破解，如公式(3)。 

o  n 1   0
 1   n          0    mod Q

0   0          1

x o x

y y

z z

     
          
               (3) 

 當 n=1、o=1 且 Q=256 時，系統以 256 次

為一執行周期計算，所以第 256 次的執行結果

才會還原成原圖，這比 Arnold’s Cat Map 的方

式結果會更加混沌混亂[11]。 
而本研究以利用 MITK 方法約束時間審核

條件來認證身份，由於 3D cat maps 演算法極

為混亂，在短時間內無法破解，加密資料是極

為嚴謹的，因此駭客在短時間內是無法破解，

如破解完成認證使用時間也已被撤銷，讓駭客

無法冒用身份擁有安全性。 
 

3.3 身份認證 

NFC身份認證步驟為以下說明，身份認證流程

圖如圖6所示：  
(1) 使用者利用PC連結至SP請求服務。 
(2) SP將唯一值session-id與亂數產生之Tag-id

以及AS認證位址產生出QR code，並傳送至

PC。 
(3) 使用者利用MS掃描QR code取得session-id、

Tag-id與AS認證位址，利用以hash function
的MD5加密演算法將session-id與Tag-id加
密形成H。並利用Chaos將時戳t生成Secure 
key為AK，再以session-id、Tag-id串連以及

AK透過AES加密形成AM。 
(4) MS透過3G、4G或Wi-F將H與時戳t傳送至

AS認證位址。 
(5) 使用者使用MS感應NFC reader將AM與時

戳t所形成的M傳送至PC。 
(6) PC將M傳送至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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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S將過去收到時戳t利用Chaos計算反推出

AK ， 再 由 AK 以 AES 反 解出 AM 中 的

session-id、Tag-id。 
(8) 當AS解出session-id與Tag-id時並利用MD5

演算法形成H’。透過H’與之前MS所傳送的

H做比對，相同(H’=H)則認證成功，不同(H’
≠H)則認證失敗。 

(9) 比對後AS會回復成功/失敗訊息給SP。 
(10) SP會將認證完成訊息傳至PC端，成功則

登入系統，反之則無法登入。 
如上述加密機制公式演算法，如公式 4 所示。 
AK = Chaos(t) 
AM = AES(session-id || Tag-id , AK) 
H= MD5(session-id || Tag-id) 
M = AM || t      (4) 

 
本研究優點在於使用 AMCC 方法作為 PC

與 AS 以及 MS 與 AS 的雙通道認證，以透過

雙認證來防止駭客竊取冒用身份資料的可能，

而使用 MITK 藉由 NFC 模擬 smart card 進行身

分認證，利用時間約束審核條件，以及隨著時

間推移產生出標籤密鑰，即使駭客破解資料但

使用期限已過，也無法在其他的時間登入系統，

來達到更可靠的認證安全性。 

4. 安全性分析 

本文研究所提出之加密系統能有效提升

系統更安全性，以下為本研究之安全性分析。 
(1) 防止植入型病毒(如木馬、後門程式)：本

文透過使用Chaos將原始檔案進行加密保護，

如遭駭客取得伺服器上資料也無法取得資料

竄改內容，並且利用智慧型裝置透過NFC進行

身份驗證，可限制使用者登入系統時效性，防

止遭他人假冒身份。 
(2) 使用者身份認證：本研究結合AMCC與

MITK架構對使用者進行身份驗證，且對傳遞

的訊息進行Chaos加密保護，加強身份認證時

訊息來往傳遞安全。 
(3) 通訊安全：本研究為了加強通訊安全，每

個裝置在網路連線時皆使用SSL加密通道增加

資料保護安全性。在PC與SP的連線除了採用

SSL加密通道，並結合Chaos與AES加密提高使

用者的資料傳輸安全。 
(4) 加密安全分析：MITK架構則採用了簡易

XOR加密，雖然可限制Tag-id的使用限制以及

登錄系統權限，但當遭駭客取得Tag-id內容並

破解取得Tag-id的使用者資訊，就有可能取得

認證資格。而本研究使用Chaos with AES加密，

謹慎保護使用者所有資料，由於混沌系統的高

度複雜性便提高了系統的安全性。相關安全性

分析整理如表2、表3所示。 
 

5. 結論 

本研究提出以AMCC多通道認證協定與

MITK在NFC環境中由時間限制產生標籤密鑰

進行身份認證，並利用Chaos與AES加解密提高

系統的安全性。以利用AMCC方法多通道身份

認證協定，解決單一通道認證當資料被竊取與

破解後，就可直接盜用身份並登入系統。而利

用MITK方法中時間標記認證能確保身份登入

之時效性，當認證使用時間過了，將無法使用

此認證，解決駭客冒用身份在不同時間請求服

務。 
由於Chaos特性是將初始值以多變量多維

時間複雜度中進行混濁，對入侵的駭客破解或

截取是非常困難，並且加上AES加密技術，很

適合用於資料傳輸加密與身份驗證中，解決過

去只使用SSL安全通道，以及簡單的XOR加密

方法，防止資料被竊取時很容易破解資訊來冒

用身份。對於以上資訊安全分析，本研究方法

提升了資訊保密性，也增加了傳輸時的安全性，

對於未來手機NFC應用於電子錢包的帳戶核對，

以及人員管制的身份認證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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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符號表 

說明 符號 

Lorenz system 熱膨脹係數 A  

Lorenz system 熱擴散率 B  

Lorenz system 寬度和高度的比率 C  

Lorenz system 對流係數為 x 軸 x  

Lorenz system 水平溫度分佈為 y
軸 

y  

Lorenz system 垂直溫度分佈為 z
軸 z  

Cat Map 的 x 軸 x  

Cat Map 的 y軸 y  

Cat Map 的 z 軸 z  

Cat Map 的正整數 n  

Cat Map 的正整數 o  

Cat Map 的迭代的次數 Q 

驗證伺服器 AS 

提供服務伺服器 SP 

個人電腦 PC 

智慧型行動裝置 MS 

安全加密通道 SSL 

使用者於伺服器所取得的序號值 session-id 

使用者 NFC Tag 值 Tag-id 

AES Secure key AK 

時間標記 t 

Chaos with AES 加密的訊息 AM  

Hash function MD5 加密後訊息 H  

 
 
 
 

表 2 使用者身份認證攻擊分析 

項目

 
協定 

木馬程式
使用者的

身份確認 
雙通道認

證 

Our 
proposed 
method 

可防禦 有 有 

AMCC 可防禦 無 有 

MITK 可防禦 有 無 
 
表 3 Secure key 與資料加密用於 SSL 通道的方

式 

        SSL
 
協定 

PC 與 AS 之間資料傳遞之通

道所採用之 Secure key 方式與

資料加密方式 
採用 Secure 

key 方式 資料加密方式

Our proposed 
method Chaos Chaos with 

AES 
AMCC AES 無 
MITK XOR XOR 

 
 

 
圖 1 數值 A=10、B=28 和 C=8/3 的 Lorenz 

oscillator 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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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SSLSSL SSLSSL

SSL
SSL

Trusted

Not TrustedTrusted

Trusted

MS PC

AS SP  
圖 2 多通道認證協定的系統配置圖 

 
不安連線

安全連線

Session-id

Session-id, ID-M

OK/NG, ID-M,session-id

OK/NG

nonce
nonce

Ack,id-SP,nonce

id-SP,nonce

OK/NG

OK/NG

OK/NG

Session-id
Session-id, id-SP

ASSPPCMS

圖 3 Mizuno 提出之 AMCC 認證協定架構圖 
 

3G/Wi-Fi

CA_NFC

MS

NFC-Server

Reader
 

圖 4 使用 NFC 認證協定的環境配置圖 

SSL SSL

SSL

SSL

3G、Wi-Fi

NFC

QR Code

USB

AS SP

PCMS

 
圖 5 多通道認證協定的架構圖 

 

H,t

Session-id

Compute H= MD5(session-id || Tag-id)

Wireless Channel
SSL Channel

Session-id

Success / Fail

Success / Fail

Compute AK = Chaos(t)
Compute AM = AES(session-id || Tag-id, AK)
M = AM || t

Send M
Send MVerify M = H || t

Compute AK = chaos(t)
Compute session-id || Tag-id = AES(AM, AK)
Compute H' = MD5(session-id || Tag-id)
Verify H = H'

MSNFCPCAS SP

 
圖 6 NFC 身份認證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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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ECC和多伺服器架構的遠端身分認證協定 

 

 

 

摘要 
目前已經有很多單一伺服器身分驗證的

協定，但隨著網路技術的進步，用戶可能需要

登錄多個伺服器來獲得服務，因此，陸續有學

者提議多伺服器架構的遠端身分認證技術。

Kalra 和 Sood 提出的多伺服器架構遠端用戶

認證方案建構在橢圓曲線密碼系統之上，雖然

該方案改善了之前方案的缺失，也降低了運算

成本，但仍然是不安全的，因為訊息驗證和會

議金鑰計算都無法正確執行；另外還存在離線

密碼猜測攻擊的問題。本文除了提議新方案之

外，也證明在多種常見的攻擊中，新方案是安

全無慮的多伺服器架構遠端身分認證協定。 

關鍵詞：智慧卡、橢圓曲線密碼系統、多伺服

器認證、用戶認證、離線密碼猜測攻擊。 

 

Abstract 
There are already a lot of single-server 

authentication schemes, but with advances in 

network technology, the user may need to log on 

to multiple servers to access services. In 2013, 

Kalra and Sood proposed an advanced remote 

user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for multi-server 

architecture based on ECC. Although their 

scheme remedies the security weakness of 

previous schemes and reduces the cost of 

computing, the scheme is still insecure. It verifies 

login message and calculates session key in a 

wrong way, as well as suffers from the attacks of 

offline guessing passwords. Based on ECC and 

multi-server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user authentication scheme. The proposed 

scheme is secure under several attacks as shown 

in the paper. 

Keywords: Smart card, Multi-server architecture, 

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user authentication, 

off-line password guessing attack.  

1. 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環境快速的發展，在網路上

進行電子交易或是其他服務也越來越普及，在

一個不安全的通訊環境下，用戶跟伺服器之間

的相互認證越發顯得重要。因此，文獻也已經

刊登很多遠端身分認證技術，檢視這些方案，

大都僅工作在單一伺服器架構，無法適用於多

伺服器環境。 

隨著網路服務的快速增加，用戶可能需要

登錄多個伺服器來獲得服務，在這樣的環境

下，用戶必須同時向多個伺服器註冊，記住多

個密碼，方能一一登錄伺服器，認證身分取得

服務，這樣一來會造成用戶的不方便性。因

此，很多學者提出了多伺服器環境下安全認證

方案，企圖解決上述問題。在 2001 年，Tsaur

提出一個靈活的用戶認證方案[1]；同一年 Li

等人也提出了一個利用神經網路的遠端認證

方案[2]，但是該方案有些不切實際的，因為會

花太多時間跟成本在訓練維護神經網路。在

2003年 Lin等人提出了一個新的遠端用戶認證

方案[3]，在 2004 年 Juang 指出方案[3]在驗證

過程中效率不夠，並提出了一個使用智慧卡和

密碼認證的高效率多伺服金鑰協商方案[4]，但

是該方案會遭受到離線密碼猜測攻擊。為了減

少計算成本，Chang和 Lee 提出了一個使用智

慧卡的多伺服器密碼認證方案[5]，但是方案[5]

會遭受到內部攻擊。在 2009 年 Liao 和 Wang

提出了一個安全動態身分遠端用戶認證方案

[6]，Hsiang 和 Shih 指出方案[6]會遭受到偽裝

攻擊、欺騙攻擊、內部攻擊，並提出了一個改

善方案[7]，但是在 2011年，Sood 等人[8]指出

方案[7]會遭受到重送攻擊、假冒攻擊、竊取智

慧卡攻擊。在 2013年 Kalra 和 Sood 指出方案

[8]在會議金鑰協商階段沒有足夠的資訊，提出

另外的改善方案[9]，並降低計算成本。在本篇

文章中，我們將簡要回顧方案[9]，且透過安全

性分析指出在驗證訊息和計算會議金鑰發生

的錯誤，以及離線密碼猜測攻擊的問題。 

2. 回顧 Kalra和 Sood的方案 

Kalra 和 Sood 的方案[9]主要分為三個階

段，註冊階段、登入階段、認證和金鑰協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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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該方案所使用的參數定義如表一所示。 

由管理伺服器選擇大的質數 p，選擇兩個

整數 a、b  Z
* 

p， p的長度大於 2
160位元，a、

b必須滿足(4a
3
 + 27b

2
) ≠ 0 mod p，Ep是建立

在 Zp的橢圓曲線，Ep的集合包含單位元素 O

和滿足方程式 y
2
 = x

3
 + ax + b mod p 的點。

選擇一個點 G，其序是大質數 n，n  G = O。

將 Ep、G、n、p作為公開參數。 

表一 參數定義 

Ui 用戶 

Sk 服務伺服器 

CS 管理伺服器 

IDi 用戶 Ui的身分 

SIDk 服務伺服器 Sk的身分 

Pi 用戶 Ui的密碼 

H() 一個安全的單向雜湊函數 

Yi 管理伺服器為用戶所選擇的隨機亂數 

X 管理伺服器的私鑰 

N1 用戶智慧卡所選擇的隨機亂數 

N2 服務伺服器所選擇的隨機亂數 

N3 管理伺服器所選擇的隨機亂數 

⊕ 互斥或運算符號 

| 串接運算符號 

3. 安全性分析 

在本章節我們指出方案[9]在安全方面的

漏洞。 

(1) 登入階段中，智慧卡驗證擁有者的部份有

錯誤 

在登入階段，智慧卡會計算 E
* 

i = H(IDi|Pi) 

⊕ Pi ⊕ Ni，驗證 E
* 

i 是否等於智慧卡儲存的 Ei，

但用戶只有輸入 IDi、Pi、SIDk，而智慧卡內只

有{Ei, Fi, N1, P1, H()}，缺少計算 E
* 

i 所需要的

Ni，所以智慧卡沒有足夠的資訊來驗證擁有者

輸入的訊息。 

(2) 服務伺服器無法認證管理伺服器 

管理伺服器計算 P3 = N3G、P33 = N3P3、

Di = SKkP2= SKkN2G並傳送{P3, Di }給服務伺

服器。服務伺服器接收訊息後，計算 Di= 

SKkN2P3= SKkN2N3G，明顯地 Di  Di，故服

務伺服器無法認證管理伺服器。 

(3) 會議金鑰無法計算 

用戶、管理伺服器、服務伺服器計算 SK = 

H(H(IDi|Yi|Ni)|(N1⊕N2⊕N3))當做共同的會議金

鑰，但是用戶、服務伺服器、管理伺服器分別

只知道自己所選擇的一次性隨機亂數 N1、N2、

N3，另外 Ni只有用戶知道，Yi只有管理伺服器

知道，故會議金鑰無法計算。 

(4) 離線密碼猜測攻擊 

假設攻擊者得到用戶的智慧卡並提取裡

面的參數{Ei, Fi, N1, P1, H()}，離線密碼猜測攻

擊步驟如下。 

步驟一: 

攻擊者選擇隨機亂數 Pi
*，可以計算出 E

* 

i = 

H(IDi|Pi
*
)⊕Pi

*。 
步驟二: 

比較 E
* 

i 和 Ei是否相等，重複以上步驟直到

猜測出正確密碼，即 E
* 

i = Ei。 

4. 改進的方案 

在此章節我們改善 Kalra 和 Sood 方案在

驗證訊息和會議金鑰計算步驟錯誤，和離線密

碼猜測攻擊的問題。在改進的方案裡，我們分

為註冊階段、登入階段、認證和金鑰協議階

段，各階段流程在下面依序介紹。 

4.1 註冊階段 

4.1.1 用戶註冊階段 

當用戶想要使用服務伺服器的服務時，用

戶必須先向管理伺服器申請註冊，如圖一所

示，註冊步驟如下: 

步驟一: 

用戶選擇隨機亂數 R，與自己選擇的密碼

PWi，計算 RPWi=H(R|PWi)，提交身分 IDi，透

過安全通道將{IDi, RPWi}傳給管理伺服器。 

步驟二: 

當管理伺服器接收到訊息{IDi, RPWi}，首

先檢查 IDi 是否已經註冊過了，假設若沒有，

則執行下列計算： 

Fi = H(X|IDi|RPWi)G 

d = H(X|IDi) 

X是管理伺服器的私鑰，之後將{IDi, RPWi⊕X}

儲存到管理伺服器資料庫，將{Fi, d, H( )}儲存

到智慧卡裡面，最後將智慧卡經由安全通道傳

給用戶。 

步驟三: 

當用戶收到智慧卡，接著輸入密碼 PWi，

智慧卡會執行下列計算： 

Ei = H(IDi|PWi|d) 

r = d⊕H(PWi) 

會將智慧卡內的 d替換 r，再將{Ei, r}儲存到智

慧卡，智慧卡裡有{Ei, Fi, r,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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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服務伺服器註冊階段 

服務伺服器必須先向管理伺服器申請註

冊，如圖二所示，註冊步驟如下: 

步驟一: 

首先服務伺服器選擇身分 SIDk 和私鑰

SKk，SKk 是對應到服務伺服器 Sk 的身分和私

鑰，由安全通道將{SIDk, SKk}傳給管理伺服器。 

步驟二: 

當管理伺服器接收到訊息{SIDk, SKk}，接

著計算 Mk = SKk⊕H(X|SIDk)G ，之後將

{SKk⊕H(X|SIDk), SIDk}儲存到管理伺服器資料

庫，最後將{Mk}傳給服務伺服器。 

步驟三: 

服務伺服器會儲存收到的訊息{Mk}。 

 
圖一 用戶註冊階段 

 
圖二 服務伺服器註冊階段 

 
圖三 登入階段 

4.2 預先計算階段 

智慧卡會預先計算，首先會選擇一次性隨

機亂數N1，計算Qi = N1G，此時智慧卡裡有{ Ei, 

Fi, r, N1, Qi, H( )}。 

4.3 登入階段 

當用戶想要登入服務伺服器時，必須傳送

登入訊息給服務伺服器，如圖三所示，步驟如

下: 

用戶將自己的智慧卡插入讀取裝置，並且

輸入自己的身分 IDi、密碼 PWi及服務伺服器

身分 SIDk。首先智慧卡會計算 d= r⊕H(PWi)，

計算 E
* 

i = H(IDi|PWi|d)，驗證 E
* 

i 是否等於智慧

卡儲存的 Ei；假設若正確，則計算 Zi = N1Fi，

再計算驗證訊息 Wi = H(IDi|SIDk|Qi|Zi) ，計算完

畢後，將登入訊息{IDi, SIDk, Qi, Wi}傳送到服務

伺服器。 

4.4 認證及金鑰協議階段 

服務伺服器收到登入訊息後，首先會計算

驗證訊息，再傳送給管理伺服器做驗證，如圖

四所示，步驟如下: 

步驟一: 

服務伺服器收到後，會選擇一次性隨機亂

數 N2，並執行下列計算： 

QS = N2G 

ZS = N2Mk 

KSi = N2Qi 

WSi = H(IDi|SIDk|Qi|QS|Wi|KSi) 

WS = H(IDi|SIDk|Qi|QS|Wi|WSi|ZS) 

連同用戶所傳的登入訊息，將訊息{IDi, SIDk, Qi, 

QS, Wi, WS, WSi}傳送給管理伺服器。 

步驟二: 

管理伺服器收到訊息後，首先會從資料庫

使用私鑰 X 提取出 RPWi、SKk，計算 Zi = 

QiH(X|IDi|RPWi)，檢查 Wi是否等於 

用戶 服務伺服器 

 輸入 IDi, PWi, SIDk 

d= r⊕H(PWi) 

E
* 

i = H(IDi|PWi|d) 

驗證 Ei是否等於 E
* 

i  

Zi = N1Fi 

Wi = H(IDi|SIDk|Qi|Zi) 

{IDi, SIDk, Qi, Wi} 

服務伺服器 管理伺服器 

選擇 SIDk, SKk 

 
{SIDk, SKk} 
 

{Mk} 

儲存Mk 

用戶 管理伺服器 

選擇 R, PWi 

RPWi=H(R|PWi) 

{IDi, RPWi} 

智慧卡 

Ei = H(IDi|PWi|d) 

r = d⊕H(PWi) 

將 d更新為 r 

智慧卡裡有{Ei, Fi, r, H( )} 

檢查 IDi 

Fi = H(X|IDi|RPWi)G 

d = H(X|IDi) 

儲存{IDi, RPWi⊕X} 

智慧卡{Fi, d, H( )} 

Mk = SKk⊕H(X|SIDk)G 

儲存 

{SKk⊕H(X|SIDk), SI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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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認證及金鑰協議階段 

 
圖五 認證及金鑰協議階段 

H(IDi|SIDk|Qi|Zi)，計算 ZS = QSSKk⊕H(X|SIDk) 

，檢查WS是否等於 H(IDi|SIDk|Qi|QS|Wi|WSi|ZS)，

若驗證通過，管理伺服器會選擇一次性隨機亂

數 NC，並執行下列計算： 

WCS = H(IDi|SIDk|NC|Qi|QS|Wi|WS|WSi|ZS) 

WCi = H(IDi|SIDk|NC|Qi|QS|Wi|WS|WSi|Zi) 

並傳送{NC, WCi, WCS}給服務伺服器。 

服務伺服器接收訊息後，對訊息進行驗

證 ， 並 且 檢 查 WCS 是 否 等 於

H(IDi|SIDk|NC|Qi|QS|Wi|WS|WSi|ZS)，如果相等則對

管理伺服器驗證成功，並傳送{NC, QS, WCi, WS}

給用戶，如圖五所示。 

用戶接收訊息後，首先計算會議金鑰 KiS = 

N1QS，計算WiS = H(IDi|SIDk|Qi|QS|Wi|KiS) 再對

訊 息 進 行 驗 證 ， 檢 查 WCi 是 否 等 於

H(IDi|SIDk|NC|Qi|QS|Wi|WS|WiS|Zi)，如果相等則對

管理伺服器驗證成功。 

用戶、服務伺服器可以計算一把共同的會

議金鑰 KiS = KSi = N1N2G。 

5. 安全性分析 

在本章節將對我們所提出的方案進行安

全分析。 

(1) 會議金鑰協商 

用戶與服務伺服器可以計算共同的會議

金鑰，服務伺服器的會議金鑰 KSi = N2Qi，用

戶的會議金鑰 KiS = N1QS，如下列所示： 

KSi = N2Qi = N1N2G 

KiS = N1QS = N1N2G 

(2) 抵禦重送攻擊 

假設攻擊者重送服務伺服器的訊息{IDi, 

SIDk, Qi, QS, Wi, WS, WSi}， 管理伺服器首先會

驗證訊息，由於訊息是正確的所以會通過驗

證，管理伺服器會再計算相關參數，將訊息{NC, 

WCi, WCS}回傳給服務伺服器，但是攻擊者無法

藉由訊息計算出會議金鑰，因為每一次用戶、

管理伺服器、服務伺服器，都會選擇新的隨機

亂數 N1, N2, NC，因此可以抵禦重送攻擊。 

(3) 抵禦假冒攻擊 

假設攻擊者要假冒用戶，但是攻擊者不知

道計算 Zi = N1Fi所需要的安全參數 Fi，如果攻

擊者隨意偽造 Fi，在管理伺服器驗證用戶過程

計算 Zi = QiH(X|IDi|RPWi)，檢查 Zi是否等於

Zi中就會發現有問題。 

(4) 抵禦惡意伺服器攻擊 

假設攻擊者假冒管理伺服器，接受了服務

伺服器傳來的訊息，但是攻擊者不知道服務伺

服器跟管理伺服器事先溝通好的金鑰 SKk，如

果攻擊者隨意偽造訊息 WCS，在服務伺服器驗

證管理伺服器的過程檢查WCS中就會發現有問

題。 

(5) 抵禦離線密碼猜測攻擊 

假設攻擊者利用不法手段得到用戶的智

慧卡，但是攻擊者沒辦法猜測用戶的密碼，因

為{Ei, r}裡面有用戶的密碼跟管理伺服器的私

鑰，同時猜測兩個亂數是困難的。 

(6) 抵禦中間人攻擊 

假設攻擊者要攔截篡改中間的訊息，來偽

裝成合法用戶或伺服器，但是基於離散對數問

題，他無法計算出會議金鑰 KiS= KSi= N1N2G。 

(7) 抵禦竊取驗證表攻擊 

假設有內部攻擊者從管理伺服器端竊取

驗證表格中用戶跟服務伺服器的秘密資訊，但

用戶 

 

服務伺服器 

 

KiS = KSi = N1N2G 

{NC, QS, WCi, WS} 

驗證 WCS是否等於

H(IDi|SIDk|NC|Qi|QS|Wi|WS|WSi|ZS) 

KiS = N1QS 

WiS = H(IDi|SIDk|Qi|QS|Wi|KiS) 

驗證WCi是否等於

H(IDi|SIDk|NC|Qi|QS|Wi|WS|WiS|Zi) 

服務伺服器 

 

管理伺服器 

 

{NC, WCi, WCS} 

QS = N2G 

ZS = N2Mk 

KSi = N2Qi 

WSi = H(IDi|SIDk|Qi|QS|Wi|KSi) 

WS = H(IDi|SIDk|Qi|QS|Wi|WSi|ZS) 

 
{IDi, SIDk, Qi, QS, Wi, WS, WSi} 

Zi = QiH(X|IDi|RPWi) 

驗證Wi是否等於 H(IDi|SIDk|Qi|Zi) 

ZS = QSSKk⊕H(X|SIDk) 

驗證WS是否等於 H(IDi|SIDk|Qi|QS|Wi|WSi|ZS) 

WCS = H(IDi|SIDk|NC|Qi|QS|Wi|WS|WSi|ZS) 

WCi = H(IDi|SIDk|NC|Qi|QS|Wi|WS|WS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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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攻擊者沒辦法猜測用戶密碼跟服務伺服器

金鑰，因為儲存在管理伺服器資料庫 {IDi, 

RPWi⊕X}、{SKk⊕H(X|SIDk), SIDk}有用戶密

碼、管理伺服器私鑰和服務伺服器私鑰，同時

猜測兩個亂數是困難的。 

6. 結論 

在本篇文章中，我們回顧 Kalra 和 Sood

方案，並藉由安全性分析來證明該方案在驗證

訊息和會議金鑰計算步驟中有錯誤，且還會遭

受離線密碼猜測攻擊的問題。因此我們針對這

些問題來改善此方案，也由安全性分析來證明

我們的方案可以提供正確的會議金鑰協商，也

可以抵禦重送攻擊、假冒攻擊、惡意伺服器攻

擊、密碼猜測攻擊、中間人攻擊、竊取驗證表

攻擊的問題，也證明了我們的方案較先前的方

案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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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Blinding 技術處理在同態加密域下的摺積計算 

Realization of Convolution by Homomrphic Encryption-Based 

Blinding Schemes 

 

 

摘要( Chinese Abstract) 
近幾年來在加密域中直接進行的訊號處

理研究是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傳統通訊加密

議題由於新興的應用設定已不符需求。由於加

法同態加密後的訊號，在加密域下不具有兩訊

號相乘的性質，所以在本文中我們利用blinding

技術設計乘法的協議模型，此協議的安全性遵

循誠實但好奇模型 (honest but curious model)。

透過此協議除了可解決在加密域下訊號摺積

問題，並可被用來解決在加密域下的許多其他

應用，如: 數位浮水印、保密性的壓縮、加密

資料庫的權限問題…等，最後本文也將分析此

協議的複雜度。 

關鍵詞：同態加密、摺積、 隱私保護、blinding、

離散傅立葉。 

Abstract 
Privacy preserving based signal 

processing is a very hot research topic, 

recently. We addressed the applications of 

secure blinding schemes based on additive 

homomorphic encryption. In this paper we 

focused on the realization of privacy 

preserving based convolution process. Due to 

an additive homomorphic encryption lacking 

of mutiplication property in the encrypted 

domain, we utilize the blinding technique to 

conduct the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which enabling the convolution of a set of 

encrypted vector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Bob wants to 

calculate the convolution of some vectors 

which were encrypted by using Alice’s public 

key. An interactive protocol based both on 

the additive homorphic encryption and 

blinding technique are built to solve this task, 

directly on the encrypted domain. The  

protocol is secure in the honest but curious 

model, and for an analysis purpose, the 

computation complexity of the protocol is 

also evaluated. 

Keywords: Homomorphic encryption, 

privacy preserving, blinding, convolution,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1. 前言 (Introduction) 

數年前，少部分的人已預測到在數位世界

中，人們每天將以令人難以想像的速率產生驚

人數量的數據與資訊。例如，Google 執行長 

Eric Schmidt 在 2010 年粗估當時的網路規模

約有 500 萬 terabytes 的數量，並以每月約 100 

terabytes 的數量產生。假若網路成長也遵循

Moore’s law，數據或資訊量將難以掌握。Zhang

等研究員[1]當時也聲稱每隔 5.32 年網路規模

將會變為原來的 2 倍。 事實證明，網路規模

的成長不論是量或是速度均遠遠超過前述的

評估，簡言之，我們將越來越依賴網路，一方

面透過網路與世界聯結，另一方面也在網路上

分享我們週遭的生活瑣事。舉例來說，我們透

過 social networks (i.e. Facebook, Twitter, 

MySpace…)分享自己或週遭親友們的想法、事

件、照片與影片。然而在這些海量的數據中自

然存在一些安全議題值得探討，因為我們藉由

社交平台分享關於自身的資訊，而這些資訊可

能是自身的健康、財務、年齡、政治與宗教思

想，這些具有隱私敏感性資訊在沒有任何保護

或掩飾下，直接儲存或分享到我們所無法掌控

的網路空間中。人們會這麼做通常是不警覺其

自身網路隱私權的重要，且相信這些社交平台

會遵守法律並善意的儲存與處理這些敏感資

訊。 

然而許多資安事件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舉例來說[2]，Facebook 的用戶若刪除其帳戶，

Facebook 平台並不因此刪除其用戶過往所儲

存的資訊，而是會繼續保留該刪除戶的數據，

由此可見這些社交平台非常可能洩漏個人隱

私資訊，而這些敏感數據一旦被洩漏，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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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將直接或間接對使用戶造成損失與傷害。

雖然近年來隱私權開始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相

關的法律被制訂與執行，但光靠法律限制是不

夠的。在許多情況下，隱私的保密是應該被更

加要求的。飛機是許多人移動到世界各國的交

通工具，在歷經 911 攻擊事件後，全球機場的

管控相對提高許多，電子護照開始盛行，許多

個人資訊如:出生年月日、人臉照片與指紋均包

含其中。其此舉一方面，有效提升機場監視管

控。另一方面，若不甚遺失時或在安檢時也很

容易洩露電子護照持有者個人的隱私資訊。讓

我們更具體考慮以下的情形:假設有兩方，其一

方為警察或者情報機構，另一方為機場服務人

員。警察希望追蹤一名嫌疑犯的動向，試圖利

用嫌疑犯的生物特徵資訊進行班機乘客生物

特徵資訊之核對驗證，以掌握嫌疑犯的蹤跡。

警察在尚無犯罪事實前希望保護嫌疑犯的身

分，而機場服務人員則要確保乘客的隱私。在

這樣的情況下進行身分核對驗證，使用生物特

徵進行驗證肯定是通用的方法。但從乘客的角

度來看，假如我是好公民，為什麼需要揭示個

人生物特徵數據供調查。反之，從飛安的角度

想，避免任何危險是第一要務。在這處理生物

特徵議題上，如何同時保護生物資訊的隱密性

及確保資安系統的正常運作，將是現代機場服

務者一定會面對的重要課題。簡言之，政府和

執法機構希望可以方便地查證各種生物資訊。

為保護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但個人生物特徵

資訊的濫用，可能會導致人民無法承受的傷害

與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能兼顧方便生物特

徵資訊的儲存與驗證，而又同時能保護數據所

有者隱私的資安技術絕對是資安研究者的首

要任務。 

解決上述情況的理想方式是直接在加密域

中進行訊號處理。要完成這看似困難的工作，

需克服兩個重要的關鍵技術。其一為藉由同態

加密性質，使得一些簡單的線性運算在加密域

上可直接被一些運算組合所算出；其二為多方

共同運算，藉由兩個以上互不信任方，在不洩

漏他們所輸入的資料的情況下，互相幫助完成

運算。本論文的第二章將探討加密域下訊號處

理的相關技術；第三章則介紹加法的同態加密

系統和其特性分析；第四章將專注於隱私保密

協議；第五章則討論如何利用 blinding 技術實

作摺積運算與其他應用；最後第六章提出本文

之總結論。 

2. 加密域下訊號處理的相關技術 

(Signal Processing in encrypted 

domain) 

處理加密的訊號最早在 30 年前被 Rivest 

等人進行討論與研究[3]，其最主要探討的問題

在於一般訊號處理可以進行浮點數運算，但同

態加密後的訊號處理只能在整數空間進行。除

此之外，(1).若訊號本身就為浮點數，必定會有

計算誤差的影響；(2).訊號處理時往往注重的是

時間和頻率空間之間的關係，而非訊號本身值

的大小；(3).當訊號為多媒體時，高計算複雜度

與龐大的空間儲存需求為需要克服的挑戰。近

年來出現的一些應用性研究，例如:數位浮水印、

加密數據壓縮、加密資料庫的權限等。都證實

處理加密訊號的必要性，而處理加密訊號的加

密 系 統 通 常 又 可 分 為 同 態 加 密 系 統 

(homomorphic encryption) 和 亂 碼 電 路 

(garbled circuits) 兩種。 

同態加密系統可以讓簡單的線性運算映射

到加密域中，再藉由另一些線性運算組合完成

必要之運算。舉例來說，Pailler 加密系統[4]

使在明文中的加法運算對映射到密文中的乘

法運算。此外，RSA[5]則為眾所周知的乘法同

態加密系統。當這些加密系統用於訊號處理實

作時，可以在不知道公密鑰 (public & privacy 

key) 的情況下，對加密訊號進行一些線性運算。

儘管同態加密有如此方便的性質，但目前還是

無法很好的處理加法和乘法組合式的運算及

非線性的運算。為了解決上述的情況，一般都

使用交互式協議。即有兩方:客戶端 (Alice) 

和服務端 (Bob) 透過合作方式，藉由彼此交

換加密後的數據分別計算各自需負責的部

分。 

另一方面，早在 1982 年圖靈獎得主姚期智 

(Yao) 院士已提出亂碼電路方法[15]，其透過

boolean circuit 安全門的機制來執行各種運算。

Yao 的方法可以同時使用密鑰與公鑰，即使需

傳輸大量的資訊，但仍具有較低的通訊複雜

度。 

同態加密系統與互動式協議 (interactive 

protocols) 為加密訊號處理的基石，然而這些

技術在實際應用的實作也面臨一些尚未解決

的挑戰。例如:制定一系列關於信號處理所需使

用的 basic primitives，這本身就是一件很具挑

戰性的工作。其中所要面對的困難包括:計算複

雜性；實數在加密域中表示方法。或如何以整

數群來表示浮點數運算；以及透過最小雙方互

動式方式完成非線性運算…等。以上所述的實

際例子，可參見[7]，即在加密域實作 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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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或  FFT (Fast 

Fourier Transform) 的相關討論。為什要發展研

究這些 sub-protocol，是因為藉由開發這些基礎

的 sub-protocol，可擴展並應於一些與安全及隱

私保護相關的實際應用中。這些應用包括 : 

heuristic search in encrypted graphs 、

ElectroCardioGram (ECG) classication 、 data 

mining、face recognition 和 remote diagnosis

等。 

3. 加法的同態加密系統 (Additive 

Homomorphic Cryptosystem) 

現今對加密訊號進行訊號處理已成為密碼

學的重要議題，特別是強調數論加密系統的可

塑性 (malleability)。而所謂一個加密系統具有

可塑性，即運算在可藉由一個密文 (ciphertext) 

c = ⟦𝑚⟧，在不知道名文 (plaintext) 𝑚 的情況

下，經過運算而產生 ⟦𝑓(𝑚)⟧。雖然從密碼學

的觀點來看，可塑性有機會遭攻擊進而破解加

密系統，因為攻擊者可單獨藉由密文對明文進

行篡改而使加密系統遭到破解，但可塑性最重

要的關鍵是，允許第三方 (third party) 加入協

助處理加密數據。 

第三方協定的最主要應用是在安全函數評

測上 (secure function evaluation)。在互動式協

議架構上，安全函數評測允許客戶端 (Alice) 

和服務端 (Bob) 使用各自私人加密數據來測

試評估一函數的功能。換句話說，使用者可在

不知輸入數據為何的情況下，算出相對應的函

數值。但要注意的是，這類的架構需要雙方具

有互動式通訊能力，這類問題在不同的需求下

已被廣泛的討論過。 

這類協議 (protocol) 最需要考量的因素是，

除了盡可能減少在計算實作時所需相互通訊

的次數，且使其中一方只能利用密文進行相關

的線性運算。而使這類協議能運作的加密系統，

一般為同態加密系統。同態加密系統需要公鑰 

(public key) 與密鑰 (private key)，一般來說加

密和解密過程分別用 ⟦∙⟧ 和 𝔇(∙) 符號表示，

而同態加密可分為加法同態加密 (Additive 

Homomorphism)，及加解密滿足(1)式 

𝔇(⟦𝑥⟧ ⊛ ⟦𝑦⟧) = 𝔇(⟦𝑥 + 𝑦⟧)
= x + y, 

(1) 

及 乘 法 同 態 加 密 (Multiplicative 

Homomorphism)，即加解密滿足(2)式 

𝔇(⟦𝑥⟧ ⊚ ⟦𝑦⟧) = 𝔇(⟦𝑥𝑦⟧) = xy, (2) 

其中⊛ 、 ⊚為某種線性運算。若加密系統同時

滿足上述兩種性質則稱為完全同態加密 (fully 

homomorphic)。雖然完全同態加密同時可進行

加法和乘法加密運算，理論上，此系統可以發

展出任何線性系統的加密運算。但由於進行加

密系統[11]複雜度相對加法或乘法加密系統高

出很多，在實際應用上，目前而言仍不切實際。

表[1]為各種已知加密系統的同態屬性表: 

表 1 Homomorphic Properties and 

Homomorphic Cryptosystems 

Cryptosystem Add  Mult Both 

RSA No Yes No 

Goldwasser-Micali [8] Yes  No  No  

ElGamal [8] No  Yes  No  

Benaloh [9] Yes  No  No  

Paillier [4] Yes  No  No  

Boneh-Goh-Nissim [10] Yes  Noly 1 Yes  

Gentry [11] Yes  Yes  Yes  

雖然處理加密訊號已有一些不錯的成果，

但目前還有許多問題仍無法有效地且大規模

普及應用到現實的訊號處理中。以下是一些較

細節討論。 

3.1 安全性(Security) 

一般來說加密系統具有安全性，是因為攻

擊者無法在 polynomal time 內破解加密系統。

換句話說，給定一個密文 𝑐 = ⟦𝑚⟧，即便破解

者在擁有強大計算能力支援下，仍無法在有限

時間內計算出相對應的明文 𝑚。在不同安全顧

慮情況下，使用者往往需要加密系統具有不同

的安全性等級。例如，在明文攻擊中 (chosen 

plaintext attack)，加密系統就需要具有把相同明

文對映到不同密文的機率 (probabilistic) 特性，

此性質稱為 IND-CPA。簡單說來，惡意的攻擊

者即使竊取得到密文，也無法分辨相對映的明

文。 

當我們談論到多方運算協議 (multi party 

computation protocol) 時，我們希望運算加密訊

號能保有與直接運算資訊相同的正確性與隱

私性。我們假設協議參與者均遵循 honest but 

curious model，即 Alice 和 Bob 都遵照協議

正確完成運算，但從另一方得到訊息後，都會

試圖去推算其他訊息，此模型具有防止內部攻

擊的性質，因此設計與評估 honest but curious 

model 可使協議具有更強的安全性保障。事實

上，大部分的實作協議都遵循此模型。整體而

言，在此模型下，我們假設各方都正常的完成

各自所需負責的部分，但也都會希望能額外獲

得更多的相關資訊。一般而言，我們架構協議

的目的是為了能進行更複雜的加密運算，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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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架構的協議經證實係遵循 honest but curious 

model，則往往可同時間接證實其安全性。 

3.2 複雜性 (Complexity) 

此節我們討論隱私保護協議  (privacy 

preserving protocols) 的計算複雜度。我們從三

個 觀 點 來 進 行 討 論 :(1).Number of Bit 

Operations: 這通常稱為計算複雜度，即計算每

個協議所需基本運算的個數；(2). Number of 

Rounds: 本論文所討論的協議聚焦在客戶端

與雲端之間的交互協定，意即兩方需要透過互

相交換訊息來完成運算，故互相交換訊息次數

與計算複雜度呈現正相關。(3).Bandwidth: 即

在協議執行時所需傳輸的資訊量。通常我們以

Big-𝞞來表示其運算所需的位元數。因為協議

只傳輸加密資訊，假設所傳輸的資訊量為 𝑙 

bits，那麼其加法運算的複雜度為 𝞞(𝑙)，乘法

運算複雜度為 𝞞(𝑙2)，冪運算複雜度為 𝞞(𝑙3)，

而當冪運算為-1 時可以視為對密文作乘法逆

運算 (multiplicative inverse)，這又等同於去求

最大公因數，換言之，其計算複雜度等同冪運

算為 𝞞(𝑙3)。本文評估協議的計算複雜度都以

冪運算的個數當作其計算複雜度；而 rounds

就單純計算其傳輸的次數。影響 bandwidth 有

許多因素，其最主要的因素為密文的大小。 

3.3 Paillier 加密系統(Paillier cryptosystem) 

在敘述 Paillier 加密系統與其性質之前，

先介紹一些數學工具與符號，可以讓我們方便

介紹 Paillier 加密系統的安全性與演變。此加

密 系 統 是 從 Composite Residuosity Class 

Problem 衍生來得，而這個問題是數學上知名

的數論問題。假設 𝑛 = 𝑝𝑞，其中 𝑝 和 𝑞 是

質數，𝑛  是 RSA 的安全模數  (secure RSA 

modulus)。從中國餘數定理知 ℤ𝑛 和 ℤ𝑝 × ℤ𝑞 

是同構 (isomorph)，使得 ℤ𝑛
∗ ≅ ℤ𝑝

∗ × ℤ𝑞
∗，其中

ℤ𝑝
∗  和 ℤ𝑞

∗  為循環群 (cyclic groups) 且其order

分 別 為 𝑝 − 1 和 𝑞 − 1 。 [12] 對  Composite 

Residuosity Class Problem 的敘述為 : 假若

𝑐 ∈ ℤ𝑛2
∗ 和 𝑔 ∈ ℤ𝑛

∗，則透過對 

𝑐 = 𝑔𝑚𝑟𝑛   mod 𝑛2, (3) 

要計算出 𝑚 ∈ ℤ𝑛
∗  是困難的，其中 𝑟 ∈ ℤ𝑛

∗。由

上面的公式得知，假若給定 𝑐 ∈ ℤ𝑛2
∗ ，𝑔 ∈ ℤ𝑛

∗  

和 𝑚 ∈ ℤ𝑛
∗ ，對於 

𝑐 = 𝑔𝑚𝑟𝑛   mod 𝑛2, (4) 

是不可計算的。以上的敘述可以視為 Paillier 

加密系統的基礎，並可推得 Paillier 加密系統

滿足 IND-CPA 性質。以下簡單介紹 Paillier 加

密系統。假設公鑰 (Puk) 與密鑰 (PrK) 分別

為: 

𝑃𝑢𝐾 = (𝑔, 𝑛), (5a) 

𝑃𝑟𝐾 = 𝜆, (5b) 

其中 𝑛 = 𝑝𝑞，g 為任一整數，𝜆 = 𝐿𝐶𝑀(𝑝 −

1, 𝑞 − 1)。則給定一個明文 𝑚 ∈ ℤ𝑛 且 𝑟 ∈ ℤ𝑛
∗，

我們對明文加密過程為 

𝑐 = ⟦𝑚⟧ = 𝑔𝑚𝑟𝑛   mod 𝑛2, (6) 

解密過程為 

𝑚 = 𝒟(𝑐) =
ℒ(𝑐𝜆 mod 𝑛2)

ℒ(𝑔𝜆 mod 𝑛2)
   mod 𝑛, 

(7) 

其中 ℒ(𝑥) =
𝑥−1

𝑛
。一般說來， Paillier 加密系

統 的 安 全 參 數  security parameter 為 

𝑠 = ⌈𝑙𝑜𝑔2 𝑛⌉，我們並定義密文長度為 𝑙 = 2𝑠 

bit。從上面式子得知 Paillier 加解密過程的計

算複雜度由冪運算所支配並可將此關係表示

為 “enc ≈ dec = exp” 。而以下為其重要的運

算性質:給定 𝑥, 𝑦, 𝑘, 𝑟 ∈ ℤ𝑛 

(1).additive homomorphism 

𝒟(⟦𝑥⟧⟦𝑦⟧ mod 𝑛2) = 𝑥 + 𝑦 mod 𝑛, 
(8) 

(2).scalar homomorphism 

𝒟(⟦𝑥⟧𝑘  mod 𝑛2) = 𝑘𝑥 mod 𝑛, (9) 

(3).self-blinding 

𝒟(⟦𝑥⟧𝑟𝑛 mod 𝑛2) = 𝑥 𝑚𝑜𝑑 𝑛, (10) 

3.4 安全性(Damgaard-Jurik cryptosystem) 

Paillier 加密系統論文提出的兩年後，

Damgaard 等人提出改良版的 Paillier 加密系

統 (簡稱為 DJ 加密系統)，此加密系統的模數

為 𝑛𝑠+1，其中 𝑠 ≥ 1，同樣地此改良版本也可

藉由 composite residupsity problem 證明其安全

性。此外，安全係數 s 影響了加密系統的礦張

因子 (expansion factor)。以 RSA 加密系統加

密後加密域大小 (ciphertext domain) 與原訊號

空間 (plaintext domain) 一樣，同為 ℤ𝑛。但在

隨機加密系統中，一個明文應可以對應到多個

不同的密文。就 Paillier 加密系統而言，其明

文空間為  ℤ𝑛  ，而加密域為  ℤn2 ，所以

expansion factor 為 

2⌊𝑙𝑜𝑔2 𝑛 ⌋

⌊𝑙𝑜𝑔2 𝑛 ⌋
= 2. 

而 DJ 加密系統其明文空間為 ℤ𝑛𝑠 ，而加

密域為 ℤ𝑛𝑠+1，所以 expansion factor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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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𝑠 + 1)⌊log2 𝑛 ⌋

𝑠⌊log2 𝑛 ⌋
=

𝑠 + 1

𝑠
. 

在 DJ 加密系統中，假設 𝑛 = 𝑝𝑞，𝜆 = 𝐿𝐶𝑀(𝑝 −

1, 𝑞 − 1)， 𝑔 = 𝑛 + 1 並存在一個係數 𝑑 滿

足 𝑑 = 1 mod 𝑛𝑠 且當 𝑑 = 0 mod 𝜆 時，其公

鑰與密鑰可表示為 

𝑃𝑢𝐾 = (𝑔, 𝑛), (11a) 

𝑃𝑟𝐾 = 𝜆. (11b) 

給一個明文  𝑚 ∈ ℤ𝑛𝑠  和一個隨機變數

𝑟 ∈ ℤ𝑛𝑠+1，其加密過程為 

𝑐 = ⟦𝑚⟧ = 𝑔𝑚𝑟𝑛𝑠
 mod 𝑛𝑠+1, (12) 

而解密過程則可藉由 Paillier 解密過程的遞迴

應用解得 𝑚 

𝑐𝑑  mod 𝑛𝑠+1 = (𝑛 + 1)𝑚 mod 𝑛𝑠+1, (13) 

DJ加密系統性質完全與Paillier加密系統一樣，

都同屬加法的同態加密系統。 

4. Blinding 技術的相關協議  

許多時候，隱私保密協議處理非線性運算

是必須的，因此無法單靠同態加密系統來完成。

我們假設服務端 (Bob) 和客戶端 (Alice) 分

別完成部分運算，雙方在資料保密下互相幫助

完成最終目標計算。即當  Bob 傳輸資料給 

Alice 時， Bob 希望能確保 Alice 無法從資

料本身得知任何其他訊息。以下為納入 

Blinding 技術的假設情況 : Bob 擁有一些經 

Alice 加密後的資料 ⟦𝑥⟧，並且幫助 Alice 完

成一些計算 𝑓。因為 Alice 擁有密鑰可以解密

這些加密的資料，而 Bob 不希望 Alice 知道

關於這些資料的任何其他訊息，所以 Bob 挑

選適合的隨機參數 𝑟，透過同態加密的特性得

到 ⟦𝑥 + 𝑟⟧ 後再傳送給 Alice ，她再經由手邊

的密鑰解密得到 𝑥 + 𝑟，由於 𝑟 的隨機特性使

得她無法得知 x，但可計算出 𝑓(𝑥 + 𝑟)，再加

密得到 ⟦𝑓(𝑥 + 𝑟)⟧ 後傳送給 Bob。而 Bob 透

過 𝑓，可計算出 𝑓(⟦𝑓(𝑥 + 𝑟)⟧, 𝑟) = ⟦𝑓(𝑥)⟧，

其中 𝑓 可直接在加密域上進行運算。圖一為 

Blinding 技術相關協議加解密的流程圖。在流

程圖中加入 blinding 這功能，提供了必要的資

訊理論安全性 (information theoretic secure)，它

證明了加密資料可以在多方同時運算進行下，

且具有完整安全 (perfect security) 的性質。此

流程圖常見於一些訊號處理的應用中。舉例來

說，若兩個經 Paillier 加密訊號想要做乘法運

算，就適合利用此流程圖來達到目標，參考資

料[13]的作者以符號 EncMul，來表示兩家密後

訊號的相乘運算，即 

⟦𝑥𝑦⟧ = EncMul(⟦𝑥⟧, ⟦𝑦⟧). (14) 

假設 Bob 擁有經 Alice 以 Public key 加密後

的資料 ⟦𝑥⟧ 和 ⟦𝑦⟧ ，且他可利用加法同態加

密性質並藉由兩個隨機變數 𝑟𝑥 和 𝑟𝑦 來混淆

原本以加密資料，產生 ⟦𝑥 + 𝑟𝑥⟧ 和 ⟦𝑦 + 𝑟𝑦⟧ 

並傳送至 Alice 。而 Alice 先解密並把此兩數

相乘 得到 𝑤，則 𝑤 可表示為 

𝑤 = 𝑥𝑦 + 𝑥𝑟𝑦 + 𝑦𝑟𝑥 + 𝑟𝑥𝑟𝑦. (15) 

圖一:Blinding 技術的相關加解密流程圖(藍色圓框為數據，紅色方框為運算、綠色圓框圍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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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將上相結果加密得到  ⟦𝑤⟧  後傳送給

Bob。Bob 得到 ⟦𝑤⟧ 及剛開始的 ⟦𝑥⟧ 和 ⟦𝑦⟧ 

資料，他可利用原先所挑選來混淆數據的兩隨

機變數 𝑟𝑥、𝑟𝑦，就可計算出 ⟦𝑥𝑦⟧。其計算方

法可表示如: 

⟦𝑥𝑦⟧ = ⟦𝑤⟧⟦𝑥⟧−𝑟𝑦⟦𝑦⟧−𝑟𝑥⟦𝑟𝑥𝑟𝑦⟧
−1

. (16) 

此 Blinding 技術相關協議需要兩回的資料傳

輸，一是 Bob 將資料混淆後傳給 Alice，另一

則是 Alice 將加密後的計算結果回傳給 Bob。

故所需要的 bandwidth為 3𝑙 (因為有 3個密文

需 傳 輸 ) 。 而 其 計 算 複 雜 度 為 3 個

exponentiations (⟦𝑥⟧−𝑟𝑦、⟦𝑦⟧−𝑟𝑥、⟦𝑟𝑥𝑟𝑦⟧
−1

)，5

個 multiplications，3 個 encryptions 及 2 個

decryptions。總共為 8 個 exp 運算。圖二為

EncMul sub-protocol 之流程圖。 

5. 隱私摺積私協議  

本文所討論之技術可以被廣泛的應用，若

再搭配  Yao 所設計的亂碼電路  (garbled 

circuits) 技術，理論上可實現任意之加密系統。

以下我們介紹其中幾個相關應用。 

 在[7]中，作者架構了在加密域中計算離散

傅立葉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及快速傅立

葉 (fast fourier transform)的方法，而我們都知

道訊號之傅立葉轉換，除了可分析訊號在不同

頻率弦波的組成(而圖像的傅立葉轉換表示圖

像中灰度變換劇烈程度的指標，是灰度在平面

空間上的梯度)之外，DFT/FFT 還有一個重要

的性質，就是計算摺積 (convolution)，FFT 可

以大大的降低其計算複雜性，相對地，若資料

經加法同態加密後要如何運算摺積，前述 

blinding 技術將是解決這問題的有效方法之一。

假設 Bob 有兩個經 Alice 加密後的向量訊號 

⟦𝑥⟧, ⟦𝑦⟧ ∈ ℤ𝑀  及參與傅立葉的轉換核係數 

𝛼𝑛𝑘。首先 Bob 先藉由加法同態加密性質把轉

換核係數當作常數做冪運算後進行連乘，即可

運算出在加密域下的 FFT 值 ⟦𝑋(𝑘)⟧, ⟦𝑦(𝑘)⟧。

此時  Bob 再隨機挑選兩隨機變數向量

𝑟𝑥(𝑘), 𝑟𝑦(𝑘) ∈ ℤ𝑀，加密後再與剛才運算出的

FFT 值做混淆的動作後再傳輸給 Alice。而 

Alice 收到這些值，先進行解密，相乘後再加密

得到 ⟦𝑤⟧，最後再回傳。Bob 得到此值後，可

再藉由先前的  ⟦𝑋(𝑘)⟧, ⟦𝑦(𝑘)⟧, rx(𝑘), 𝑟𝑦(𝑘) 

值當作參考計算出在加密域下的摺積運算。圖

三為具隱私性的 convolution 運算流程圖，此演

算法所需要的 bandwidth 為 3𝑀𝑙 (有三個維度

為 M 的密文需傳輸)；其計算複雜度維 5M 個

Exp 運算，7M − 2  個  Mul 運算，  3M  個 

enccryption 和 2M 個 dencryption。總共合計 

10M 個 exp 運算。此協議可被用在許多應用

中，例如，spectral analysis:對有限長度的訊號

分析其頻譜性質；data compression:由於人的感

受器官分辨的能力有限，因此許多演算法利用

圖二: EncMul Sub-Protocol 流程圖 (藍色圓框為數據，紅色方框為運算、綠色圓框圍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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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葉轉換分析出訊號高頻部分，再藉由除去

高頻部分已達到壓縮的性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在許多偏微分方程式求解時，因為傅

立葉轉換可將微分方程式成代數方程式，以簡

煥求解困難度。 

此外，在[16]中作者提出可在加密域中完成

Gram-schmidt 演算法。即假設有一組基底

{𝑣1, 𝑣2, … , 𝑣𝑛 |∀𝑣𝑖 ∈ ℝ𝑛}，而其正交化的表示式

為 

ui = 𝑣𝑖 − ∑ 𝑝𝑟𝑜𝑗𝑢𝑗
(𝑣𝑖)

𝑖−1

𝑗=1

. 
(17) 

計算此公式我們除了需要兩數相乘運算外，還

需要兩向量的內積與倒數運算。因此，可先藉

由 blinding 技術來得到在加密域下的對應協議 

(eMul、eInv、eDot)。有了這三個協議，即可

把正交化過程套用在加密域下。在許多應用中

會利用到正交化過程，例如:QR decomposition、

linear least squares problems及 face reconition等。

上述方法可協助其完成加密域下的相對應計

算。 

最後隱私協議還可以時做於在許多應用上。

例如， private database access:客戶利用加密的 

query 在服務端查詢資訊；private data mining:

透過收集從資料庫中匯集的數據判讀出具有

隱私的訊息；recommender systems:一個評價系

統，在保密使用者對某商品的個別評價下，系

統可自動做出相關的評價與推薦等。 

6. 結論 (Conclusion)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討論如何利用隱私安全

協議來計算向量訊號經同態加密後，在加密域

下直接進行摺積運算，並透過  honest but 

curious model 來說明此協議的安全性，一方面

證實此互動式的架構不會洩露不該洩露的訊

息，另一方面也以 DFT/FFT 為例說明此協議可

用於更多應用問題的實作中。此外，我們討論

了解協議的計算複雜度，互動次數，及所需傳

輸的資訊量，以便實際應用前可對系統複查度

做出適切的評估。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1] G.Q. Zhang, G.Q. Zhang, Q.F. Yang, S.Q. 

Cheng, and T. Zhou.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its cores. New Journal of Physics, 

10:123027, 2008. 

[2] H.R. Lipford, A. Besmer, and J. Watson. 

Understanding privacy settings in facebook 

with an audience view. In Proceedings of the 

1st Conference on Usability, Psychology, and 

Security, pages 1–8. USENIX Association, 

2008. 

[3] R.L. Rivest, L. Adleman, and M.L. Dertouzos. 

“On data banks and privacy homomorphisms.” 

Foundations of Secure Computation, pages 

169-178, 1978. 

[4] P. Paillier. “Public-key cryptosystems based 

圖三: 具隱私性的 convolution 運算流程圖(藍色圓框為數據，紅色方框為運算、綠色圓框圍計算結果)。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76 AIT / CEF 2015



on composite degree residuosity classes.” In 

Advances in Cryptology EUROCRYPT99, 

pages 223-238. Springer, 1999. 

[5] R.L. Rivest, A. Shamir, and L. Adleman. “A 

method for obtaining digital signatures and 

public-key cryptosystem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1(2):126, 1978. 

[6] A.C. Yao. Protocols for secure comput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Annual IEEE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volume 23, pages 160-164. Citeseer, 

1982. 

[7] T. Bianchi, A. Piva, and M. Barni. 

Implementing the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in the encrypted domain. In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pages 

1757-1760, 2008. 

[8] S. Goldwasser and S. Micali. “Probabilistic 

encryption*.” Journal of computer and 

system sciences, 28(2):270-299, 1984. 

[9] T. ElGamal. A public key cryptosystem and a 

signature scheme based on discrete logarithms. 

In Advances in Cryptology, pages 10-18. 

Springer, 1985. 

[10] J. Benaloh. Dense probabilistic encryp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Selected 

Areas of Cryptography, pages 120-128. 

Citeseer, 1994.

 

[11] D. Boneh, E.J. Goh, and K. Nissim. 

Evaluating 2-DNF formulas on ciphertexts. 

Theory of Cryptography, pages 325-341, 

2005. 

[12] C. Gentry.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using ideal lattic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41st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Theory of 

computing, pages 169-178. ACM, 2009. 

[13] D. Naccache and J. Stern. A new public key 

cryptosystem based on higher residu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page 66. ACM, 1998. 

[14] P. Failla. Privacy-preserving processing of 

biometric templates b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in University of Siena (2011). 

[15] I. Damg_ard and M. Jurik. A Generalization, 

a Simpli_cation and Some Applications of 

Paillier's Probabilistic Public-Key System. In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pages 119-136. 

Springer, 2001. 

[16] A.C.C. Yao. How to generate and exchange 

secrets. In 27th Annu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Computer Science, pages 

162-167. IEEE, 1986. 

[17] P. Failla and M. Barni. Gram - Schmidt 

Orthogonalization on Encrypted Vectors. In 

21st International Tyrrhenian Workshop on 

Digital Communications, ITWDC 2010.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77 AIT / CEF 2015



A Simple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Chia-Ju Chang#, Wei-Chi Ku#1, Hao-Jun Xu#, Pei-Jia Qiu# 

 
#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40 Min-Shen Rd., Taichung City, Taiwan 403 
1wcku@mail.ntcu.com.tw

 
Abstract—As conventional PIN-entry methods 

are vulnerable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many PIN-entry methods that are resistant to 

such attacks have been proposed. However, 

none of existing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s can provid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Herein, 

we propose a simple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RotPIN, which 

employs colors to confuse the shoulder surfers. 

We show that the password space, the 

resistance to accidental login, and the 

resistance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of 

RotPIN are sufficient. Furthermore, the user 

can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Accordingly, RotPIN can 

achiev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Keywords—Accidental Login, Capture Attack, 

PIN, Shoulder Surfing Attack, User 

Authentication. 

1. INTRODUCTION 

The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 is a 

numeric password that can be used for user 

authentication. It has been originat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TM (Automation Teller 

Machine) in 1967 and it is an efficient way for 

banks to authenticate their customers.  Up to now, 

PIN is widely used as the user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in many systems because of its 

inexpensiveness, easy implementation, and user-

friendliness. However, common PIN-entry 

methods are vulnerable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Human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the 

adversary watches over the user’s shoulder 

during the user’s login session to obtain the 

user’s PIN.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cognitive capacity of human beings is  

 

extremely limited. In 1956, Miller [1]  

proposed that the limitation in short-term 

memory (STM) is seven plus/minus two 

symbols. In 2004, Vogel et al. [2] proposed 

that STM of general users is limited to three 

or four symbols, i.e., just a few people can 

rapidly remember five symbols in general 

environments. 

 

 Capture Attacks: the adversary obtains the 

user’s PIN by using: (1) the hidden-camera 

attack: recording the user’s login session 

with a hidden-camera; (2) the spyware attack: 

using key logging software or Trojan 

software to record the user’s login session; 

and/or (3) the wiretapping attack: using 

sniffing tools to intercept the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system 

during the user’s login session. 

   

In 2004, Roth et al. [3] proposed a shoulder-

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IOC 

(immediate oracle choice). They use the color of 

black and white to confound the adversary from 

each login stage, however, the login stages are 

quadruple to the traditional PIN-entry method so 

the login time is too long. In 2005, Thorpe et al. 

[4] proposed the brain-computer interface-based 

(BCI) method, Pass-Thoughts. They claim that 

the user can transmit thoughts directly to the 

computer for user authentication. In 2007, Kumar 

et al. [5] proposed an eye-gaze based method, 

EyePassword. In reality, both Pass-Thoughts and 

EyePassword require the additional non-standard 

hardware devices and firmware. Because of the 

cost is too high, this kind of user authentication 

system is not currently acceptable by users. In 

2009, Shi et al. [6] proposed a rotary PIN-entry 

method with two variants for balancing security 

levels against accidental login and shoulder-

surfing attacks. However, the login screen of Shi 

et al.’s PIN-entry method is complicated so that 

the operation burden of the user is high.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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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 et al. [7] proposed a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ColorPIN. 

The user has to remember one traditional 4-digit 

PI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lors in long-term 

memory. Unfortunately, the memory burden of 

the user is high. 

In 2011, Bianchi et al. [8] proposed a PIN-

entry method, Phone Lock, which can resist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by audio or haptic cues 

on mobile devices. That is, the secondary 

channels are required in Phone Lock. In 2012, 

Bianchi et al. [9] proposed another PIN-entry 

method, TimeLock, which also uses the 

secondary channels for user authentication. 

Because the cues of TimeLock will be 

transmitted repeatedly in a random interval, the 

user may wait for the cues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Android Pattern Lock [10]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unlocking the user’s smartphone 

instead of the PIN-entry method. Although 

Android Pattern Lock is easy to learn and the 

login time is short, it cannot resist the shoulder-

surfing attacks. Furthermore, Android Pattern 

Lock is also vulnerable to smudge attack that the 

adversary can crack the pattern by the oil 

smudges on the smartphone. In 2014, Lee [11] 

proposed two shoulder-surfing resistant PIN-

entry methods, LIN4 and LIN5. In addition, the 

author has proposed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for quantitative security analysis of 

PIN-entry methods. However, the resistances of 

LIN4 and LIN5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are 

insufficient.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opose a simple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RotPIN, which can offer high resistance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and good usability for 

general environments.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 2, we will review the 

related works. In Sec. 3, we will describe the 

proposed method, RotPIN. Next, we will analyze 

the security and usability of RotPIN in Sec. 4 and 

Sec. 5, respectively.  Finally, conclusion is made 

in Sec. 6. 

2. RELATED WORKS 

In 2004, Roth et al. [3] proposed a shoulder-

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IOC 

(immediate oracle choice). The login screen of 

IOC is a regular PIN pad. The half numbers on 

the regular PIN pad are in black background and 

the remaining numbers on the regular PIN pad are 

in white background. The user has to finish four 

stages with one digit, so the 4-digit PIN requires 

sixteen stages. However, the login time is too 

long and the adversary can easily compare the 

login stages to eliminate fake numbers. 

In 2009, Shi et al. [6] proposed a rotary PIN-

entry method with two variants, VO and VT. In 

VO, the login screen displays a set of four co-

centered graphical wheels. Each wheel is divided 

into 10 sectors and each sector is labelled with a 

random number from 0 to 9. Each number 

displays exactly once in each wheel. To log into 

the system, there are eight rotation buttons by the 

side of the wheel and the user has to click the 

corresponding rotation buttons to align PIN digits 

in sequences. However, the login screen is 

complicated so that the operation burden of the 

user is rather high. In addition, since the user 

stays on the login screen for a long time, it will 

increase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human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On the other hand, VT 

is similar to VO except that the wheel in VT 

contains only two co-centered graphical wheels. 

To input a 4-digit PIN, the user has to finish two 

rounds. Although VT enhances the resistance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it simultaneously 

increases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accidental 

login. 

In 2010, Luca et al. [7] proposed a shoulder-

surfing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ColorPIN. 

The user has to choose one traditional 4-digit PIN 

and the color from black, red, and white for each 

digit of the chosen 4-digit PIN, respectively. The 

login screen consists of a PIN pad with numbers 

from 1 to 9. Under each number,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letters that are colored with black, red, 

and white, respectively. To log into the system, 

the user has to sequentially input the letter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lor of each digit of his/her 

PIN. Unfortunately, as the user has to remember 

one traditional 4-digit PI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lors in long-term memory, the memory burden 

of the user is high. 

In 2014, Lee [11] proposed two shoulder-

surfing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s, LIN4 and 

LIN5, in which, the user has to remember one 

traditional 4-digit PIN in long-term memory and 

one object in short-term memory. The login 

screen consists of two horizontal rows. The upper 

row contains digits from 0 to 9 and the lower row 

contains ten distinct objects. In LIN4, the user has 

to finish four rounds. The first round is the 

session key decision round and the remaining 

three rounds are PIN-entry rounds. The user has 

to identity and remember the object under the 

first digit of his/her PIN in the first round. In the 

remaining three rounds, the user has to rotat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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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to align with the second,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digits, respectively, of his/her PIN. LIN5 is 

similar to LIN4 except that LIN5 has to finish 

another round that the user has to rotate the object 

to align with the first digits. That is, the correct 

digit of his/her PIN will align with the same 

object in the session key decision round. 

However, the resistance of LIN4 to shoulder-

surfing attacks is insufficient.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resistance of LIN5 to accidental login 

is stronger than the one of LIN4, the resistance of 

LIN5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is worse than the 

one of LIN4. 

3.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describe a simple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RotPIN. The user just has to remember 

one traditional 4-digit PIN. The operation of 

RotPIN is simple and easy to learn. Additionally, 

we will analyze the security and usability of 

RotPIN. 

RotPIN involves two phases, the registration 

phase and the login phase,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elow. 

 3.1. Registration Phase 

Initially, a secure channel i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system by using 

SSL/TLS [12] [13]. Besides, the system will 

advise the user to register for the secure 

environment which is free of spyware, hidden 

camera, and shoulder surfing attacks. In the 

registration phase, the user has to set his/her 4-

digit PIN and the system stores his/her PIN in the 

password table. Furthermore, the user will be 

requested to register an e-mail address for 

unlocking his locked account once his account 

has been locked out, which will be described later. 

3.2. Login Phase 

The login screen displays a ring with twenty 

slots that are labelled from ‘A’, ‘B’, …, ‘T’. The 

ten black numbers from 0 to 9 and the ten red 

numbers from 0 to 9 are randomly and 

interleavingly allocated in the slots as shown in 

Figure. 1. The ring can be rotated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from slots to slots by scrolling 

the mouse wheel or clicking the “Rotation” 

buttons. In addition, a “Confirm” button, and a 

“Finish” button are displayed at the lower right 

corner of the login screen. 

 

Fig. 1 Example of the login screen. 

 

To log into the system, the user has to finish the 
following steps:  

Step 1: The user requests to log into the 
system. 

Step 2: The system displays a ring on the 
login screen. The user has to find the 
slot containing the first digit of 
his/her PIN either in black or red, 
which is temporarily used as the 
pass-color in this login session. This 
slot is temporarily used as the pass-
slot in this login session. The user 
has to remember the location of the 
pass-slot in short-term memory and 
then click the “Confirm” button to 
refresh the login screen. Let i = 2. 

Step 3: The user has to find the i-th digit of 
his/her PIN with the pass-color and 
then rotate the ring until the i-th digit 
is inside the pass-slot.  

Step 4: The user has to click the “Confirm” 
button to refresh the login screen. Let 
i = i + 1. If i < 5, GOTO Step3. 

Step 5: The user has to click the “Finish” 
button to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If the user has correctly responded all 
challenges, the user is authenticated 
by the system. 

Three consecutive failed login attempts will 
lock out the user account, and the system will 
send an e-mail containing the account-unlocking 
link to the user’s registered e-mail address. The 
login phase of RotPIN can be illustrated by a 
scenario as shown in Fig. 2 ~ Fig. 8, in which the 
little orange circle and the arrow are used for 
illustration only. Suppose the user’s PIN is “5139”. 
In this scenario, the pass-slot is labelled with ‘S’ 
and the pass-color is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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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user finds out the pass-slot, the first 
slot containing the first digit ‘5’ of his/her PIN 
“5139” in black, which is used as the pass-color. 

 

Fig. 3 After pressing the “Confirm” button to 
refresh the login screen, the user finds the second 
digit ‘1’ of his/her PIN “5139” with the pass-color. 

 

Fig. 4 The user rotates the ring until the second 
digit ‘1’ of his/her PIN “5139” with the pass-color 
is inside the pass-slot. 

 

Fig. 5 After pressing the “Confirm” button to 
refresh the login screen, the user finds the third 
digit ‘3’ of his/her PIN “5139” with the pass-color. 

 

Fig. 6 The user rotates the ring until the third digit 
‘3’ of his/her PIN “5139” with the pass-color is 
inside the pass-slot. 

 

Fig. 7 After pressing the “Confirm” button to 
refresh the login screen, the user finds the fourth 
digit ‘9’ of his/her PIN “5139” with the pass-color. 

 

Fig. 8 he user rotates the ring until the fourth digit 
‘9’ of his/her PIN “5139” with the pass-color is 
inside the pass-slot, and then clicks the “Finish” 
button to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4. SECURITY ANALYSIS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analyze the security of 

RotPIN. The notations used in the security 

analysis of RotPIN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The positive integer N denotes the size of 

numbers from 0 to 9, i.e., N = 10. The positive 

integer K denotes that each number of 0~9 

displays on the login screen for K times, i.e., K = 

2. Thus, K × N equals to the number of s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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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assword Space 

The RotPIN is a 4-digit PIN-entry method. The 

user’s password consists of the number from 0 to 

9, so the password space of RotPIN is 104. The 

size of the password space of PIN is also limited 

to 104. 

4.2. Resistance to Accidental Login 

The password length of RotPIN is four. In Step 

2, the user has to find his/her pass-slot containing 

the first digit of his/her PIN. In the remaining 

steps, the user has to rotate the second,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digit of his/her PIN inside the pass-

slot in sequences. T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accidental login of RotPIN, denoted by pal, is 

002.0
10

2

10

210
344








N

KN
pal  

As three consecutive failed login attempts will 

lock out the user account, the resistance of 

RotPIN to accidental login is sufficient. 

4.3.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Suppose that the adversary has entirely 

captured one login session.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capture attacks for RotPIN, 

denoted by pca, is  

05.0
20

1

210

11








KN
pca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adversary entirely captures one login session in 

general environments is not high. Therefore, the 

resistance of RotPIN to capture attacks is 

sufficient. Note that RotPIN’s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is stronger than the ones of LIN4 

and LIN5 [11]. 

4.4. Resistance to Human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Suppose that the adversary can remember five 

symbols in short-term memory. The probability 

of human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of RotPIN, 

denoted by phssa,5, is  

0.05
20

1

210

11








KN
phssa,5  

However, the login screen of RotPIN will change 

very quickly, it is difficult, in practice, for the 

adversary to memorize more than four symbols in 

the login process of RotPIN. Alternatively, 

suppose that the adversary can remember four 

symbols in short-term memory. The probability 

of human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of RotPIN, 

denoted by phssa,4, is reduced to   

0.005
200

111





NKN
phssa,4  

 

Thus, the resistance of RotPIN to human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is sufficient. 

5. USABILITY ANALYSIS 

We will analyze the usability of RotPIN with 

respect to memory burden, operational burden, 

learning difficulty, login success rate, and login 

time as follows. 

5.1. Memory Burden 

The user has to remember one traditional 4-

digit PIN in long-term memory and one pass-slot 

in short-term memory. However, the twenty slots 

in the ring of the login screen are labelled from 

‘A’, ‘B’, …, ‘T’, respectively. These labels can 

help the user to easily remember his/her pass-slot, 

which is temporarily used only for one login 

session, in short-term memory. Therefore, the 

memory burden of the user is low.  

5.2. Operational Burden 

The login screen displays a ring with twenty 

slots that are labelled with characters, 

respectively, so that the user can quickly and 
precisely find his/her pass-slot. Moreover, the 

user can ignore ten displayed numbers that are 

not with the pass-color. As the user can 

efficiently log into the system, the operational 

burden of the user is low.  

5.3. Learning Difficulty 

The registration and login rules of RotPIN are 

straightforward and simple so that the user can 

easily understand and learn RotPIN.  

5.4. Login Success Rate 

The twenty slots in the ring of the login screen 

are labelled with characters, respectively, which 

can help the user to accurately and correctly 

rotate the digits of his/her PIN inside the pass-slot. 

In addition, the operation burden of the user is 

low. Therefore, the login success rate is high.  

5.5. Login Time 

To log into the system, the user only has to find 

his pass-slot, press the “Rotation” butt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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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 button three times, and then press the 

“Finish” button in a simple and clear login screen. 

The pass-slot can be easily located by its label. 

Furthermore, by using the pass-color, the user can 

ignore half of the displayed twenty numbers on 

the ring to save the search time in the login 

process. The average login time of RotPIN is 7.5 

seconds. 

6.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have proposed a simple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resistant PIN-entry 

method, RotPIN, which can achiev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for general 

environments. We have shown that the password 

space, the resistance to accidental login, and the 

resistance to shoulder-surfing attacks of RotPIN 

are sufficient. In addition, the operation of RotPIN 

is simple so that the user can easily and efficiently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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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計算環境中具備短暫秘密洩漏安全之身分為

基礎的三方可認證金鑰協議協定 

 

 

摘要 

分散式計算環境中，一種三方通訊模式為

客戶端經由認證伺服器存取應用程式伺服器

的服務。若要在這種通訊系統中監控客戶端與

應用程式伺服器之間的通訊，適合使用金鑰傳

輸認證協定。金鑰傳輸認證協定易有金鑰支配

安全的疑慮。另一方面，隨著無線通訊技術快

速發展，許多學者提出適用於行動裝置的可認

證金鑰協議協定。這些協定大都採用線上／離

線計算技術，易受短暫秘密洩漏攻擊。本研究

提出一個以 Tseng 等人的協定為基礎，擴展為

適用於分散式計算環境的三方可認證金鑰協

議協定，改善金鑰傳輸認證協定的缺點。本研

究的協定除具備短暫秘密洩漏安全外，同時符

合金鑰協議協定安全特性。本研究亦提出協定

的平行版本，使協定的運行更具效率。 

關鍵詞：短暫秘密洩漏、分散式計算、三方可

認證金鑰協議協定、行動裝置、雙線性配對。 

Abstract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s, 

there is a common three-party communication 

model in which a client requests service from an 

application server through an authentication 

server. It is suitable for adopting key transfer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to prevent network crime 

by monitoring the communication messages 

transferred between the client and the application 

server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 However, 

the session key of key transfer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is only created by 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and thus vulnerable to concern about the 

resilience of key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with 

rapid growth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any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s for mobile 

devices have been proposed by researchers. Most 

of these protocols adopted online/offline 

computation technique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cost of mobile devices and thus 

are vulnerable to ephemeral secret leakage 

attacks. In this paper, our protocol employs Tseng 

et al.’s ephemeral secret leakage secure ID-based 

authenticated key exchange protocol to extend to 

three-party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The proposed protocol is designed for solving all 

disadvantages in key transfer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and suitable for mobile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s. The proposed protocol 

not only resists the ephemeral secret leakage 

attacks but also conforms to security attributes 

for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s. We 

also give a parallel version of the proposed 

protocol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in the 

protocol run. 

Keywords: Ephemeral-secret-leakage, 

distributed computing, three-party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mobile device, bilinear 

pairing. 

1. 前言  

認證金鑰協議協定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AKA)能讓使用者透過公

開不安全的網路驗證身分及建立會議金鑰

(session key)，確保後續通訊中資訊的完整性

(integrity)、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與可用性

(availability)，是通訊系統中重要的金鑰建立技

術。1976年 Diffie 和 Hellman[1]最早提出公開

金鑰密碼系統(Public Key Cryptography, PKC)

的概念，並依此概念提出第一個金鑰交換協定，

能讓參與通訊雙方透過公開網路共同建立會

議金鑰。然而，此協定因缺乏身分認證而無法

抵抗中間人攻擊(man-in-the-middle attack)。為

解決此一問題，研究者們於金鑰交換協定中結

合身分認證機制使其成為可認證金鑰交換協

定(Authenticated Key Exchange protocol, AKE)，

並提出許多以公開金鑰密碼系統為基礎的可

認證金鑰交換協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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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公開金鑰密碼系統中，使用者因需

存取相關憑證並驗證後才可使用憑證所標示

之公開金鑰(public key)，導致憑證管理中心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CA)需花費大量成本管

理與儲存憑證及增加使用者許多計算成本等

問題[6]。Shamir[7]提出以使用者身分為驗證基

礎的身分密碼系統(ID-based cryptography)，唯

一且具個人代表性的資訊，如身分證號碼、電

子郵件等，為使用者的公開金鑰，再由私鑰産

生中心(Private Key Generator, PKG)計算相對

應的私密金鑰(private key)，經由安全通道分配

給使用者。此機制讓使用者在使用上不需額外

驗證憑證與公開金鑰的關係，大幅減少憑證管

理中心的運算負載。但 Shamir 的以身分為基礎

的密碼系統因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加解密演算

法，以致提出後發展上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Boneh 和 Franklin[8]以雙線性配對 (bilinear 

pairings)為運算基礎提出第一個安全且有效率

的以身分為基礎的加密系統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IBE)後，才促使以身分為基礎的密

碼系統在應用上有了快速的發展，許多以身分

為基礎使用雙線性配對運算的密碼系統陸續

被提出[9-11]。 

Joux[12]提出第一個使用雙線性配對運算

的三方金鑰協議協定，此協定是第一個將雙線

性配對應用於金鑰協議的協定，同時也是第一

個僅需一次訊息交換即能完成三方金鑰協議

的協定。但如同 Diffie-Hellman 金鑰交換協定

一樣，因缺乏身分認證而無法抵抗中間人攻擊。

Al-Riyami和Paterson[13]於2003提出一個具有

身分驗證能力的三方可認證金鑰協議協定，解

決Joux金鑰協議協定面臨中間人攻擊的問題。

由於 Joux、Al-Riyami 和 Paterson 等人使用雙

線性配對運算的三方金鑰協議協定與Boneh和

Franklin 以身分為基礎使用雙線性配對運算的

密碼系統相繼被提出，帶動了雙線性配對應用

於金鑰協議協定的研究，許多研究者紛紛提出

以身分為基礎使用雙線性配對運算的三方可

認證金鑰協議協定[14-16]。 

目前大部分以身分為基礎使用雙線性配

對運算的三方可認證金鑰協議協定的研究，大

都集中於私鑰産生中心以使用者的身分識別

碼計算公開金鑰與相對應的私密金鑰，使參與

通訊的三方能根據私鑰産生中心所分配的公

開金鑰與私密金鑰驗證身分，建立會議金鑰。

然而，在三方金鑰協議協定環境中，Yeh 等人

[17]指出另一種常見的模式，在一個分散式計

算環境(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s)中，

如 Kerberos[18]，若使用者想存取其它應用程

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所提供的服務，為

避免在每一台伺服器上建立認證協定，會建立

一個認證伺服器(authentication server)模式，即

使用者透過認證伺服器存取應用程式伺服器

提供的服務，認證伺服器負責驗證客戶端與應

用程式伺服器的身分並協助雙方建立會議金

鑰。若要在認證伺服器模式中，具有監督機制，

避免網路犯罪，讓使用者合法使用應用程式伺

服器的服務，則採用金鑰傳輸認證協定(Key 

Transfer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KTAP) [19]。即

會議金鑰是由認證伺服器産生並安全地傳送

至客戶端與應用程式伺服器，使認證伺服器能

監控後續通訊內容[20-23]。然而，金鑰傳輸認

證協定主要缺點為會議金鑰是由認證伺服器

單獨産生，客戶端和應用程式伺服器無法參與

協議會議金鑰，易有金鑰支配(Key Control, KC)

安全的疑慮[24]。 

另一方面，隨著無線通訊技術快速發展，

人們廣泛使用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存取遠

端伺服器的服務。由於行動裝置有限的資源與

計算能力，許多以傳統公開金鑰密碼系統為基

礎的金鑰交換協定[25-27]和以身分為基礎的

金 鑰 交 換協 定 [28-30] 採 用 不 平衡 計 算

(imbalanced computation) ， 將 計 算 負 載

(computational burden)轉移到高效能的伺服器

上，以便減少行動裝置的計算成本。同時這些

協定也使用線上／離線(online/offline)計算技

術以更進一步的減少行動裝置的運算負載。然

而，使用線上／離線計算技術，在離線計算階

段，短暫秘密值(ephemeral secret)被使用在離線

預先計算(pre-computation)並儲存在行動裝置

的記憶體中，導致易受短暫秘密洩漏攻擊

(Ephemeral-Secret-Leakage attacks, ESL)。若短

暫秘密值被攻擊者獲取，攻擊者能從相對應的

訊息中計算出使用者的私密金鑰與會議金鑰。

為解決此一問題，Tseng等人[31]提出在主從式

環境(client-server environments)中具備短暫秘

密洩漏攻擊安全性以身分為基礎的可認證金

鑰交換協定。 

本篇論文中，本研究提出在分散式計算環

境中，以 Tseng 等人[31]的協定為基礎，擴展

為適用於分散式計算環境的三方可認證金鑰

協議協定。具備金鑰傳輸認證協定中認證伺服

器可監控通訊訊息，以預防網路犯罪的優點，

改善會議金鑰由認證伺服器單獨産生的缺點，

使參與通訊的三方能共同建立會議金鑰。安全

分析顯示，本研究的協定除具備短暫秘密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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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外，亦符合已知金鑰安全 (Known-Key 

Security, KKS)、部分前推安全(partial forward 

secrecy) 、金鑰洩漏模仿 (Key-Compromise 

Impersonation, KCI)安全、未知金鑰分享

(Unknown Key-Share, UKS)安全及金鑰支配安

全等金鑰協議協定五項安全特性[32]。效能分

析顯示，本研究的協定使用線上／離線計算技

術能有效減少行動裝置計算成本。本研究亦提

出協定的平行版本，使協定的運行更具效率。 

本研究的架構如下：第二節簡介雙線性配

對的概念和相關的數學假設及金鑰協議協定

的安全需求。第三節介紹本研究協定所使用的

符號與提出的分散式計算環境中具備短暫秘

密洩漏安全之身分為基礎的三方可認證金鑰

協議協定。第四節分析本研究提出協定的安全

與效能。第五節總結本研究的成果。 

2. 研究背景 

這一節，簡要介紹雙線性配對的概念和相

關的數學假設、金鑰協議協定五項安全需求。 

2.1 雙線性配對 

令𝐺1為一秩 (order)為大質數𝑞且生成元

(generator)為𝑃的加法循環群 (additive cyclic 

group)，𝐺2為一個相同秩 𝑞的乘法循環群

(multiplicative cyclic group)。𝐺1是一個橢圓曲

線𝐸作用在一個有限體(finite field)上的點所形

成的群之子群(subgroup)，𝐺2是一個作用在一個

有限體上的乘法循環群的子群。一個雙線性映

射(bilinear map)定義為：�̂�：𝐺1 × 𝐺1 → 𝐺2，能

將二個加法群𝐺1上的點映射到乘法群𝐺2裡的

一個元素。一個可接受(admissible)的雙線性配

對滿足以下特性： 

(1) 雙線性(Bilinear)：令𝑃、𝑄、𝑅屬於𝐺1則： 

1. �̂�(𝑃 + 𝑄, 𝑅) = �̂�(𝑃, 𝑅) ⋅ �̂�(𝑄, 𝑅)。 

2. �̂�(𝑃, 𝑄 + 𝑅) = �̂�(𝑃, 𝑄) ⋅ �̂�(𝑃, 𝑅)。 

3. �̂�(𝑎𝑃, 𝑏𝑃) = �̂�(𝑏𝑃, 𝑎𝑃) = �̂�(𝑃, 𝑃)𝑎𝑏，

其中𝑎和𝑏屬於𝑍𝑞
∗。 

(2) 非衰退性(Non-degeneracy)：若𝑃是𝐺1的生

成元，則�̂�(𝑃, 𝑃)也會是𝐺2的生成元，即

�̂�(𝑃, 𝑃) ≠ 1。 

(3) 可計算性(Computable)：對𝑃, 𝑄 ∈ 𝐺1，則

有一效率的演算法可在多項式時間內計

算�̂�(𝑃, 𝑄)。 

2.2 計算上的問題 

本研究協定安全性所植基的二個計算問

題，在多項式時間內求解這些計算問題的機率

為可忽略的(negligible)： 

(1) 離散對數問題(Discrete Logarithm Problem, 

DLP)：令𝑎 ∈ 𝑍𝑞
∗為未知數，給定𝑃, 𝑄 ∈ 𝐺1，

要求得𝑎且滿足𝑄 = 𝑎𝑃是很困難的。 

(2) Diffie-Hellman 計算問題 (Computational 

Diffie-Hellman Problem, CDHP) ： 令

𝑎, 𝑏 ∈ 𝑍𝑞
∗為未知數，給定𝑃, 𝑎𝑃, 𝑏𝑃 ∈ 𝐺1，

要求得𝑎, 𝑏且滿足𝑎𝑏𝑃 ∈ 𝐺1是很困難的。 

2.3 安全需求 

假設𝐴、𝐵與𝑆欲協議一把共享的會議金鑰，

進行秘密通訊。一個安全的金鑰協議協定必須

符合以下五項安全特性： 

已知金鑰安全 

已知金鑰安全指的是每次協定運行時所

建立的會議金鑰必須是唯一的。即使某次會議

金鑰被攻擊者獲取，攻擊者無法藉此推導出其

它次協定運行時所建立的會議金鑰。已知金鑰

安全主要是將會議金鑰洩漏所産生的傷害限

定在該次協定運行內。 

前推安全 

前推安全指的是即使一位或多位協定使

用者生命週期較長的私密金鑰 (long-term 

private key)被攻擊者獲取，在此私密金鑰被攻

擊者獲取之前所建立的會議金鑰也不會因此

被攻擊者得知。前推安全主要是對過去協定運

行時的通訊內容提供完善的保護。若協定所有

使用者的私密金鑰全被攻擊者獲取，攻擊者也

無法藉此推導出先前協定運行時所建立的會

議金鑰，也就是協定對過去通訊內容仍具有保

護作用，稱此為完美前推安全(Perfect Forward 

Secrecy, PFS)。 

金鑰洩漏模仿 

金鑰洩漏模仿攻擊指的是假設𝐴的私密金

鑰被攻擊者獲取，攻擊者只能以𝐴的私密金鑰

模仿𝐴來欺騙𝑆與𝐵，但無法藉此模仿𝑆或𝐵來欺

騙𝐴。 

未知金鑰分享 

未知金鑰分享指的是會議金鑰建立後，𝐴

相信自己是與𝑆和𝐵共享一把會議金鑰，但𝑆與𝐵

卻認為他們是與另一攻擊者建立會議金鑰。因

此，一個完善的金鑰協議協定必須能抵抗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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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攻擊，任何人皆不能在𝐴不知情的狀況

下，強迫與𝐴建立共同的會議金鑰。 

金鑰支配 

金鑰支配安全指的是會議金鑰建立的過

程中，會議金鑰産生的方式必須由所有參與者

共同合作建立(例如𝐴、𝑆與𝐵)，任何參與者都

無法獨自控制會議金鑰的建立。金鑰支配安全

主要是保護會議金鑰建立的方式不能由單獨

一方所決定，以達到金鑰協議協定的安全性與

公平性。 

設計一個金鑰協議協定必須同時滿足已

知金鑰安全、前推安全、金鑰洩漏模仿安全、

未知金鑰分享安全及金鑰支配安全等五項安

全特性，才能符合金鑰協議協定的安全需求。 

3. 分散式計算環境中具備短暫秘密

洩漏安全之身分為基礎的三方可

認證金鑰協議協定 

這一節介紹本研究協定所使用的符號與

提出的分散式計算環境中具備短暫秘密洩漏

安全之身分為基礎的三方可認證金鑰協議協

定。本研究的協定包含三個階段：系統設定階

段，金鑰提取階段和相互認證與金鑰協議階段，

並提出一個平行版本以增進本研究協定運行

的效率。 

3.1 符號 

本研究協定所使用的符號與函數定義如

下： 

• 𝐺1：為一加法循環群。 

• 𝐺2：為一乘法循環群。 

• �̂�：為一雙線性配對，�̂�：𝐺1 × 𝐺1 → 𝐺2。 

• 𝑃：為𝐺1生成元。 

• 𝑠：認證伺服器私密金鑰，𝑠 ∈ 𝑍𝑞
∗。 

• 𝑃𝑝𝑢𝑏：認證伺服器公開金鑰，𝑃𝑝𝑢𝑏 = 𝑠 ⋅ 𝑃。 

• 𝐼𝐷𝑆：認證伺服器識別碼。 

• 𝐼𝐷𝐴：客戶端身分識別碼。 

• 𝐼𝐷𝐵：應用程式伺服器識別碼。 

• 𝐷𝐼𝐷𝐴/𝐵：𝐼𝐷𝐴私密金鑰／𝐼𝐷𝐵私密金鑰。 

• 𝑓1(), 𝑓2(), 𝑓3(), 𝑓4(), 𝑓5(), 𝑓6()：六個單向雜

湊 函 數 (one-way hash function) ，

𝑓1, 𝑓2, 𝑓3, 𝑓4, 𝑓5, 𝑓6：{0, 1}∗ → {0, 1}𝑛，𝑛為

一固定長度，且2𝑛 < 𝑞。 

• 𝐻1(), 𝐻2()：二個對應到點雜湊函數

(map-to-point hash function)，

𝐻1, 𝐻2：{0, 1}∗ → 𝐺1。 

3.2 系統設定 

本研究的系統包含一個認證伺服器𝑆，提

供服務或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和使用

手持行動裝置𝐴，透過公開通道存取遠端應用

程式伺服器𝐵之服務。認證伺服器𝑆負責客戶端

𝐴與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身分識別碼計算相對

應的私密金鑰並通過安全的網路通道分配給

它們，同時也負責設定系統相關參數。 

在系統設定階段，認證伺服器𝑆産生𝐺1和

𝐺2，分別為一秩為大質數𝑞的加法和乘法循環

群，一個可接受的雙線性配對�̂�：𝐺1 × 𝐺1 → 𝐺2，

和一個𝐺1隨機生成元𝑃。認證伺服器𝑆接下來負

責執行以下的任務： 

(1) 隨機選取一個亂數𝑠 ∈ 𝑍𝑞
∗為系統私密金鑰。 

(2) 計算𝑃𝑝𝑢𝑏 = 𝑠 ⋅ 𝑃為系統公開金鑰。 

(3) 選 擇 二 個 對 應 到 點 雜 湊 函 數

𝐻1, 𝐻2：{0, 1}∗ → 𝐺1。 

(4) 選 擇 六 個 單 向 雜 湊 函 數

𝑓1, 𝑓2, 𝑓3, 𝑓4, 𝑓5, 𝑓6：{0, 1}∗ → {0, 1}𝑛，𝑛為

一固定長度，且2𝑛 < 𝑞。 

(5) 公 佈 系 統 參 數 與 函 數 𝑃𝑎𝑟𝑎𝑚𝑠 =<

𝐺1, 𝐺2, 𝑞, 𝑃, �̂�, 𝑃𝑃𝑢𝑏 , 𝐻1, 𝐻2, 𝑓1, 𝑓2, 𝑓3, 𝑓4, 𝑓5, 𝑓6 >
。 

3.3 金鑰提取階段 

在金鑰提取階段，客戶端𝐴與應用程式伺

服器𝐵分別傳送它們的身分識別碼至認證伺服

器𝑆，認證伺服器𝑆根據客戶端𝐴與應用程式伺

服器𝐵的身分識別碼𝐼𝐷𝐴與𝐼𝐷𝐵，計算相對應的

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𝐴與𝐷𝐼𝐷𝐵，如圖 1所示。以客戶端

𝐴為例，詳細步驟描述於下： 

(1) 客戶端𝐴傳送他的身分識別碼𝐼𝐷𝐴至認證

伺服器𝑆。 

(2) 認證伺服器𝑆收到身分識別碼後，隨機選

擇 一 個 短 暫 秘 密 值 𝑙𝐴 ∈ 𝑍𝑞
∗ ， 計 算

𝑄𝐼𝐷𝐴1 = 𝑙𝐴 ⋅ 𝑃 ， ℎ𝐴 = 𝑓1(𝐼𝐷𝐴, 𝑄𝐼𝐷𝐴1) ，

𝐷𝐼𝐷𝐴1 = 𝑙𝐴 + ℎ𝐴 ⋅ 𝑠，𝑄𝐼𝐷𝐴2 = 𝐻1(𝐼𝐷𝐴)，

𝑄𝐼𝐷𝑆 = 𝐻1(𝐼𝐷𝑆)，𝐷𝐼𝐷𝐴2 = 𝑠 ⋅ 𝑄𝐼𝐷𝐴2。 

(3) 設定𝐷𝐼𝐷𝐴 = (𝐷𝐼𝐷𝐴1, 𝐷𝐼𝐷𝐴2, 𝑄𝐼𝐷𝐴1, 𝑄𝐼𝐷𝑆)

為客戶端𝐴的私密金鑰，並透過安全的網

路通道傳送至客戶端𝐴。 

認證伺服器𝑆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計算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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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式 伺 服 器 𝐵 的 私 密 金 鑰

𝐷𝐼𝐷𝐵 = (𝐷𝐼𝐷𝐵1, 𝐷𝐼𝐷𝐵2, 𝑄𝐼𝐷𝐵1, 𝑄𝐼𝐷𝑆)。 

 

圖 1. 金鑰提取階段 

3.4 相互認證與金鑰協議階段 

客戶端𝐴欲存取遠端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

服務，如圖 2所示，三方通訊的詳細步驟描述

於下： 

Step 1. 𝐴 → 𝑆：

< 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𝐴1, 𝑈𝐴2, 𝑉𝐴, 𝑄𝐼𝐷𝐴1 > 

客戶端𝐴執行以下離線預先計算： 

(1) 隨機選擇一個短暫秘密值𝑟𝐴 ∈ 𝑍𝑞
∗。 

(2) 計算𝑈𝐴1 = 𝑟𝐴 ⋅ 𝑃和𝑈𝐴2 = 𝑟𝐴 ⋅ 𝑄𝐼𝐷𝐴2。 

(3) 計算𝑊𝐴 = 𝐻2(𝑈𝐴1, 𝑈𝐴2)和

𝑉𝐴 = (𝑟𝐴 + 𝐷𝐼𝐷𝐴1) ⋅ 𝑊𝐴 + 𝐷𝐼𝐷𝐴2。 

(4) 傳送

 < 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𝐴1, 𝑈𝐴2, 𝑉𝐴, 𝑄𝐼𝐷𝐴1 >至

認證伺服器𝑆。 

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也執行以下離線預先計

算： 

(1) 隨機選擇一個短暫秘密值𝑟𝐵 ∈ 𝑍𝑞
∗。 

(2) 計算𝑈𝐵1 = 𝑟𝐵 ⋅ 𝑃和𝑈𝐵2 = 𝑟𝐵 ⋅ 𝑄𝐼𝐷𝐵2。 

(3) 計算𝑊𝐵 = 𝐻2(𝑈𝐵1, 𝑈𝐵2)和

𝑉𝐵 = (𝑟𝐵 + 𝐷𝐼𝐷𝐵1) ⋅ 𝑊𝐵 + 𝐷𝐼𝐷𝐵2。 

Step 2. 𝑆 → 𝐵：< 𝐼𝐷𝐴, 𝑈𝑆 ,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 𝑉𝑆𝐵 > 

認證伺服器𝑆收到客戶端𝐴的訊息後： 

(1) 計算𝑊𝐴 = 𝐻2(𝑈𝐴1, 𝑈𝐴2)，

ℎ𝐴 = 𝑓1(𝐼𝐷𝐴, 𝑄𝐼𝐷𝐴1)和𝑄𝐼𝐷𝐴2 =

𝐻1(𝐼𝐷𝐴)。 

(2) 驗證

�̂�(𝑃, 𝑉𝐴) = �̂�(𝑈𝐴1 + 𝑄𝐼𝐷𝐴1,  𝑊𝐴) ⋅

�̂�(𝑃𝑝𝑢𝑏,  ℎ𝐴 ⋅ 𝑊𝐴 + 𝑄𝐼𝐷𝐴2)是否成立，

驗證客戶端𝐴的身分，若成立，接受

客戶端𝐴請求，若不成立，則終止通

訊。 

(3) 隨機選取一個短暫秘密值𝑟𝑆 ∈ 𝑍𝑞
∗。 

(4) 計算𝑈𝑆 = 𝑟𝑆 ⋅ 𝑃，𝑈𝑆𝐵1 = 𝑟𝑆 ⋅ 𝑈𝐴1和

𝑈𝑆𝐵2 = 𝑟𝑆 ⋅ 𝑈𝐴2。 

(5) 計算𝐷𝐼𝐷𝑆 = 𝑠 ⋅ 𝑄𝐼𝐷𝑆，ℎ𝑆𝐵 =

𝑓2(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和

𝑉𝑆𝐵 = 𝑟𝑆 ⋅ 𝑃𝑝𝑢𝑏 + ℎ𝑆𝐵 ⋅ 𝐷𝐼𝐷𝑆。 

(6) 傳送< 𝐼𝐷𝐴, 𝑈𝑆 ,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 𝑉𝑆𝐵 >至應

用程式伺服器𝐵。 

Step 3. 𝐵 → 𝑆：<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𝑄𝐼𝐷𝐵1 > 

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收到認證伺服器𝑆的訊

息後： 

(1) 計算

ℎ𝑆𝐵 = 𝑓2(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 

(2) 驗證�̂�(𝑉𝑆𝐵, 𝑃) = �̂�(𝑈𝑆 + ℎ𝑆𝐵 ⋅

𝑄𝐼𝐷𝑆,  𝑃𝑝𝑢𝑏)是否成立，驗證認證伺

服器𝑆的簽章與訊息的完整性，若成

立，接受此訊息，若不成立，則終止

通訊。 

(3) 傳送<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𝑄𝐼𝐷𝐵1 >至

認證伺服器𝑆。 

Step 4. 𝑆 → 𝐴：

< 𝑁𝐴, 𝐴𝑢𝑡ℎ𝑆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

< 𝑁𝐵,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 

認證伺服器𝑆收到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訊

息後： 

(1) 計算𝑊𝐵 = 𝐻2(𝑈𝐵1, 𝑈𝐵2)，

ℎ𝐵 = 𝑓1(𝐼𝐷𝐵, 𝑄𝐼𝐷𝐵1)和𝑄𝐼𝐷𝐵2 =

𝐻1(𝐼𝐷𝐵)。 

(2) 驗證

�̂�(𝑃, 𝑉𝐵) = �̂�(𝑈𝐵1 + 𝑄𝐼𝐷𝐵1,  𝑊𝐵) ⋅

�̂�(𝑃𝑝𝑢𝑏,  ℎ𝐵 ⋅ 𝑊𝐵 + 𝑄𝐼𝐷𝐵2)是否成立，

驗證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身分，若不

成立，則終止通訊。 

(3) 計算𝑈𝑆𝐴1 = 𝑟𝑆 ⋅ 𝑈𝐵1和𝑈𝑆𝐴2 = 𝑟𝑆 ⋅

𝑈𝐵2。 

(4) 選取二個隨機亂數𝑁𝐴、𝑁𝐵。 

(5) 計算𝐾𝑆𝐴 = 𝑠 ⋅ 𝑈𝐴2和𝐴𝑢𝑡ℎ𝑆𝐴 =

𝑓3(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𝐴1, 𝑈𝐴2, 𝑉𝐴, 𝑁𝐴, 𝐾𝑆𝐴, 𝑈𝑆 ,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 

(6) 計算𝐾𝑆𝐵 = 𝑠 ⋅ 𝑈𝐵2和𝐴𝑢𝑡ℎ𝑆𝐵 =

𝑓3(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𝑁𝐵 , 𝐾𝑆𝐵, 𝑈𝑆,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
。 

(7)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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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𝑁𝐴, 𝐴𝑢𝑡ℎ𝑆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

< 𝑁𝐵,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至客戶端𝐴。 

Step 5. 𝐴 → 𝐵：< 𝑁𝐵,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 

客戶端𝐴收到認證伺服器𝑆的訊息後： 

(1) 計算𝐾𝐴𝑆 = 𝑟𝐴 ⋅ 𝐷𝐼𝐷𝐴2。 

(2) 驗證𝐴𝑢𝑡ℎ𝑆𝐴 = 𝑓3(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𝐴1, 𝑈𝐴2, 𝑉𝐴, 𝑁𝐴 , 𝐾𝐴𝑆, 𝑈𝑆 ,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是否成立，驗證認證伺服器𝑆，若成

立，接受此訊息，若不成立，則終止

通訊。 

(3) 計算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和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 𝑓4(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4) 傳送< 𝑁𝐵,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至應用

程式伺服器𝐵。 

Step 6. 𝐵 → 𝐴：<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 

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收到客戶端𝐴的訊息後： 

(1) 計算𝐾𝐵𝑆 = 𝑟𝐵 ⋅ 𝐷𝐼𝐷𝐵2。 

(2) 驗證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 𝑓3(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𝑁𝐵 , 𝐾𝐵𝑆, 𝑈𝑆 ,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
是否成立，驗證認證伺服器𝑆。 

(3) 計算𝐾𝐵𝐴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 

(4) 驗證𝐴𝑢𝑡ℎ𝐴𝐵 = 𝑓4(𝐼𝐷𝐴, 𝐼 �
𝐵

, 𝑈𝑆 , 𝐾𝐵𝐴)

是否成立，若成立，則應用程式伺服

器𝐵確認客戶端𝐴可建立共同的會議

金鑰，若不成立，則通知認證伺服器

𝑆，驗證失敗，終止通訊。 

(5) 計算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
𝑓5(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𝐵𝐴, 𝐴𝑢𝑡ℎ𝐴𝐵)，傳送至

客戶端𝐴。 

(6) 計算會議金鑰

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𝐵𝐴,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 

接收到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訊息後，客戶

端𝐴驗證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 𝑓5(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是否成

立，若成立，客戶端𝐴確認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能

建立共同的會議金鑰，計算會議金鑰

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若不成立，則通知認證伺服器𝑆，驗證失敗，

終止通訊。 

經由上述六個步驟的訊息傳遞後，客戶端

𝐴和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可藉由認證伺服器𝑆的協

助達到相互認證並協議一把三方共享的會議

金鑰。這把會議金鑰是由三方共同協議而來，

不是由認證伺服器𝑆單獨産生，避免金鑰支配

安全疑慮，同時可讓認證伺服器𝑆監控傳輸訊

息，避免網路罪犯。 

在 Step 2.與 Step 4.中認證伺服器𝑆驗證客

戶端𝐴與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公式的正確性可由

下列雙線性配對的運算特性驗證，以客戶端𝐴

為例，驗證方式如下： 

�̂�(𝑃, 𝑉𝐴) = �̂�(𝑃, (𝑟𝐴 + 𝐷𝐼𝐷𝐴1) ⋅ 𝑊𝐴 + 𝐷𝐼𝐷𝐴2) 
                = �̂�(𝑃, (𝑟𝐴 + 𝑙𝐴 + ℎ𝐴 ⋅ 𝑠) ⋅ 𝑊𝐴 + 𝑠

⋅ 𝑄𝐼𝐷𝐴2) 
                = �̂�(𝑃, (𝑟𝐴 + 𝑙𝐴) ⋅ 𝑊𝐴 + ℎ𝐴 ⋅ 𝑠 ⋅ 𝑊𝐴 + 𝑠

⋅ 𝑄𝐼𝐷𝐴2) 
                = �̂�(𝑃, (𝑟𝐴 + 𝑙𝐴) ⋅ 𝑊𝐴 + 𝑠

⋅ (ℎ𝐴 ⋅ 𝑊𝐴 + 𝑄𝐼𝐷𝐴2)) 
                = �̂�(𝑃, (𝑟𝐴 + 𝑙𝐴) ⋅ 𝑊𝐴)

⋅ �̂�(𝑃, 𝑠 ⋅ (ℎ𝐴 ⋅ 𝑊𝐴 + 𝑄𝐼𝐷𝐴2)) 

                = �̂�((𝑟𝐴 + 𝑙𝐴) ⋅ 𝑃, 𝑊𝐴)

⋅ �̂�(𝑠 ⋅ 𝑃, ℎ𝐴 ⋅ 𝑊𝐴 + 𝑄𝐼𝐷𝐴2) 
                = �̂�(𝑈𝐴1 + 𝑄𝐼𝐷𝐴1, 𝑊𝐴) ⋅ �̂�(𝑃𝑝𝑢𝑏, ℎ𝐴 ⋅ 𝑊𝐴

+ 𝑄𝐼𝐷𝐴2) 

在 Step 3.中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驗證認證伺

服器𝑆簽章公式的正確性，可由以下推導證明： 

�̂�(𝑉𝑆𝐵,  𝑃) = �̂�(𝑟𝑆 ⋅ 𝑃𝑝𝑢𝑏 + ℎ𝑆𝐵 ⋅ 𝐷𝐼𝐷𝑆, 𝑃 ) 

                       = �̂�(𝑟𝑆 ⋅ 𝑠 ⋅ 𝑃 + ℎ𝑆𝐵 ⋅ 𝑠 ⋅ 𝑄𝐼𝐷𝑆, 𝑃) 

                          = �̂�(𝑟𝑆 ⋅ 𝑃 + ℎ𝑆𝐵 ⋅ 𝑄𝐼𝐷𝑆, 𝑠 ⋅ 𝑃) 

                          = �̂�(𝑈𝑆 + ℎ𝑆𝐵 ⋅ 𝑄𝐼𝐷𝑆,  𝑃𝑝𝑢𝑏) 

在 Step 5.與 Step 6.中客戶端𝐴與應用程式

伺服器𝐵驗證認證伺服器𝑆的公式 𝐴𝑢𝑡ℎ𝑆𝐴與

 𝐴𝑢𝑡ℎ𝑆𝐵，以客戶端𝐴為例，若𝐾𝑆𝐴 = 𝐾𝐴𝑆，則

𝐴𝑢𝑡ℎ𝑆𝐴 =
𝑓3(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𝐴1, 𝑈𝐴2, 𝑉𝐴, 𝑁𝐴, 𝐾𝐴𝑆, 𝑈𝑆,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成立，公式的正確性為：𝐾𝑆𝐴 = 𝑠 ⋅ 𝑈𝐴2 = 𝑠 ⋅ 𝑟𝐴 ⋅

𝑄𝐼𝐷𝐴2 = 𝑟𝐴 ⋅ 𝐷𝐼𝐷𝐴2 = 𝐾𝐴𝑆。 

會議金鑰

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其中𝐾𝐴𝐵 = 𝐾𝐵𝐴，公式的正確性可由以下推導

證明： 

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 

       = �̂�(𝑟𝐴 ⋅ 𝑠 ⋅ 𝑃 + 𝑟𝐴 ⋅ 𝑠 ⋅ 𝑄𝐼𝐷𝐴2, 𝑟𝑆 ⋅ 𝑟𝐵 ⋅ 𝑃 + 𝑟𝑆

⋅ 𝑟𝐵 ⋅ 𝑄𝐼𝐷𝐵2) 

        = �̂�(𝑟𝐴 ⋅ 𝑃 + 𝑟𝐴 ⋅ 𝑄𝐼𝐷𝐴2, 𝑟𝐵 ⋅ 𝑃 + 𝑟𝐵

⋅ 𝑄𝐼𝐷𝐵2)𝑠⋅𝑟𝑆  

        = �̂�(𝑟𝑆 ⋅ 𝑟𝐴 ⋅ 𝑃 + 𝑟𝑆 ⋅ 𝑟𝐴 ⋅ 𝑄𝐼𝐷𝐴2, 𝑠 ⋅ 𝑟𝐵 ⋅ 𝑃 + 𝑠
⋅ 𝑟𝐵 ⋅ 𝑄𝐼𝐷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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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𝑟𝑆 ⋅ 𝑈𝐴1 + 𝑟𝑆 ⋅ 𝑈𝐴2, 𝑟𝐵 ⋅ 𝑠 ⋅ 𝑃 + 𝑟𝐵

⋅ 𝐷𝐼𝐷𝐵2)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 

        = 𝐾𝐵𝐴 

 

圖 2. 相互認證與金鑰協議階段 

3.5 平行版本 

Chen等人[33]指出為增進金鑰協議協定運

行效率，減少延遲，協定的通訊步驟應盡可能

的並行。為增進本研究提出協定運行的效率，

本研究亦提出一個平行版本。如圖 3示，本研

究將協定運行的步驟重新排列，僅於第一回合

中客戶端𝐴向認證伺服器𝑆請求應用程式伺服

器𝐵服務的同時傳送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至應用程式伺服

器𝐵，目的為通知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將與之進行

通訊，其餘交換訊息的內容與上述的協定是一

樣的。在平行版本裡，本研究的協定可在四個

回合內執行完成。 

 

 

圖 3. 平行版本 

4. 安全與效率分析 

4.1 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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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節分析本研究提出的金鑰協議協定

符合下列安全需求： 

相互認證 

本研究的協定中，客戶端𝐴與應用程式伺

服器𝐵經由認證伺服器𝑆的協助達到相互認證

與建立會議金鑰。認證伺服器𝑆計算

�̂�(𝑃, 𝑉𝐵)? =? �̂�(𝑈𝐵1 + 𝑄𝐼𝐷𝐵1,  𝑊𝐵) ⋅ �̂�(𝑃𝑝𝑢𝑏 ,  ℎ𝐵 ⋅

𝑊𝐵 + 𝑄𝐼𝐷𝐵2)幫助客戶端𝐴驗證應用程式伺服

器𝐵的身分，通過驗證後，才會為應用程式伺

服器𝐵的訊息計算簽章<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

並將訊息< 𝑁𝐴, 𝐴𝑢𝑡ℎ𝑆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傳

送至客戶端𝐴。客戶端𝐴計算𝐴𝑢𝑡ℎ𝑆𝐴? =

? 𝑓3(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𝐴1, 𝑈𝐴2, 𝑉𝐴, 𝑁𝐴, 𝐾𝐴𝑆, 𝑈𝑆,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驗證認證伺服器𝑆的訊息與身分，以此與認證

伺服器𝑆和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達到相互認證。應

用程式伺服器𝐵藉由計算�̂�(𝑉𝑆𝐵, 𝑃)? =? �̂�(𝑈𝑆 +

ℎ𝑆𝐵 ⋅ 𝑄𝐼𝐷𝑆,  𝑃𝑝𝑢𝑏)和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
? 𝑓3(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 𝑁𝐵, 𝐾𝐵𝑆, 𝑈𝑆 ,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
與認證伺服器𝑆和客戶端𝐴達成相互認證。客戶

端𝐴與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則藉由計算

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與

𝐾𝐵𝐴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驗證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 𝑓4(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𝐵𝐴)與𝐴𝑢𝑡ℎ𝐵𝐴? =

? 𝑓5(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確認雙方建立會

議金鑰的能力，與認證伺服器𝑆共同協議一把

共享的會議金鑰

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攻擊者在沒有任何一方(例如客戶端𝐴)私密金

鑰𝐷𝐼𝐷𝐴的情形下無法偽裝成該位使用者計算

一個合法可驗證的簽章。本研究的協定透過簽

章與單向雜湊函數的保護，能夠鑑別訊息傳遞

者的身分，確保訊息傳送過程中不會遭受攻擊

者惡意的修改，使參與通訊的三方能確信沒有

攻擊者能夠偽裝其它二方的身分通過驗證並

計算出共同的會議金鑰。 

抵抗短暫秘密洩漏攻擊 

如果短暫秘密值洩漏，表示攻擊者可從相

對應的交換訊息中計算出私密金鑰與會議金

鑰。本研究的協定中，客戶端𝐴和應用程式伺

服器𝐵皆採用離線預先計算技術，以減少行動

裝置的計算成本並增進協定運行效率。本研究

的協定是以 Tseng等人[31]的協定為基礎，客

戶端𝐴和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與認證伺服器𝑆之間

交換的訊息< 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𝐴1, 𝑈𝐴2, 𝑉𝐴, 𝑄𝐼𝐷𝐴1 >、

<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𝑄𝐼𝐷𝐵1 >、 

< 𝑁𝐴, 𝐴𝑢𝑡ℎ𝑆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𝑈𝑆𝐴1, 𝑈𝑆𝐴2 >和

< 𝑁𝐵,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抵抗短暫秘密洩漏攻擊的安

全性已由 Tseng等人[31]證明。即使攻擊者獲

取客戶端𝐴的短暫秘密值𝑟𝐴或應用程式伺服器

𝐵的短暫秘密值𝑟𝐵，若想從協定運行時通訊三

方交換的訊息中計算𝐷𝐼𝐷𝐴或𝐷𝐼𝐷𝐵2，攻擊者需

面臨求解 Diffie-Hellman 計算問題。同樣地，

即使攻擊者透過短暫秘密洩漏攻擊獲取客戶

端𝐴的短暫秘密值𝑟𝐴或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短

暫秘密值𝑟𝐵，想從客戶端𝐴與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

之間交換的訊息< 𝑁𝐵,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

<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中計算出任何一方的私密金鑰與

會議金鑰，

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其中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 = 𝐾𝐵𝐴，

𝐾𝐴𝑆 = 𝑟𝐴 ⋅ 𝑠 ⋅ 𝑄𝐼𝐷𝐴2，𝐾𝐵𝑆 = 𝑟𝐵 ⋅ 𝑠 ⋅ 𝑄𝐼𝐷𝐵2，攻

擊者需求解 Diffie-Hellman 計算問題。認證伺

服器𝑆傳送給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訊息

< 𝐼𝐷𝐴, 𝑈𝑆 , 𝑈𝑆𝐵1, 𝑈𝑆𝐵2, 𝑉𝑆𝐵 >，攻擊者在沒有認證

伺服器𝑆私密金鑰𝑠的情況下，無法篡改訊息內

容並計算認證伺服器𝑆的簽章。即使攻擊者獲

取認證伺服器𝑆的短暫秘密值𝑟𝑆，若攻擊者想從

𝑉𝑆𝐵 = 𝑟𝑆 ⋅ 𝑃𝑝𝑢𝑏 + ℎ𝑆𝐵 ⋅ 𝐷𝐼𝐷𝑆計算認證伺服器𝑆

的私密金鑰𝑠，攻擊者同樣面臨求解

Diffie-Hellman 計算問題。本研究的協定同樣具

備短暫秘密洩漏安全。 

已知金鑰安全 

假設攻擊者能於協定之前的通訊中獲取

通訊三方之前共同協議的會議金鑰。然而本研

究的協定每次運行時建立的會議金鑰都是唯

一且決定於三方成員的短暫秘密值𝑟𝐴、𝑟𝐵、𝑟𝑆與

客戶端𝐴、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與認證伺服器𝑆的

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𝐴、𝐷𝐼𝐷𝐵與𝑠。因此，獲取之前的

會議金鑰無法讓攻擊者藉此推導出未來協定

運行時將建立的會議金鑰，也無任何資訊可讓

攻擊者推導出會議金鑰。若攻擊者想從通訊三

方交換的訊息中計算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 = 𝐾𝐵𝐴，以推導會議金鑰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攻擊者

需解決離散對數問題與 Diffie-Hellman 計算問

題，方可同時獲取通訊三方中其中一方的私密

金鑰與相對應的短暫秘密值。因此，若遺失先

前使用的會議金鑰，影響範圍僅侷限於該次的

秘密通訊，在使用上並不會對後續建立的會議

金鑰産生任何安全上的影響。 

部分前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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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協定中，若攻擊者想獲取之前建

立的會議金鑰，那他必需同時得到相對應的短

暫秘密值與客戶端𝐴或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私

密金鑰，才得以破解通訊三方共同建立的會議

金鑰。即使客戶端𝐴的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𝐴或應用程

式伺服器𝐵的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𝐵被攻擊者獲取，攻

擊者除非同時獲取相對應的短暫秘密值𝑟𝐴或𝑟𝐵，

否則攻擊者無法藉此由之前三方交換的訊息

中推導出之前所建立的會議金鑰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 = 𝐾𝐵𝐴。但若認

證伺服器𝑆的私密金鑰𝑠被攻擊者獲取，攻擊者

將可計算協定運行時所建立的會議金鑰，

𝐾𝑆𝐴 = 𝑠 ⋅ 𝑈𝐴2，𝐾𝑆𝐵 = 𝑠 ⋅ 𝑈𝐵2，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𝑠 ⋅ 𝑈𝐴1，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𝑠 ⋅ 𝑈𝐵1。本研究的金鑰協議協定提

供部分前推安全。 

金鑰洩漏模仿安全 

為討論金鑰洩漏模仿攻擊的特性，我們假

設客戶端𝐴的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𝐴被攻擊者獲取，攻

擊者企圖假冒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身分，欺騙

客戶端𝐴和認證伺服器𝑆。當客戶端𝐴發出請求

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服務的通訊時，由於攻擊者

無從得知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𝐵，

因此無法計算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合法的簽章，

攻擊者只能從先前記錄下來的訊息<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𝑄𝐼𝐷𝐵1 >、<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喬裝

成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發送給認證伺服器𝑆和客

戶端𝐴，藉此欺騙認證伺服器𝑆和客戶端𝐴。但

這也只能通過認證伺服器𝑆的驗證，由於攻擊

者無法從< 𝐼𝐷𝐵, 𝑈𝐵1, 𝑈𝐵2, 𝑉𝐵, 𝑄𝐼𝐷𝐵1 >與

< 𝑁𝐵, 𝐴𝑢𝑡ℎ𝑆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中得知相對應的短暫

秘密值𝑟𝐵與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𝐵，

計算𝐾𝐵𝐴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

𝐾𝐵𝑆 = 𝑟𝐵 ⋅ 𝐷𝐼𝐷𝐵2，因此無法通過客戶端𝐴的驗

證，建立共同的會議金鑰。若攻擊者試圖從通

訊三方交換的訊息中推導出短暫秘密值𝑟𝐵與

𝐷𝐼𝐷𝐵，計算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 𝑓5(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𝐵𝐴, 𝐴𝑢𝑡ℎ𝐴𝐵)，通過

客戶端𝐴的驗證，建立會議金鑰，則需同時解

決離散對數問題與 Diffie-Hellman 計算問題。 

未知金鑰分享安全 

若攻擊者想進行未知金鑰分享攻擊，攻擊

者需先獲取其中一方的私密金鑰。本研究的協

定中，客戶端𝐴與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皆須經由認

證伺服器𝑆認證，只有擁有認證伺服器𝑆所分配

私密金鑰的成員才可計算有效的簽章，通過驗

證，建立會議金鑰。以客戶端𝐴為例，只有擁

有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𝐴與短暫秘密值𝑟𝐴才可計算

𝑉𝐴 = (𝑟𝐴 + 𝐷𝐼𝐷𝐴1) ⋅ 𝑊𝐴 + 𝐷𝐼𝐷𝐴2與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通過認證伺服器𝑆和

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的驗證，所選用的短暫秘密

值𝑟𝐴才可與認證伺服器𝑆和應用程式伺服器𝐵

建立共同的會議金鑰

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因此，本研究的金鑰協議協定能抵抗未知金鑰

分享攻擊。 

金鑰支配安全 

每一次金鑰協議過程中，會議金鑰産生的

方式，都是由參與通訊的成員共同決定的。任

何成員皆無法事先決定其它二方參與協議成

員的短暫秘密值，更無法掌控整個會議金鑰協

議的過程。本研究的協定中，所協議出來的會

議金鑰

𝑆𝐾𝐴𝐵 = 𝑓6(𝐼𝐷𝐴, 𝐼𝐷𝐵, 𝑈𝑆 , 𝐾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𝐴𝐵, 𝐴𝑢𝑡ℎ𝐵𝐴)
皆須由所有參與者客戶端𝐴、認證伺服器𝑆和應

用程式伺服器𝐵所選擇的短暫秘密值

𝑟𝐴、𝑟𝐵與𝑟𝑆與私密金鑰𝐷𝐼𝐷𝐴、𝐷𝐼𝐷𝐵與𝑠共同計

算𝐾𝐴𝐵 = �̂�(𝑟𝐴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𝐴𝑆, 𝑈𝑆𝐴1 + 𝑈𝑆𝐴2) =

�̂�(𝑈𝑆𝐵1 + 𝑈𝑆𝐵2, 𝑟𝐵 ⋅ 𝑃𝑝𝑢𝑏 + 𝐾𝐵𝑆) = 𝐾𝐵𝐴。因此，

本研究的金鑰協議協定可防止會議金鑰産生

的方式受限於認證伺服器𝑆或其它二方的情形，

以達到金鑰協議協定的安全性與公平性。 

4.2 效能分析 

這一節，分析本研究協定的計算成本，為

簡化分析計算成本，本研究用於分析計算成本

的符號定義如下： 

• 𝑇𝐺𝑒：執行雙線性配對運算的時間，

�̂�：𝐺1 × 𝐺1 → 𝐺2。 

• 𝑇𝐺𝑚𝑢𝑙：在𝐺1上執行乘法運算的時間。 

• 𝑇𝑒𝑥𝑝：在𝐺2上執行模指數(modular 

exponential)運算的時間。 

• 𝑇𝐺𝐻：執行對應到𝐺1上點雜湊函數運算的

時間，{0, 1}∗ → 𝐺1。 

• 𝑇𝐺𝑎𝑑𝑑：在𝐺1上執行加法運算或在𝐺2上執

行乘法運算的時間。 

• 𝑇𝐻：執行單向雜湊函數運算的時間，
{0, 1}∗ → {0, 1}𝑛。 

本研究提出的協定，客戶端全部計算成本

為𝑇𝐺𝑒 + 5𝑇𝐺𝑚𝑢𝑙 + 𝑇𝐺𝐻 + 3𝑇𝐺𝑎𝑑𝑑 + 4𝑇𝐻，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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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端於相互認證與金鑰協議階段的 Step 1.採

用離線預先計算。因此，客戶端線上計算成本

只需𝑇𝐺𝑒 + 2𝑇𝐺𝑚𝑢𝑙 + 2𝑇𝐺𝑎𝑑𝑑 + 4𝑇𝐻。應用程式

伺服器全部計算成本為3𝑇𝐺𝑒 + 6𝑇𝐺𝑚𝑢𝑙 +

𝑇𝐺𝐻 + 4𝑇𝐺𝑎𝑑𝑑 + 5𝑇𝐻。應用程式伺服器於相互

認證與金鑰協議階段的 Step 1.使用離線預先計

算，應用程式伺服器線上計算成本為

3𝑇𝐺𝑒 + 3𝑇𝐺𝑚𝑢𝑙 + 3𝑇𝐺𝑎𝑑𝑑 + 5𝑇𝐻。認證伺服器

於 Step 2.和 Step 4.為驗證客戶端與應用程式伺

服器、計算簽章與建構會議金鑰，它需要的計

算成本為7𝑇𝐺𝑒 + 13𝑇𝐺𝑚𝑢𝑙 + 4𝑇𝐺𝐻 +

7𝑇𝐺𝑎𝑑𝑑 + 8𝑇𝐻。 

Scott 等人[34]與 Oliveira等人[35]分別於

2006與 2011年為低效能的計算設備(如智慧卡

(smartcards)和操作感應器節點組(sensor nodes))

進行雙線性配對計算的實驗。Scott等人使用處

理器時鐘速率(clock speed)最高為 36MHz的

Philips HiPersmart card為 Ate pairing system所

作的實驗指出，為安全性，定義在超奇異曲線

(supersingular curve)或非超奇異曲線

(non-supersingular curve)上有限體𝐸(𝐹𝑝)普遍與

適用的選擇為𝑝為 512位元，大質數秩𝑞為 160

位元。表 1為 Scott 等人[34]使用 Philips 

HiPersmart card 進行雙線性配對相關計算的實

驗數據(以秒為單位)。表 2為本研究依據表 1

推算本研究協定中客戶端的運算時間。由表 2

可知，本研究的協定使用離線預先計算技術，

可將客戶端執行時間從原本的1.164秒減低至

0.664秒，有效減少行動裝置的計算成本。 

表 1. 客戶端計算成本[34] 

HiPersmart card 

𝑇𝐺𝑒 0.38s 

𝑇𝐺𝑚𝑢𝑙 0.13s 

𝑇𝑒𝑥𝑝 0.07s 

𝑇𝐺𝐻 < 0.1s 

𝑇𝐺𝑎𝑑𝑑 < 0.01s 

𝑇𝐻 < 0.001s 

表 2. 本研究協定客戶端計算成本 

客戶端 

計算成本(全部) 
𝑇𝐺𝑒 + 5𝑇𝐺𝑚𝑢𝑙 

+𝑇𝐺𝐻 

+3𝑇𝐺𝑎𝑑𝑑 + 4𝑇𝐻 

執行時間(全部) < 1.164s 

計算成本(線上) 
𝑇𝐺𝑒 + 2𝑇𝐺𝑚𝑢𝑙 

+2𝑇𝐺𝑎𝑑𝑑 

+4𝑇𝐻 

執行時間(線上) < 0.664s 

5. 結論 

本篇論文中，本研究提出一個以 Tseng等

人[31]的協定為基礎，擴展為適用於分散式計

算環境以身分為基礎的三方可認證金鑰協議

協定。本研究的協定具備金鑰傳輸認證協定可

監控傳輸訊息，確保資訊安全，避免網路罪犯

的優點，改善會議金鑰由認證伺服器單獨産生

的缺點，使參與通訊的三方能共同建立會議金

鑰，以達到金鑰協議協定的安全性與公平性。

安全分析顯示，本研究的協定除具備短暫秘密

洩漏安全外，同時符合已知金鑰安全、部分前

推安全、金鑰洩漏模仿安全、未知金鑰分享安

全及金鑰支配安全等金鑰協議協定五項安全

特性。效能分析顯示，本研究的協定使用線上

／離線計算技術能有效減少行動裝置計算成

本。本研究亦提出協定的平行版本，使協定的

運行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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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識庫為基礎的 IPv6 滲透測試 
 

 
摘要 

IPv6的安全性問題根據Caicedo與 Joshi [1]
研究把 IPv6 遇到的安全性問題依照通訊協定

做出一個歸納。本論文將常見的 IPv6 攻擊手法

整合成便於網管人員使用的測試工具，其整合

系統將原本攻擊程式碼進行改良，使網管人員

能夠不傷害原本環境下進行 IPv6 的安全性漏

洞測試。依據不同的攻擊手法從文獻、專家的

知識及經驗進行建立知識庫，網管人員能夠瞭

解其所處的網路環境安全狀況外，也可以了解

該如何進行做防禦。 

關鍵詞：知識庫、IPv6、滲透測試、資訊安全、

檢測系統 

1. 前言 

目前的環境下 IPv4 已接近枯竭，因此許多

國家積極推廣 IPv6 來解決 IPv4 位址不足的情

況，放眼未來，將會有行動商務、無線網路感

測器、智慧型家電或是物聯網…等需要大量的

IPv6 位址。 
以現有的 IPv6 攻擊手法及滲透測試工具

整合成一個 IPv6 網路環境檢測以及建立知識

庫，藉此以瞭解該網路環境針對 IPv6 特有的攻

擊是否一有定的防護能力，並且提供網路管理

人員能夠即時解決問題，以節省不必要的時

間。 

2. 主要內容 

本論文是將現有的攻擊方式以及滲透工具

做一個分析，整合出一套 IPv6 網路檢測工具及

滲透測試，並建置出一個對 IPv6 特有攻擊的防

禦機制知識庫。整合目前 Open Source 的測試

滲透工具以及攻擊手法，先測試該 IPv6 環境是

否有防禦能力。就防禦能力分別簡要如下。 

2.1 IPv6 環境下會遭遇到的安全漏洞 

研究國內外有關 IPv6 安全的相關文獻，依

通訊協定的特性將 IPv6 特有的安全漏洞問題

做出一個完善的歸類。 

2.2 現有的 IPv6 相關工具做整合 

分析現有 IPv6 資訊安全相關的 Open 
Source 工具，依照工具攻擊的類型做一個分類

整理，可以使網管人員在面對 IPv6 的攻擊前，

先做一個環境上的安全性的評估以及具備哪

些 IPv6 特有攻擊的防禦能力。 

2.3 製作一套具有防禦機制知識庫檢測系統 

整理好的資訊安全相關工具整合成一套

IPv6 防禦機制知識庫的檢測系統，網管人員可

以利用此系統方便簡單的檢測該 IPv6 的環境

是否有防禦機制。如果該環境無任何防禦能

力，此系統將會提供一套解決方式，以利網管

人員能修補 IPv6 的漏洞。 

3. 文獻探討 

3.1 IPv6 的安全問題 

根據 Caicedo 與 Joshi[1]研究把 IPv6 遇到

的安全性問題依照通訊協定做出一個歸納。將

攻擊的種類大致分為以下三類：偵查攻擊

(Reconnaissance Attacks)、主機初始化 (Host 
Initialization)、相關攻擊(Associated Attacks)。
在此列出市面上常遭遇到的 IPv6 安全威脅有

Routing Header 相關攻擊(Attacks using routing 
headers)、DAD 協定攻擊(Dos attack on DATA 
protocol) 、 中 間 人 攻 擊 (Man-In-The-Middle 
Attack，MITM Attack)、偽造路由器攻擊(Bogus 
router implantation attack)，針對資訊安全的威

脅以下將加以說明其運作流程。 
Routing Header 相關攻擊 (Attacks using 

routing headers) IPv6 封包在標頭檔定義了一

些欄位，用來儲存 IPv6 封包傳送路徑中，經

過所有節點的 IP 位址。攻擊者產生一個包含

錯誤路由的封包，傳送到一個使用者端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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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節點接收到由攻擊者發送的錯誤路由封

包，並且依照封包的路由描述將封包進行轉送

而在攻擊者規劃的路由路徑中，所經過的所有

節點也都轉送這些惡意封包。這些惡意封包的

流量可能耗盡路由器的資源，間接形成 DoS 攻
擊。 

DAD 協 定 攻 擊 (Dos attack on DATA 
protocol) 為了防止在同一 IPv6 子網路下有重

複的 IPv6 地址，傳送端在使用一個新的 IPv6
位址之前會發送 NS 來執行 DAD 以檢查這個

新的 IPv6 地址是否已經被另一個電腦或路由

器所使用。假如傳送端沒有收到任何 NA，則

表示此新的 IPv6 位址沒有被其它電腦使用。

圖 1 為說明 DAD 攻擊之流程。 

 
圖 1  DAD 攻擊示意圖 

 
當受害者(Note A)發出一個群播的訊息已

確定他所選定的 IP 位置是否已經被另一個電

腦或路由器所使用，而不論受害者發出的 IP
為何，駭客都會回覆偽裝的 NA，造成傳送端

永遠無法取得 IPv6 地址。不但造成網路不通更

會造成損耗受害者的資源。 
中間人攻擊(Man-In-The-Middle Attack，

MITM Attack)其攻擊流程如圖 2。 

 
圖 2  中間人攻擊示意圖 

 
MITM Attack 將節點發送鄰近請求(NS)封

包以群播方式詢問節點 B 的實體網路位址

(MAC address)。攻擊者以正確的鄰近宣告(NA)
封包格式回傳自己的 MAC Address 竊取 A 與
B 之間的封包。如下圖二所示，受害者(Node A)
以群播的方式詢問節點 B 的 IP 位置。攻擊者

回應給受害他即是節點 B。而當連線建立後，

攻擊者即可竊取 A 與 B 之間的封包。 
偽造路由器攻擊(Bogus router implantation 

attack)以 IPv6 鄰近探索協定(Neighbor Discover 
Protocol ， NDP) 發 現 並 查 詢 其 他 節 點 的

Link-Layer Address 和 Prefix Information。其偽

造路由器攻擊之流程如圖 3，攻擊者刻意模仿

區域網路的 Default Gateway 傳播假冒的位址

字串資訊(Bogs Address Prefix Information)，將

應該送到 Default Gateway 的封包直接丟棄；或

是擷取受害節點傳送的封包，修改內容後再將

封包傳送到目的地。 

 
圖 3  偽造路由器攻擊示意圖 

 
針對上述 IPv6 的攻擊 Caicedo 也建議使用

SEcure Neighbor Discovery (SEND) 和

Cryptographically Generated Addresses (CGA)以
及過濾封包及建置防火牆解決。 

對於 IPv6 的特有弱點 Coudhary 做出了一

個說明，表1為Coudhary所整理出的弱點整理。 
表 1  IPv6 弱點整理 

弱點 弱點描述 

Extension 
Headers 

攻擊者可以利用一長串的標頭，

而這樣會導致資訊安全的設備不

容易針對傳輸層的標頭做深入的

檢查。 

資訊安全

設備之封

包重組 

資訊安全的設備可以重組被切割

的封包並且解析其 extension 
headers 的內容，此舉是為了針對

封包做更深入的檢查。但是目前

這些功能與 IPv6 的規範不符合

[2]。 

IPv6 自動

組態設定 

Pv6 自動組態設定是一個 IPv6 特

有特徵，但是這樣的特徵也導致

一些攻擊的行為，以下將列出使

用 IPv6 自動組態相關攻擊範例

[3] 
1.惡意路由器 
2.攻擊合法路由器 
3.錯誤的 prefixes 
4.DAD 攻擊 
5.不存在的 IP 位址 

DNS 更新

問題 

如果 IPSec 機制用於網路節點以

及 DNS 之間，針對其大量的節點

以及其資安設備以及設定將會因

為節點數量太大而造成管理困

難。 
單一介面 IPv6 允許單一介面指定多重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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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位置 位址。但是這樣的特徵將會使得

過濾法則的撰寫以及其管理更加

複雜。舉例來說防火牆的管理以

及 access control lists 管理將會更

加複雜。 

ICMPv6 過
濾問題 

很多網路管理者因為資訊安全考

量會在 IPv4 網路環境下封鎖

ICMPv4 訊息。但是這樣的封鎖

行為在 IPv6 網路環境下不可

行。因為 ICMPv6 訊息是 IPv6 作

業環境下必備的協定。 
Choudhary 與 Sekelsky[4]也列出 IPv6 可能

的弱點，Hop-by-hop 選項、IPv6 自動組態設

定、IPv6 多重位址、ICMPv6 過濾。對於 IPv6
的弱點以及 DHCPv6 的一些問題，Shen 等人

[5]提出了 CGAs (Cryptographically Generated 
Address)，用以加強 DHCPv6 的安全性。 

從文獻的探討可得知 IPv6 雖然優化並且

加強了擴充能力，但 IPv6 協定與 IPv4 協定不

太相同，因此在使用 IPv6 時網管人員必須先行

了解其潛在的弱點與攻擊，適當的調整相關的

資訊安全設定，以確保 IPv6 在網際網路上的安

全。 

3.2 知識庫的運作機制 

把現有的文獻、經驗、專家的知識提煉出

來能夠符合現實所需，可以透過一定的方式進

行編碼，轉換成知識庫能夠判讀的語言，經由

專業知識人或利用邏輯推算將所需之知識萃

取出來如圖 4，在經過知識驗證來判定此建置

的知識庫的好壞與否[6]。 

 
圖 4  知識庫系統運作流程 

 
將所獲得的知識，透過下列三種途徑可以儲存

至知識庫的方法如下： 

3.2.1 手動式 

專業知識工作員與專家進行訪談或是透過

文獻、書籍等，從而獲得到知識與經驗，運用

程式碼把邏輯推論寫入至知識庫中如圖 5 所

示。 

 
圖 5  手動式建置知識庫模型 

3.2.2 半自動式 

圖 6 的方式，通常是建立專門的系統，讓

專家可以直接與系統溝通，將專家的知識轉化

成規則。 

 
圖 6  半自動式建置知識庫模型 

3.2.3 自動式： 

智慧型歸納系統能直接把相關領域的知識

學習起來納入知識庫如圖 7。 

 
圖 7  自動式建置知識庫模型 

 
目前較常使用到的為前兩種方式，此兩種

方式對於知識的修改和輸入方便而有效，最後

一個方法是知識庫將會有自動獲取知識的能

力，使得知識庫能夠自動增長知識且不斷的提

高解決問題的能力。 
 

4. IPv6 資訊安全相關軟體介紹 

本論文將整合以及使用 IPv6 相關 Open 
Source 軟體，表 2 將列出市面上常見的軟體，

且描述重要的資訊安全的工具，如 THC-IPv6，
FT6以及Snort，其中本論文將會使用THC-IPv6
資安工具。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98 AIT / CEF 2015



表 2  IPv6 資訊安全常見軟體整理 

軟體名稱 軟體說明 

Kali Linux Kali Linux 是一套以 Ubuntu 

Linux 為基礎的 Linux 

distribution，專門提供各種安全性

相關的工具。其前身為 Backtrack 

Linux。Kali Linux 總共包含了三

百多項工具，主要可分為下 12 類：

 Information Gathering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Exploitation Tools 

 Privilege Escalation 

 Maintaining Access 

 Reverse Engineering 

 RFID Tools 

 Stress Testing 

 Forensics 

 Reporting Tools 

 Services 

 Miscellaneous 

其中上述的 THC-IPv6 也整合到

Kali Linux 上，因此本論文將以

Kali Linux 為基礎做為檢測平台。

THC-IPv6 THC-IPv6 為針對 IPv6 協定弱點

最完整的一個滲透測試工具。以

Linux 為平台。本論文將使用此工

具，此工具將會在下一章節做詳

細介紹與說明。 

The IPv6 

Toolkit 

The IPv6 Toolkit 為一個錯誤診斷

以及安全評估的工具。The IPv6 

Toolkit 可以送出任意的 IPv6 封包

並且支援 FreeBSD, NetBSD, 

OpenBSD, Linux 與 Mac OS網路

平台，其功能如下: 

 addr6: IPv6 位址分析以及處

理工具。 

 flow6: 針對 IPv6 的  Flow 

Label 做安全評估。 

 frag6: 針 對 IPv6 的

fragmentation-based 攻擊做

安全評估。 

 icmp6: 基於 ICMPv6的錯誤

訊息執行攻擊。 

 jumbo6: 評 估 處 理 IPv6 

Jumbograms 時潛在的弱點。

 na6: 送 出 Neighbor 

Advertisement 訊息並且評

估其安全性。 

 ni6: 送出 ICMPv6 節點訊息

並且評估其安全性。 

 ns6: 送 出 Neighbor 

Solicitation 訊息並且評估其

安全性。 

 ra6: 送 出 Router 

Advertisement 訊息並且評估

其安全性。 

 rd6: 送出 ICMPv6 Redirect

訊息並且評估其安全性。 

 rs6: 送出 Router Solicitation

訊息並且評估其安全性。 

 tcp6: 送出 TCP segments 並

且執行 TCP 基礎的攻擊。 

 scan6: IPv6 位址掃描器。  

FT6 FT6 為一個專門檢測防火牆如何

處理 IPv6 的檢測工具，其中檢測

項目如下: 

 ICMPv6 Filtering:驗證防火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99 AIT / CEF 2015



牆是否可以過濾或是放行特

定 ICMPv6 訊息。 

 Type 0 Routing Header 檢

查: Type 0 的 Routing Header

可以被駭客利用來攻擊，利

用 如 同 中 間 人 攻 擊

(Man-in-the-Middle) 的 手

法，將目標網路裏的中間節

點當成轉運站傳送原本不被

防火牆的 Policy 或路由器的

ACL 允許的目的端封包，避

開防火牆的 Policy 或路由器

的 ACL。 

 Header Chain 檢 測 : 

Extension Header 的測試，

FT6 選擇一些有效以及無效

的封包送至防火牆以檢查其

IPv6 Extension Header 設定。

 Overlapping Fragments: 防

火牆設定必須要有能力刪除

重複或是重疊的 Fragments 

封包。FT6 檢測防火牆是否

有做正確的設定。 

 Tiny Fragments: Tiny 

Fragments 指的是上一層的

header (TCP 或是 UDP)他位

於第二個 fragment 中。防火

牆必須等到第二個 fragment

近來加以檢查才可以決定是

否刪除或是放行該封包。 

 Tiny Fragments Timeout:

太多的 Tiny Fragments 會使

得防火牆的 buffer 累積太多

Fragments 造成另類的 DoS

攻擊。防火牆應該設定 Tiny 

Fragments 的逾時時間。根據

RFC 2460 的建議，一個設備

如果在第一個 fragment 收到

後60秒後如果沒有收到全部

的 fragments，該捨棄此封包。

 Excessive Hop-By-Hop 

Options:根據 RFC 4942 規

格，除了 Pad1 與 PadN 外每

個 Option 最多只能出現一

次。FT6 將針對這項送出重

複的 Option 作為測試。 

 PadN Covert Channel: PadN

的填充很可能被駭客使用來

當成 Covert Channel 的惡意

訊息傳遞管道，所以防火牆

或入侵偵測系統必須要能過

濾這些對這兩個 Header 的惡

意誤用，特別是對 PadN 所填

充的 Data 不是 0 的部份，就

極可能是 Covert Channel 的

Data。FT6 提供防火牆這方

面的檢查。 

 Address Scopes: 群播的位

置不能作為來源的位置且

link-local 的位置不能放行。

FT6 將針對這些項目做測

試。 

Scapy Scapy 是由 Python 寫出的一款

強大、著名的網路封包分析函

式，但它不僅僅只是函式而已，

它同時也是一個基於 Python 交

互式(interactive)的工具程式。目前

比較有名跟它類似的工具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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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shark，不過因為它可以配合 

Python 寫出俱有特殊目的的封包

分析方式，所以擁有更多的彈

性。除了封包監控外，Scapy 也可

以製作封包，指定封包的目的地

IP、來源地 IP、TTL，等等資訊。

Scapy 支援 IPv6。 

Security 

Onion 

Security Onion 是一個針對入侵

偵測以及網路管理之 Linux 

Distribution。此 Distribution 是以

Ubuntu 為基礎內建為數眾多的資

安工具。在安裝此 Linux 

Distribution 時，透過安裝精靈可

以在數分鐘之內於企業網路環境

建置資訊安全監控節點。Security 

Onion 整合了三項重要的資訊安

全功能-封包擷取、主機型入侵偵

測系統、網路型入侵偵測系統。

Security Onion 目前支援 IPv6。 

Snort Snort 是一套著名的開源入侵偵測

系統並且支援 Windows 以及

Linux 系統，廣泛的被運用於業界

以及學術界。Snort 於安裝後可以

以三種模式運作，分別為: 

 偵測模式（Sniffer Mode）：

此模式下，Snort 將在現有的

網域名稱內擷取封包，並顯

示在螢幕上。 

 封包紀錄模式（packet logger 

mode）：此模式下，Snort 將

已擷取的封包存入儲存媒體

中（如硬碟）。 

 上線模式（inline mode）：此

模式下，Snort 可對擷取到的

封包做分析的動作，並根據

一定的規則來判斷是否有網

路攻擊行為的出現。 

Snort不但支援 IPv6並且有預設一

些屬於 IPv6 的法則可供使用。 

Wireshark Wireshark（Ethereal 的後續版本）

是一個網路封包分析軟體。網路

封包分析軟體的功能是截取網路

封包。Wireshark 除了能夠擷取封

包外並且可以設計過濾器，本論

文將利用 Wireshark 觀察 IPv6 攻

擊封包。 

Honeydv6 Honeydv6 是基於 Honeyd 1.5c 改

良而來，目前還屬於測試階段，

但是已經有測試版本可以使用。

有別於 Honeyd 1.5c，期增加了許

多 IPv6 特有的功能: 

 ICMPv6 echo 請求與回應。

 基礎 Neighbor Discovery 通

訊協定的實作。 

 透過 IPv6 執行 TCP 以及

UDP 的腳本(Script)程式。 

 支援 IPv6 的封包切割。 

 支援 IPv6 路由模擬 

 利用亂數模式動態的產生虛

擬 IPv6 主機。 

Nmap Nmap（Network Mapper）是一個

開源的網路掃描、主機分析工

具。可支援 Linux, Windows 與 

Mac OS X 等平台。Nmap 提供簡

單易用的視窗操作介面與指令執

行模式，可幫我們掃描網路上的

電腦與主機、支援多個網段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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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網路的快速掃描，並執行資訊

彙整、安全監控、服務運作狀態

與漏洞偵測等任務。 

Nmap 整個軟體裡面包含了可檢

視掃描結果的 Zenmap 工具、資

料傳輸重定向與除錯工具 Ncat、

偵測結果比對工具 Ndiff 與訊息

分析工具 Nping 等，是一個重要

的網路管理工具、該工具目前支

援 IPv6。 

Qualsys 

Website 

Scan 

Qualsys Website Scan 為一個網頁

弱點掃描器，註冊後提供 10 次免

費檢查。針對網站的弱點、隱藏

的惡意程式以及 SSL 的錯誤設定

做檢測。Qualsys Website Scan 提

供以下功能: 

 支援 IPv6 協定。 

 檢查 Web Server 的弱點，並

且修復 

 檢查網路上 App 的弱點。 

 檢查 SSL 組態是否被正確設

定。 

 檢查使用者上傳檔案是否有

惡意程式。 

Qualsys Website Scan，重點在於應

用層的弱點掃描工具，適用於

IPv4 以及 IPv6。 

Netcat6 讀取和寫入 IPv6 網路連線資料的

工具。 

NDPWatch 監控本地網絡，並報告任何可疑

的鄰近探索(ND)訊息。 

ddaddos 偵測 DAD DoS 攻擊。 

根據表 3-1 的整理可以發現目前支援 IPv6
相關的資安軟體已有一定的數量，但上述部份

資安工具的功能可能會被其他工具所包含，或

是會有其類似的工具所取代。THC-IPv6、The 
IPv6 Toolkit 以及 FT6，這三個開源的軟體中，

THC-IPv6、The IPv6 Toolkit 功能十分接近，但

是 THC-IPv6 所提供的功能更加全面，而本系

統將會整合 THC-IPv6 以及配套知識庫，成為

一套有含有知識庫的防禦檢測系統，透過本系

統的執行方可了解所處網路環境是否存在

IPv6 漏洞。 

5. IPv6 資安研究工具 

Thc-IPv6 目前 Open Source 軟體中針對

IPv6 協定有最完整的滲透測試，超過 30 項工

具可以使用，將工具整理於下表 3。 
表 3  THC-IPv6 工具列表 

工具名稱 功能描述 
parasite6 ICMPv6 neighbor 

solitication/ advertisement
訊息假冒工具，作用如中間

人攻擊一樣，類似IPv4環境

下的mitm 與parasite攻擊。

alive6 一個有效的掃描工具，這工

具會偵測到任何Listen這位

址的系統。 
dnsdict6 此工具為一利用字典檔對

IPv6 DNS暴力破解法之工

具。 
fake_router6 此工具為假冒路由器工

具，攻擊者會公告自己為一

個路由器，並且在網路上有

最高的優先權。 
redir6 此為redirect攻擊法，攻擊者

會 送 出 假 冒 的 ICMPv6 
redirect訊息，此攻擊法有如

中間人攻擊法，受害者網路

資訊會重新導向至攻擊者

端。 
toobig6 這個協調告知傳輸路徑

MTU 的 機 制 稱 為 IPv6 
PathMTU Discovery 
(PMD)。利用 ICMPv6 協

定，發送 Packet too big 封

包，指定 MTU size，設定

為較小的值，使受害電腦依

據收到的 MTU 不斷進行封

包分割及重新發送，因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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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緩衝區溢位，而導致系統

崩潰。 
detect-new-ip6 此工具用來偵測新加入此

網路的 IPv6 節點位址。 
dos-new-ip6 偵測新加入此網路的IPv6

節點，並且告知此設備，該

IP位址已經被使用，這功能

類似阻斷服務攻擊。 
trace6 此工具為快速 trace router

工具，而該工具支援 ICMP6 
echo request 與 TCP-SYN 

flood_router6 此工具會針對受害端送出

大 量 且 隨 機 的 router 
advertisements訊息。 

flood_advertise6 此工具會針對受害端送出

大 量 且 隨 機 的 neighbor 
advertisements訊息。 

fuzz_ip6 產生特製的 icmpv6網路封

包，並發動阻斷服務攻擊受

害者。 
implementation6 檢查IPv6 實作環境，共有

56 項 滲 透 測 試 ， 並 以

PASSED或FAILED顯示測

試結果。 
implementation6d 檢查 implementation6 工具

測試時，有哪些封包可以通

過防火牆 
fake_mld6 此工具可以偽造 MLD封

包，做成員的查詢、新增或

修改的攻擊。 
fake_mld26 功能如同fake_mld6攻擊，

但是此工具是針對MLDv2 
fake_mldrouter6 假的MLD路由器訊息。 
fake_mipv6 用來將家中行動裝置的流

量導致攻擊者端，如果家中

IPv6 home-agent設定錯誤。

fake_advertiser6 以假IP偽造鄰居通告。 
smurf6 此工具是發動阻斷服務攻

擊。利用IPv6的Multicast機
制，對FF02::1發送ICMPv6 
Echo request，迫使同網段的

所 有 Nodes 發 送 ICMPv6 
Reply 來 對 目 標 節 點 做

Flood攻擊。 
rsmurf6 類似上述smurf攻擊，但是

可以遠端執行，目前只能攻

擊Linux系統。 
exploit6 對已知的CVE漏洞進行滲

透攻擊，如Ping of Death攻
擊，攻擊後判斷目標是否仍

存活。 
denial6 此工具可以發動阻斷服務

攻擊，攻擊方式包括兩種封

包 格 式 ， 第 一 種 是

hop-by-hop header封包，第

二種是destination header封
包。攻擊者挑選其中一種封

包格式進行攻擊，使受害者

的電腦耗盡資源，不能正常

服務。 
thcping6 攻擊者可以自訂IPv6 ping

的封包格式，比如指定

hop-by-hop header、TTL、
data size等格式，此工具比

作業系統提供的ping工具

有更多使用彈性。 
sendpees6 此 攻 擊 工 具 利 用 Secure 

Neighbor Discovery (SeND)
的特性，需要解析封包的

RSA簽章，以驗證封包來源

的正確性。所以攻擊者持續

大量發送SeND封包，攻擊

受害者的主機，使受害者疲

於驗證封包，消耗其運算資

源。 
針對上述的滲透測試與攻擊工具，將會挑

選重要的攻擊來說明其攻擊原理、特徵值，且

在實際的網路中進行 Thc-IPv6 的操作演練，藉

此能找出防禦之方法。 
 

5.1 測試環境架構 

本 論 文 於 校 園 網 路 中 架 設 Virtual 
Machine，共三台虛擬機器如圖 8，一台 Router
以動態的方式配送 IPv6，一台攻擊者以 Kali 
Linux 為基礎的 Linux Base，一台受害者以

Windows 7 為主。 

 
圖 8  測試環境基礎架構 

5.2 Thc-IPv6 工具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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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fake_router6 原理及攻擊實測 

此 攻 擊 fake_router6 與 Router 
Advertisement Attack[7]相似如圖 9，攻擊者會

偽造路由器的 MAC 位址傳送 RA 給所有的電

腦。當受害者電腦收到 RA 時，會產生自己的

IPv6 位址，並將此偽造路由器的 IPv6 位址當

作本身的 Gateway。 
當受害者電腦要傳送封包給另一個 IPv6

子網路的電腦，封包會被先傳送至偽造的 MAC
位址(攻擊者)，造成網路不通或是資料遭到截

取。 

 
圖 9  fake_router6 攻擊示意圖 

 
圖 10 為此 fake_router6 的攻擊畫面，攻擊

者 將 為 造 Router 其 網 路 位 址 為

2002:8888:dddd::1/64。 

 
圖 10  fake_router6 攻擊範例 

 
從 圖 11 可 以 發 現 多 了 一 組

2002:8888:dddd::的偽造 IPv6，受害者接收到了

偽造的 RA 並產生了自己的 IPv6 位址。 

 
圖 11  受害者 IPv6 配置 

5.2.2 dos-new-ipv6 原理及攻擊實測 

dos-new-ip6 即 是 Duplicate Address 
Detection(DAD)攻擊。IPv6 在同一個子網路下

為了要防止 IPv6 位址重複，用戶端可先發送

NS 執行 DAD 來檢查新要的 IPv6 是否已經有

電腦或其他網路設備使用。當用戶端沒收到任

何 NA，表示此新的 IPv6 是沒有被任何電腦或

網路設備使用。 

使用 DAD 攻擊如圖 12 所示，當受害者發

送 NS 要求新的 IPv6 時，攻擊者都會回覆偽裝

的 NA，將造成此受害者不論如何要求新位址

都會有電腦回應，不僅受害者永遠無法得到

IPv6 位址，更會造成網路不通且消耗受害者的

電腦資源。 

 
圖 12  DAD 攻擊原理 

 
如圖 12 攻擊範例，每當受害者想要取得一

個新的 IPv6 位址而發出 NS 訊息時，攻擊者馬

上回應假的 NA 訊息宣稱該 IPv6 已有人使用。 

 
圖 12  dos-new-ipv6 攻擊範例 

 
假使此狀況一直不斷的發生，將使得受害

者不論怎麼發送 NS，攻擊者都會回覆偽裝的

NA，造成受害者永遠無法取得 IPv6 位址。圖

13 為受害者被攻擊後無法取得 IPv6 位址，假

如該環境僅能使用 IPv6 上網，受害者將會不能

正常的使用網際網路。 

 
圖 13  dos-new-ipv6 攻擊之受害者端 

5.2.3 flood_router6 原理及攻擊實測 

flood_router6 為路由通告洪流攻擊，其運

作原理與 fake_router6 攻擊相同，不同點在於

flood_router6 會持續快速的發送偽造的路由通

告如圖 14，會對於該網段的網路設備進行阻斷

服務攻擊，耗其設備資源使得網路設備無法正

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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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flood_router6 攻擊範例 

 
圖 15 為受害者 IPv6 的配置，受到攻擊者路由

通告洪流攻擊後產生了多組的 IPv6 位址。 

 
圖 15  flood_router6 受害者 IPv6 配置 

5.2.4 flood_advertise6 原理及攻擊實測 

原本 IPv4 所使用的是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 ， 而 IPv6 使 用 Neighbor 
Discovery(ND)取代 ARP。當受害者想要查詢同

一個 IPv6 子網路下的其他電腦 MAC 位址時，

會先發出 Neighbor Solicitation(NS)來尋找，而

所有相同子網路的電腦都會接收此 NS，因此

攻擊者就可以偽造 Neighbor Advertisement(NA)
含著偽造的 MAC 位址以回應此 NS，則受害者

將會收到此 NA，則將資料傳送到偽造的 MAC
位址如圖 16。 

 
圖 16  flood_ advertise6 攻擊原理 

 
而 flood_advertise6 即鄰居通告洪流攻擊。

攻擊者會持續快速地發送偽造的 NA 如圖 17，
對同個子網路的網路設備進行服務阻斷攻

擊，使受害者電腦的資源損耗。 

 
圖 17  flood_ advertise6 攻擊範例 

 

圖 17 中每次都傳送 1000 個鄰居通告封包，這

樣持續快的發送巨量封包癱瘓該網路設備。 

5.2.5 smurf6 原理及攻擊實測 

IPv6 使用 Multicast 技術來達成之前 IPv4
的 Broadcast 的功，卻也使攻擊者可以利用

multicast 地址取得大量的資訊。 
圖 18 所示 smurf6 攻擊是可以造成阻斷服

務，利用 IPv6 的 multicast 機制對 FF02::1 發送 
ICMPv6 Echo request，所有同一個 IPv6 子網路

的電腦都會回傳 ICMPv6 Reply 來針對目標做

一個 Flood 攻擊。 

 
圖 18  smurf6 攻擊原理 

 
下圖 19 為 smurf6 攻擊範例同時也是用

Wireshark 來檢視發送的封包。 

 
圖 19  smurf6 攻擊範例及封包檢視 

5.2.6 denial6 原理及攻擊實測 

此 denial 攻擊包含了兩種封包的威脅，第

一種是 hop-by-hop header 封包威脅，第二種是

destination header 封包威脅，如圖 22 所示。 
(1)hop-by-hop header 威脅： 

Extension Header 中 有 Hop-by-Hop 
Header，則每一個路由器都必須處理此 IPv6 封
包。攻擊者會傳送大量的 IPv6 封包，每一個

IPv6 封包帶有 hop-by-hop Header，每一個

hop-by-hop Header 內含 Router Alert Option；路

由器收到每一個 IPv6 封包會仔細查看

hop-by-hop Header 的內容，因此會使得路由器

的負載過重。 
(2) destination header 威脅： 

Extension Header 中 有 Destination 
Header，則目的節點來處理此 IPv6 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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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denial6 攻擊範例 

 
由上圖 20 可以清楚看到 denial6 攻擊的選項以

及執行過程，而在 hop-by-hop header 封包攻擊

中，封包所經過的路由器將都會受影響，因此

denial6 的 hop-by-hop header 攻擊極具有破壞

力。 

5.2.7 sendpees6 原理及攻擊實測 

此 攻 擊 工 具 利 用 Secure Neighbor 
Discovery (SeND)的特性，需要解析封包的

RSA 簽章，以驗證封包來源的正確性。所以攻

擊者持續大量發送 SeND 封包，攻擊受害者的

主機，使受害者疲於驗證封包，消耗其運算資

源。下圖 21 為攻擊者所顯示的畫面，而圖 22
為受害者受到攻擊後的結果以及從 Wireshark
所擷取的資訊顯示。 

 
圖 21  sendpees6 攻擊範例 

 

 
圖 22  sendpees6 受害者 Wireshark 資訊 

 

 
圖 23  sendpees6 封包格式資訊 

 
上圖 23 顯示出攻擊者利用 sendpees6 攻擊

整個網段(ff02::1)，仔細檢查封包內容(圖 25)
則會發現整個網路充滿大量的 CGA 封包。 
 

介紹 THC-IPv6 的攻擊工具，部分列表中

尚未介紹的原因在於某些 THC-IPv6 工具為網

路管理工具，如較多工能的 ping 跟 trace router 
程式，因此本論文並未提及相關資訊。 

6. 系統實作 

IPv6使用手冊將根據各式工具的使用時機

及順序整理出常用的使用指引。當程式一打時

會看到圖 24，Attack Mode 可供使用者選擇想

要攻擊或滲透測試的項目，Target(IPv6)是要被

攻擊的對象，而 Implementation process 為執行

的過程。當攻擊正在進行中時，可以使用下面

提供的 Ping，來 Ping 此攻擊是否成功，倘若攻

擊成功就表示此環境會受到威脅，將會提供一

個建議設定的網站，供測試者參考設定。以下

將以 flood_router6 之攻擊做一個範例測試。 

 
圖 24  初始畫面 

 
flood_router6 即路由通告洪流攻擊。攻擊

者持續快速發送偽造的路由通告，對同子網路

的終端設備進行阻斷服務攻擊，消耗受害者的

計算資源，使受害者系統無法繼續運作。同時

受害者會產生很多組 IP。下圖 25 為本論文所

整合的 flood router 攻擊介面，透過本論文所設

計的介面，攻擊者可以輕易的利用 flood router
攻擊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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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flood router 攻擊介面 

 
在發動攻擊前，首先透過 ping 測試受測主

機是否準備接受測試，下圖 26 表示受測主機

目前正常。 

 
圖 26  攻擊前測試主機運作畫面 

 
當要發動 flood_router 測試時，選擇 

flood_router6 攻擊(如下圖 27)，接著按 Submit，
開始測試。有別於原來版本之 THC IPv6 攻擊，

本論文修改 THC IPv6 的原始碼再重新編譯。

原始的 THC IPv6 攻擊會在短時間送出大量封

包，除了會影響攻擊主機外也會對整個網路造

成癱瘓。本論文修改 THC IPv6 的原始碼，將

原本以暴力形式送出的大量封包修改成送出

封包後會暫停 0.5 秒的機制(如圖 28)。透過這

樣的機制所處理過的滲透測試對真實環境下

的網路負擔影響較小。 

 
圖 27  flood router 攻擊運作畫面 

 

 
圖 28  flood router 程式修改畫面 

 
當攻擊完成後，透過 ping 的方式測試受害

主機是否存活以驗證攻擊成效，下圖 29 為一

成功攻擊範例，系統將會出現攻擊成功，並且

給予一個建議設定網站。 

 
圖 29  flood router 攻擊成功畫面 

 
下圖 30 為本系統所產生出來的測試結

果，其不但針對攻擊方式做說明，並且會將建

議的處理措施提供給測試者做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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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flood router 攻擊原理以及防範建議 

 
攻擊完後，將會產生出一個 Log 檔以提供

測試者更詳細的資料(如下圖 31)。 

 
圖 31   flood router 攻擊記錄檔 

7. 結論 

IPv6 在未來的使用率一定會逐年上升，目

前政府網路服務規劃啟動 IPv6 支援總數共

5003 個，目前完成數量為 3907，目前連線成

功數為 2885，超過 50%如圖 32。而全球重要

知名網站 Facebook 、 Google 、 YouTube 、
Microsoft Bing…等自 2012 年中宣布永久性啟

用 IPv6 的商用服務，連帶的帶動了 IPv6 使用

率大幅上升，也能有效的銜接未來物聯網、智

慧型家具等大量使用到 IPv6 的新應用。 

 
圖 32  政府 IPv6 升級統計 

(資料來源：https://www.gsnv6.tw/index.html) 
 

考量到許多現實環境是很複雜，因此不會

因為要測試 IPv6 的安全性漏洞導致喪失其原

本環境的連線能力，本系統有修改原本攻擊的

原始碼，在原本環境能正常運作為前提下，進

行 IPv6 的滲透測試，以便於正確的抓出其漏

洞。 
本論文整合了目前 IPv6 常見之攻擊手法

以及滲透測試並加入知識庫的概念，實作出整

合式滲透系統，此系統可協助網路管理人員針

對 IPv6 的環境做一個安全性測試，假如不幸被

攻擊成功該系統會給予一個網站，此網站不但

會針對攻擊方式做一個說明，並提供防禦措

施，給網路管理人員做一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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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雲端儲存空間的普

及化，有愈來愈多的用戶會把資訊儲存至遠端

伺服器上，如此一來他們可以隨時隨地的取得

上傳之資料。而遠端儲存空間的安全性也逐漸

被重視，如何設計一套有效率的機制，確認儲

存在遠端伺服器的資料是否遺失或遭篡改，將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有鑑於以往資料擁有驗證

的效率偏低，涉及龐大的指數運算，而本文將

從改善資料擁有驗證的效率出發，利用

Exclusive or (XOR)運算，設計一個高效率之可

證明資料擁有機制。 

關鍵詞：資料完整性、雲端儲存器、資料外包、  

    可證明資料擁有、輸出正確性 

 

Abstract 

    With advances in technolog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users store their data in a cloud storage. 

How to design an efficient scheme confirm the 

data have not been tempered or lost, is an 

important issue. However, most provable data 

possession (PDP) schemes have high computation 

cost due to exponential operation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very efficient PDP scheme using the 

XOR operations.  

Keywords: data integrity, cloud storage, 

outsourced storage, provable data possession, 

output correctness 

1.前言 

 由於雲端運算及雲端儲存空間的興起，有

許多用戶和企業現在可以用一個相對較低的

價格，將大量的資料外包至遠端伺服器，這樣

他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快速地存取

資料。而外包儲存系統有一個重要議題，則是

資料的安全性，如何才能保證用戶在遠程服務

器上的資料，不會遭人惡意刪除或遭篡改。在

近幾年來，有愈來愈多儲存裝置上的安全漏洞

出現，因此促進了不少有關遠端儲存空間保護

的研究。 

 在 2003 年 Deswarte 等學者[1]提出基於

RSA演算法之資料完整性驗證機制，將整個檔

案透過 RSA 演算法，來確保遠端資料的完整

性。Ateniese 等學者[2]首先提出可證明資料擁

有(Provable data possession, PDP)的模型，在此

機制中，資料擁有者(Client)利用植基於 RSA演

算法之同態標簽(Homomorphic tag)，並且可以

隨 機 挑 選 資 料 區 間 (Data block) 來 挑 戰

(Challenge)雲端儲存空間伺服器(Server)，當雲

端伺服器收到資料擁有者送出之挑戰後，雲端

伺服器會產生相對應於挑戰的証明(Proof)回給

資料擁有者，讓他來做資料擁有的驗證。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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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Juels 等學者[3]提出了一個可取回性的証明

(Proof of retrievability, POR)模型，此機制使用

點確認 (Spot-checking)和錯誤更正碼 (Error-

correcting codes)來確保雲端儲存空間上的資料

的擁有性和可取回性。在 2008 年 Ateniese 等

學者 [4]提出植基於對稱式金鑰系統 (Hash 

function)之資料擁有驗證，檔案在前處理時，要

先計算驗證答案，並且作為後設資料(metadata)，

而這些後設資料將用於驗證資料用。2011 年

Kumar R等學者[5]修改 Juels等學者[3]之 POR

機制，驗證時只需要極小的頻寬溝通負擔。 

 經由分析，上述有些機制[1, 2]的計算量及

複雜度都過高，需要將整個完整檔案做指數運

算，且檔案大小往往是非常大的。而有些機制

[3, 4]挑戰次數是有限的，必須將挑戰之「哨兵」

透露給雲端伺服器，因此驗證者無法重複使用

此哨兵。本文利用 XOR，設計高效率之可證明

資料擁有機制 (High efficient provable data 

possession)。 

 本文第二部份介紹可證明資料擁有機制

的預備知識及相關工作，第三部份為描述高效

率之可證明資料擁有機制，第四部份為安全性

與效能分析，最後為本文之結論。 

2.預備知識及相關工作 

    本章節將簡單介紹可證明資料擁有(PDP)

的模型與相關機制。 

2.1 可證明資料擁有運作協定 

可證明資料擁有協定目的是來檢驗雲端

儲存空間是否擁有資料擁有者上傳之檔案，主

要包含兩部份： 

(1) 前處理和資料儲存(圖 1)，資料擁有者對 

檔案作前處理，並產生一些後設資料

(metadata)儲存在本地端，再將修改後之檔

案傳至遠端儲存器，最後刪除本地端之原

始檔案。 

(2) 資料擁有證明驗證(圖 2)，資料擁有者提出

 隨機之挑戰，而遠端伺服器利用資料擁有

者儲存之檔案計算資料擁有證明，最後，資料

擁有者利用雲端伺服器回傳之證明及本地端

儲存之後設資料來做資料完整性的驗證。 

圖 1.前處理和資料儲存 

 

圖 2.資料擁有證明驗證 

 

2.3相關工作 

G. Atenies 等學者[4]利用對稱式加密系統

(Hash 函數)減少驗證時的頻寬和計算量。 

(1)  Setup phase：選擇一個檔案𝐷，並把它分成 

𝑑個資料區間{𝐷1, 𝐷2, … , 𝐷𝑑}，假設我們想

要挑戰遠端伺服器𝑡次，也就是說將會產

生𝑡個哨兵。我們也使用兩個函數 pseudo-

random function (PRF) 𝑓和 pseudo-random 

permutation (PRP) 𝑔，定義如下： 

𝑓: {0,1}𝑐 × {0,1}𝑘 → {0,1}𝐿 

𝑔: {0,1}𝑙 × {0,1}𝐿 → {0,1}𝑙 

(i) 產生 permutation 金鑰𝑘𝑖 = 𝑓𝑊(𝑖)，和

挑戰之一次性亂數𝑐𝑖 = 𝑓𝑍(𝑖)。𝑊為𝑓

產生 permutation 金鑰的私鑰；𝑍為𝑓產

生挑戰一次性亂數之私鑰，兩把私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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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𝑘-bits。 

(ii) 挑選𝑟為哨兵驗證資料區間的個數，並

計算 indices： 

 {𝐼𝑗 ∈ [1, … , 𝑑]|1 ≤ 𝑗 ≤ 𝑟},𝐼𝑗 = 𝑔𝑘𝑖
(𝑗)。 

(iii) 計算哨兵𝑣𝑖 = 𝐻(𝑐𝑖, 𝐷[𝐼1], … , 𝐷[𝐼𝑟])，

並對哨兵做加密  𝑣𝑖
′ = 𝐴𝐸𝐾(𝑖, 𝑣𝑖)，

1 ≤ 𝑖 ≤ 𝑡 ， 𝐴𝐸𝐾 為加密演算法，

𝐾為其金鑰。 

(iv) 最後(𝐷, {[𝑖, 𝑣𝑖
′]})傳遠端伺服器。 

(2) Verification phase： 

(i) 資料擁有者提出挑戰𝑖，並計算 

𝑘𝑖 = 𝑓𝑊(𝑖)，𝑐𝑖 = 𝑓𝑍(𝑖)，將{𝑘𝑖, 𝑐𝑖, 𝑟}送

給遠端伺服器。 

(ii) 遠端伺服器收到資料擁有者的挑戰  

後，計算： 

𝑧 = 𝐻(𝑐𝑖 , 𝐷[𝑔𝑘𝑖
(1)], … , 𝐷[𝑔𝑘𝑖

(𝑟)])，並

回傳{𝑧, 𝑣𝑖
′}回給資料擁有者。 

(iii) 資料擁有者收到證明後，對𝑣𝑖
′解密 

𝐴𝐸𝐾
−1(𝑖, 𝑣𝑖

′)得到𝑣𝑖，若解密失敗或

𝑣𝑖 ≠ 𝐴𝐸𝐾
−1(𝑖, 𝑣𝑖

′)，則驗證失敗，代表

資料有遺失或遭篡改。 

    雖然 G. Ateniese 等學者[4]之機制，利用

Hash 函數提高效率，但卻只能做有限次驗證。 

3.本文提出之機制 

 本文提出一個高效率之可證明資料擁有

機制，透過前處理時，在檔案中加入隨機產生

之亂數，及驗證時利用 XOR 運算，達到高效

率的目的。本機制可參考圖 3及圖 4。 

(1)  Setup: 首先將檔案分割成𝑛個 data blocks，

 每個 block再分割成𝑠個 sectors，及設置兩

 個函數 pseudo-random function (PRF) 𝑓和

 pseudo-random permutation (PRP) 𝑔： 
𝑓: {0,1}𝑘 × {0,1}𝑙 → {0,1}𝑙 

  𝑔: {0,1}𝑘 × {0,1}𝑙 → {0,1}𝑙 . 

 用戶隨機挑選 𝑘1

𝑅
← {0,1}𝑘，𝑘2

𝑅
← {0,1}𝑘，

 當作𝑓、𝑔的金鑰，再對每個 block 產生 k

 個隨機亂數α𝑖𝑗
= 𝑓𝑘1

(𝑏𝑖𝑗
)，1 ≤ 𝑗 ≤ 𝑘， 

 1 ≤ 𝑖 ≤ 𝑛，並將它們置入 blocks 中，再利

 用 PRP重新排列，𝑙𝑝 = 𝑔𝑘2
(𝑝)， 

 1 ≤ 𝑝 ≤ 𝑠 + 𝑘，最後將前處理過後之檔案

 𝐹′上傳至遠端儲存伺服器。 

(2)  Challenge: 用戶傳送要驗證之 blocks個數

 c 及𝑘3

𝑅
← {0,1}𝑘給遠端伺服器。 

(3)  ProofGen: 當遠端伺服器收到用戶之挑戰

 後，計算𝑞𝑡 = 𝑔𝑘3
(𝑡)，1 ≤ 𝑡 ≤ 𝑐， 

 𝐵′ = 𝑏𝑞1
⨁ … ⨁ 𝑏𝑞𝑐

，在將𝐵′回傳給用戶。 

(4) ProofVerify: 用戶計算需驗證 blocks 之

 indices，𝑞𝑡 = 𝑔𝑘3
(𝑡)，及隨機亂數的位置， 

 𝑙𝑝𝑣 = 𝑔𝑘2
(𝑠 + 𝑣)， 1 ≤ 𝑣 ≤ 𝑘 ，而亂數

 α𝑞𝑡𝑗
= 𝑓𝑘1

(𝑏𝑞𝑡𝑗
)，1 ≤ 𝑡 ≤ 𝑐，1 ≤ 𝑗 ≤ 𝑘， 

 再將要驗證 blocks的相對應位置做XOR，

 𝛽𝑗 = α𝑞1𝑗
⨁ … ⨁α𝑞𝑡𝑗

， 𝑙𝑣𝑗 = 𝑔𝑘2
(𝛽𝑗) ，

 最後比對下列等式： 

 (𝐵𝑙𝑝1

′ || … ||𝐵𝑙𝑝𝑘

′ ) ≟ (𝛽𝑙𝑣1
|| … ||𝛽𝑙𝑣𝑘

)， 

 若等式相等，則表示檔案沒有遭惡意刪

 除，若不相等，則反之。 

 

 

圖 3.前處理 

 

 

圖 4.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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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遠端伺服器刪除 blocks的偵錯機率    圖 7.遠端伺服器刪除 block中元素的偵錯機率 

 

圖 6.遠端伺服器刪除 block 中元素的偵錯機率 

4.安全性分析與效能討論 

4.1安全性分析 

 由於雲端運算和雲端儲存空間的興起，很

多用戶會把檔案上傳至雲端儲存空間，而一個

雲端供應商，通常會擁有幾百萬的用戶，因此，

他們上傳的檔案數量也會相當龐大，若遠端伺

服器為了節省儲存空間成本，刪除了檔案部份

的 data blocks 或是 block 中部份的 elements，

而我們偵測到遠端伺服器惡意行為的機率是

非常高的，而這些機率分析將在 4.2 討論。 

 在資料完整性驗證方面，遠端伺服器只對

用戶挑戰之 blocks 做 XOR 運算，而且它並不

知道用戶所挑選之隨機亂數α𝑖𝑗
以及其個數，因

此無法偽造一個 data blocks，再來，前處理過

後之 blocks 中的 elements 皆有經過重新排列，

如果隨機亂數和個數遭洩漏，但遠端伺服器仍

不知道用戶所插入隨機亂數之位置，所以遠端

伺服器並不敢做任何的惡意行為。 

4.2錯誤偵測機率分析 

 假設遠端伺服器從 n個 data blocks中刪除

r 個 blocks，𝑋為用戶剛好選到遠端伺服器刪除

之 data blocks 之個數，我們計算用戶至少選到

一個被刪除 data block之機率𝑃𝑋如下： 

 𝑃𝑋 = 𝑃{𝑋 ≥ 1} = 1 − 𝑃{𝑋 = 0} 

   = 1 −
𝑛 − 𝑟

𝑛
∙

𝑛 − 1 − 𝑟

𝑛 − 1
∙∙∙

𝑛 − 𝑐 + 1 − 𝑟

𝑛 − 𝑐 + 1
. 

因為
𝑛−𝑖−𝑟

𝑛−𝑖
≥

𝑛−𝑖−1−𝑟

𝑛−𝑖−1
，所以我們得到： 

1 − (
𝑛 − 𝑟

𝑛
)

𝑐

≤ 𝑃𝑋 ≤ 1 − (
𝑛 − 𝑐 + 1 − 𝑟

𝑛 − 𝑐 + 1
)

𝑐

. 

 而圖 5說明了不同參數值 r 和 c 對其機率

𝑃𝑋之影響。假設雲端伺服器刪除了 1%的檔案，

則用戶只要隨機約選擇 c = 343 個 data blocks

驗證，即可99%偵測到雲端伺服器的惡意行為。 

 除此之外，本文也利用超幾何分布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探討遠端伺服器惡

意刪除 data blocks 中的元素之錯誤偵測機率。 

 一個 data block有 N個元素，其中 N包含

了 s 個 sectors 和 k個隨機亂數，假設遠端伺服

器從一個 data block 中刪除了 d 個 elements，

而𝑌為遠端伺服器刪除隨機亂數的個數，我們

計算遠端伺服器至少刪除一個隨機亂數之機

率𝑃𝑌如下： 

   𝑃𝑌 =
∑ (𝑘

𝑖
)(𝑁−𝑘

𝑑−𝑖
)𝑘

𝑖=1

(𝑁
𝑑

)
=

(𝑁
𝑑

) − (𝑁−𝑘
𝑑

)

(𝑁
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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𝑘:為 key的長度；𝑠:為 sentinal的長度；|𝐹|:檔案大小；|𝑇𝑎𝑔|:Tag大小；𝑛:blocks 數目；𝑐:驗證之 blocks 數目； 

𝑙:為隨機亂數之長度；PRF、PRP:為 pseudo-random function 計算量、pseudo-random permutation 計算量； 

𝐶𝐸𝑁、𝐶𝐷𝐸:為加解密之計算量；𝐶ℎ𝑎𝑠ℎ:為 hash函數計算量；𝐶𝐴𝐷𝐷、𝐶𝑀𝑈𝐿、𝐶𝐸𝑋𝑃:為加法、乘法、指數運算之計算量。 

表 1.不同遠端資料擁有驗證機制之比較表 

 

 而圖 6、圖 7 說明了不同參數值𝑑、𝑠和𝑘

對其機率𝑃𝑌之影響。圖 6假設 s = 128，而雲端

伺服器為了節省空間成本，自 block 中刪除了

四分之一的 elements，則我們只要在一個 block

中，置入約 16 個隨機亂數，即可有 99%的機

率偵測到雲端伺服器之惡意行為。圖 7 假設 k 

= 8，sectors 的數目增加，雖然偵錯機率會稍下

降，但在 s =1024，偵錯機率仍有 90%以上。 

4.3效能分析 

 從本文機制描述來看，我們可以很明顯知

道此機制之運算量非常小，效率極高。在 Setup

階段，用戶只需要對各個 block產生𝑘個亂數α𝑖𝑗
，

再對 blocks 中的 sectors 做重新排列；在

Challenge 階段，用戶只需要傳送給遠端伺服器

需要驗證之 blocks 個數𝑐及𝑘3；在 ProofGen階

段，只需做 c次XOR運算，而最後 ProofVerify，

也只需做 PRF和 PRP及 XOR運算。我們選了

幾個可證明資料擁有機制來比較，詳細內容可

參考表 1。 

5.結論 

 有別以往的可證明資料擁有機制，大多需

要做龐大的指數運算，本文利用置入部份隨機

亂數且做隨機換位，而用戶透過驗證那些隨機

亂數，來做資料擁有的驗證。 

 本文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可證明資

料擁有機制，而機制的運算負擔為 XOR運算，

計算負擔相當小，且網路頻寬負擔也約為一個

block之大小，因此，本機制的效率是非常非常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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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分散式爬蟲之索引-以專利局為例 

 
摘要 

隨著網路世界的蓬勃發展及資料量的爆

增，使得網路上的資訊內容包羅萬象，對於想

要取得精確資訊的人們來說是一項很大的挑

戰 。 因 此 ， 本 論 文 透 過 爬 蟲 技 術 結 合

Map/Reduce雲端分散演算法針對海量資料來

提升搜尋及比對之速度。 

關鍵詞：Hadoop、Map/Reduce、雲端運算、網

路蜘蛛及爬蟲 。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world and explosion of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people who want to get 
accurate information are a great challenge.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echnology 
through web crawler and Map/Reduce cloud 
distributed algorithm for big data to enhance 
the speed of search and comparison.  

Keywords ： Hadoop, Map/Reduce, Cloud 
Computing, Web Spider, and Crawler 

1. 前言 

過去在傳統單機上使用網路爬蟲系統，蒐

集資料的速度必須依網路頻寬及演算法效能

而定。不但需要建置資料庫及網頁伺服器等平

台，其龐大的資料存取也會造成資料庫的崩潰

及當機，造成系統無法有效率且快速的搜尋資

料。因此，本文透過雲端運算 Hadoop [1][16][18]
之虛擬化技術來提供高效能的運算能力，並使

用 Map/Reduce[5][13][15][21] 搭 配

MySQL[12][20]資料儲存服務技術來解決搜尋

及比對的瓶頸。然而，本系統進行 MySQL 與

HBase[6][7][8]的效能測試時，會因為 HBase

不能支持條件查詢，所以會對於俱關聯式的原

始資料只用 Row key[6][7][8]的方式來查詢。因

此，本篇使用 MySQL 搭配 Hadoop 來進行關鍵

字搜尋，達到方便且快速的關聯搜尋。因此，

本文提出一個以雲端 Hadoop 為基礎且具有

Map/Reduce 運算能力之雲端網路爬蟲系統，藉

此提升整體的運算能力，促使資料搜尋的速度

及精準度大幅提升。並透過強大分散式的儲存

能力來因應海量資料的存取。 

2. 文獻探討 

2.1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10][26]是透過網路將龐大的運算

處理需求自動分拆成無數個較小的子程式，再

透過多部伺服器所組成的龐大系統來搜尋及

運算，並透過分析之後將處理結果回傳給使用

者。透過這項技術，遠端的服務供應商可以在

數秒之內，達成處理數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資

訊，達到超越「超級電腦」的強大效能的網路

服務。學者 Michael[11]表示，可將雲端想像為

一大群相互連接的電腦網路，這些電腦則不限

定於個人電腦或網路上其它伺服器。這些電腦

透過平行運作將各電腦資源結合起來，進而產

生強大的運算能力。例如：Google 透過

Map/Reduce 架構將資料拆成小塊運算後再重

組回來，而且 Big Table[9]技術則完全跳脫一般

資料庫的運作方式，以 row and column 的方式

來進行儲存，幫助系統處理海量資料，以提升

整體搜尋效能。其雲端運算的優點詳細介紹如

下： 

(1) 可靠性：使用者將資料儲存於伺服器端，

讓所有運算皆交由伺服器處理。若當某節

點發生錯誤時，系統能即時自動找到備援

節點以進行回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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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擴充性：可即時將任何一台主機加入伺

服器主機群內，以提供臨時的大量系統需

求。而若有主機中途離開，也可適時的將

資料搬移。 
(3) 強大運算和儲存能力：藉由數目龐大的伺

服器來協助處理眾多使用者所發出的運

算要求，並可俱備分散式的儲存與處理海

量資料的能力。 
(4) 虛擬化技術：透過虛擬化技術將電腦資源

如伺服器、網路、記憶體及儲存等原始資

源，給予抽象化並轉換成可用資源，讓使

用者可以更方便的使用。由於這些資源的

虛擬化技術不受限於資源的架設方式及

區域等限制，可在一個實體主機同時運作

多個作業系統，將可讓每個作業系統自主

地執行其應用程式並提供硬體資源來進

行儲存、執行及運算等動作。 

2.2 Hadoop 

Hadoop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分散式計算

系統，主要是由JAVA撰寫而成。透過處理大

規模的資料集(Data Sets)[22]，可成為專門用來

處理與保存大量資料的雲端運算平台。 
而在 Hadoop專案中，將 Map/Reduce及

GFS[4]二項技術進行實作，讓原本只能在大型

機器進行快速運算的情況改變成使用多台機

器所進行的聯合運算，並且利用分散式的架構

概念以及個人電腦的運算，達到和大型主機一

樣強大的功能。因此，透過雲端虛擬機器架設

Hadoop環境，且可利用Hadoop架設多叢集節點

來進行Map/Reduce分散式資料爬取。 

2.3 Map/Reduce 

Map/Reduce是一個分散式程式框架，讓開

發者可以很簡單的撰寫分散式運算程式，並利

用大量的運算資源，來加速處理龐大的資料

量。而一個Map/Reduce的運算工作可以分為

Map及Reduce兩大部份。大量的資料在運算開

始的時候，由系統轉換成一組組的(key, value)
序對並自動切割成許多部份，分別傳給不同的

Mapper來處理。當Mapper處理完成後，再將運

算結果整理成一組組(key, value)的序對，再傳

給Reducer整合所有Mapper的結果。最後，將整

體的結果輸出。其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Map/Reduce流程圖 

因此，在我們的系統中將可以扮演分工的

角色來進行網頁爬取，透過分工可以減少爬取

的時間，也可更快速的將資料整合和分析到資

料庫中。 

2.4 HBase 資料庫 

HBase（ Hadoop Database），是一個開源

的高可靠性、高性能、可伸縮的分散式資料

庫，利用HBase的技術即可在一般的PC Server
上搭建起大規模的結構化儲存。此外，透過

HDFS[1] 作 為 其 文 件 儲 存 系 統 ， 並 利 用

Map/Reduce來處理HBase中的海量數據。因

此，HDFS為HBase提供了高可靠性的底層儲存

支持，而Map/Reduce為HBase提供了高性能的

計算能力，進而提高雲端運算的整體能力。 

2.5 MySQL資料庫 

MySQL在過去由於效能高、成本低、可靠

性好，已經成為最流行的開源資料庫，因此被

廣泛地應用在Internet上的中小型網站中。隨著

MySQL的不斷成熟，它也逐漸用於更多大規模

網站和應用，例如 :維基百科、 Google和
Facebook等網站[14]。 

MySQL資料庫系統採用的是關聯式資料

庫 管 理 系 統 RDBMS(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而且也是目前市面上快

速且穩定的資料庫之一，它的價格也是最便

宜，甚至免費。在目前架設網站中，PHP配上

MySQL資料庫是使用最為廣泛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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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網路爬蟲 

網路爬蟲[17][19][23]是一套可自動瀏覽網

路的應用程式，且能夠橫跨多個網站。該系統

會依照使用者自訂的規則，自動檢查網際網路

上面的所有頁面，並將網頁的資訊下載下來。

最後依照特定格式的運算要求，從符合的頁面

中分析結構化資訊，然後按照一定的方式整理

這些資料，並儲存於文件或資料庫中以方便進

行日後分析。然而，傳統的網路爬蟲是使用單

機執行，蒐集資料的速度必須依網路頻寬及演

算法效能而定，且需要建置資料庫、網頁伺服

器等平台；其龐大的資料存取會造成資料庫的

崩潰及當機，不但無法有效率且快速的搜尋資

料，更可能無法精確的找到所需資訊。因此，

本文將建置一個結合雲端運算及爬蟲技術的

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改善上述問題。其架構

說明如章節三所示。 

3. 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 

3.1 架構 

 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其架構如圖二所

示。其主要的第一步驟為進行預抓取網址的初

始設定。再透過第二步驟來判斷此網址之網頁

是否已是最大滲透層，否則就會根據前一滲透

層所收集到的鏈結來下載並收集更多的鏈

結；隨後，第三步驟，將由 Name Node Scheduler
從等待佇列中所取得之網址進行 Map/Reduce
分 散 式 運 算 ； 隨 後 ， 第 四 步 驟 將 會 由

Sub-Scheduler 將 URLs 傳 送 至 Cloud 
Muti-threader downloader 來向網際網路要求所

需的網頁頁面，並解析頁面內所有的超連結。

最後，第五步驟將其所需要的內容擷取下來，

並儲存至 HBase，以進行日後所需的資料比對

及搜尋。然而，本系統進行 MySQL 與 HBase
的效能測試時，會因為 HBase 不能支持條件查

詢，所以會對於俱關聯式的原始資料只用 Row 
key 的方式來查詢。因此，本篇使用 MySQL
搭配 Hadoop 來進行關鍵字搜尋，達到方便且

快速的關聯搜尋。其功能介紹如下所示: 

(1) 雲端之多執行緒/虛擬機器下載器(Cloud 
Muti-threader/Muti-VM downloader)：會根

據所送來的網址向網際網路要求網頁頁

面。 
(2) 最大滲透層(Maximum Permeation)：透過

網頁上所有的鏈結，做為下一個要蒐集的

頁面，而當網路爬蟲下載這些網頁之後，

將會得到更多的鏈結，一層一層直到達到

最大的滲透層極限為止。 
(3) 等待佇列(Queue)：將網頁內的所有超鏈結

存入等待佇列內。 
(4) Name Node Scheduler：負責檔案系統中各

個檔案屬性權限等資訊(metadata)的管理

及儲存，也會自動進行資料的搬遷和複

製。 
(5) Map/Reduce：透過分散式程式設計，將需

運算的資料進行分散式處理以提供整合

的運算能力，進而降低運算時間。 
(6) Sub-Scheduler：將網頁進行分散式運算爬

取後，再放進 Sub-Scheduler 統整，隨後

再傳送到下一步驟進行執行。 
(7) 儲存資料庫(MySQL)：透過雲端運算平

台，可將相關的搜尋資料儲存於 MySQL，
以便日後的搜尋及分析。 

 
圖二、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架構圖 

3.2 專利局網頁 

如圖三所示，本系統是以專利局網頁[24]
為例來進行資料之爬取。主要是因為專利局網

頁會隨時間更新及隨時間而進行變動，對於資

料的爬取上有一定的困難及挑戰性，因此，更

能顯示出分散式爬取的優勢。隨後，本系統將

抓取的網頁資料儲存於 MySQL 中，並將爬取

下來的資料轉化為內部資源，並讓使用者可在

海量資料庫中有效且快速的進行資料搜尋、處

理及分析等應用，其專利局網頁結構如下所

示。 
首先開啟圖三的專利局網頁，點選圖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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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瀏覽來進入分類頁面，再依使用者需求點

選其中一個類別進入到所選類別頁面，最後點

選任一個專利連結，即可開啟此專利的詳細資

料，其詳細結果如圖五及六所示。隨後，下節

將展示本系統實作之步驟。 

 
圖三、中華民國專利局首頁 

 

 
圖四、專利局分類頁面 

 

 
圖五、專利局分類頁面內容 

 
圖六、專利局詳細內容資料 

3.3 爬取實作 

當本系統要爬取資料時，則將預爬取之網

址貼上輸入框，並輸入抓取筆數及選擇類別即

可進行 Map/Reduce 爬取，其畫面如圖七所示。

此外，本系統可以即時顯示每一類別所抓取的

筆數，圖八為顯示系統爬取並計算出所花時間

之畫面。 

 
圖七、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爬取畫面 

 

 
圖八、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爬取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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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料搜尋 

隨後，所爬取之資料都已存到系統的資料

庫中，將可以隨時透過資料搜尋來尋找所需之

專利資料。其步驟如圖九所示，首先進入資料

搜尋頁面後，使用者輸入欲搜尋的關鍵字，再

選擇類別即可進行搜尋；圖十則顯示出搜尋結

果，且此關鍵字會顯示為不同顏色，讓使用者

可以方便確認和辨識。而使用者也可點選任一

搜尋結果的連結來查看該筆資料的詳細內

容；圖十一則顯示該筆資料的詳細內容，可供

使用者參考。 
 

 
圖九、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資料搜尋 

 

 
圖十、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搜尋結果 

 

 
圖十一、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專利內容 

3.5 圖片搜尋 

此外，本系統也可透過圖片搜尋功能來找

尋到自己想要查看的圖片。其步驟如圖十二所

示，首先進入圖片搜尋的頁面，使用者輸入欲搜

尋的關鍵字，再選擇類別即可進行搜尋；圖十

三則顯示與該關鍵字相關的圖片。 

 
圖十二、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圖片搜尋 

 

 
圖十三、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圖片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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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內文比對 

而若搜尋無適合關鍵字，可以利用輸入想

要比對的摘要來透過距離演算法[25]與專利局

進行摘要的比對，便可知道是否有侵犯到他人

的專利。比對的百分比數越高代表與他人的摘

要相似度越高。其步驟如圖十四所示，首先進

入內文比對的頁面，且輸入使用者欲比對的摘

要，再選擇類別即可進行比對；圖十五則顯示

比對結果的百分比，百分比越高表示使用者輸

入的摘要與專利局原始的摘要相似度高，提醒

使用者此摘要需要修改，以免侵權；圖十六為

專利局原始的摘要與使用者輸入的摘要，可讓

使用者比較摘要的內容。 

 
圖十四、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內文比對 

 

 
圖十五、雲端分散式爬蟲系統之內文比對結果 

 
圖十六、摘要比對內容及結果 

3.7 資料統計 

而 在 效 能 的 比 較 上 ， 本 系 統 將 以

Map/Reduce 及運算節點來進行系統效能之評

估。首先，第一種情況為：無虛擬節點 /無
MR(Map/Reduce)；第二種情況為：有虛擬節點

/有 MR；第三種情況為：有虛擬節點/有 MR。
此外，前二種情況將在一般 PC 上進行實作。 

而第三種情況主要是透過俱有較大運算能

力的伺服器來加強運算能力，進行實作比對前

二種情況的不同。 
而根據圖十七，橫軸代表抓取時間，縱軸

代表筆數，我們可以發現有使用 MR 及有虛擬

節點的情況二明顯好於情況一，這是因為我們

透過虛擬節點來執行 Map/Reduce 分散式運

算，可以爬取到更多的資料。此外，情況三的

結果也明顯好於情況二，這是因為透過多個虛

擬節點來執行 Map/Reduce 分散式運算，虛擬

節點越多越可以增加爬取的效能。 
因此，我們系統不但可以提升整體的運算

能力，促使資料搜尋的速度及精準度大幅提

升。並透過強大的分散式儲存能力來因應海量

資料量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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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各伺服器抓取時間比較分析圖 

4. 結論 

本文運用雲端運算平台的 Map/Reduce 分

散式資料處理能力，搭配網路爬蟲的搜尋原

理，可達成以下效益：本系統可透過雲端虛擬

機器應用 Map/Reduce 分散式來快速抓取網站

之資料，不僅加快了網頁蒐集的時間，也使得

系統更容易維護。此外，本系統透過將抓取的

網頁資料儲存於 MySQL 中，將資料轉化為內

部資源，並透過圖文並存方式來讓使用者可在

海量資料庫中有效且快速的進行資料搜尋、資

料處理及分析等應用。 
最後本系統不但可以提升整體的運算能

力，促使資料搜尋的速度及精準度大幅提升。

此外，使用者還可以透過本系統來進行資料爬

取的筆數控制，再透過強大的分散式儲存能力

來因應海量資料量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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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混搭服務網路資源概觀

摘要
開放街圖已出現哪些有用的混搭， 足以

作為 Google Maps 的替代方案? 有哪些 API 

可供開發者使用? 跟全球開放政府、開放資料

的趨勢有何結合的可能性? 本文從 SaaS 與 

PaaS 的角度概覽目前既有的網路資源。

關鍵詞：開放街圖、 自由軟體、 自由文化、 

雲端運算、 開放政府、 開放資料

Abstract
What useful mashups are available 

made  of  OpenStreetMap  and  can  be 

considered  as  Google  Maps 

alternatives?  What  API's  are 

available  to  developers?  Can 

OpenStreetMap be an integral part in 

the current trend of open government 

and open data? This article surveys 

existing resources from the Internet 

from the SaaS and PaaS perspectives.

Keywords:  OpenStreetMap,  Open  Source 

Software,  Free  Culture,  Cloud 

Computing, Open Government, Open Data

1. OSM 簡介

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1] 

可以理解為 「地圖版的維基百科」 -- 它是 

Google Maps 的替代品或競爭對手， 其內容

由網友貢獻。  它所採用的開放資料庫授權條

款 (Open Database License， ODbL) 其精

神類似於 「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但其條文針對資料庫設計得更完備。 是以， 

任何人皆可自由取得 OSM 的原始或衍生資料，

 並加工處理再利用。 後續不論是無償分享或

商業加值均不須再取得任何公司組織的授權，

 只要以相同授權方式[2]再度分享自己修改

過的衍生創作即可。 

OSM 從原本的官網靜態的地圖到桌機版的

離線地圖， 現在已有手機版離線地圖 

osmand[3]。  它一方面提供旅遊者有用的資

訊， 另一方面也為商家或城市帶來多一個行

銷觀光的管道。 特別是從觀光產業的角度來

看， 非常值得推廣。

Google Maps 一方面因為有強大商業力量

的支持， 提供許多地圖查看之外的服務； 

另一方面又因為 (相對於其他傳統地圖的) 

開 放 性 ，  促成了 網 路 上蓬勃的 混 搭 

(mashup) 生態系—也就是一個平臺即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  的例子  。 在 

ProgrammableWeb 上的 Google Maps 混搭數

量長期位居榜首， 近年才被 Facebook 擠到

第二名[4]。 

同樣地， OSM 也有開放的 API 可供程式

設計師混搭。 那麼 PaaS 程式設計師若要採用 

OSM 製作自己的混搭網站， 有哪些資源可以

入門呢? OSM 除了官網之外， 還有哪些衍生

出來的混搭網站可以提供終端使用者各類型

的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呢

 世界各國政府的開放資料 (Open Data) 趨

勢， 跟 OSM 有什麼樣的結合可能性或實作

呢? 本文從雲端運算的 SaaS 與 PaaS 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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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 針對這些問題提供一個概觀性的 

survey。

2. OSM 所衍生的一些軟體即服務 

(SaaS) 混搭

Google Maps 提供註冊使用者 「在地圖上

標記」 的功能。 Share.MapBBcode.org 則供

了 OSM 相對應的功能。 訪客不需註冊， 即

可在地圖上標示點、 折線、 多邊形， 並加上

文字註釋。 地圖存檔之後， 訪客會獲得一個

唯讀的網址， 及一個可再度編修地圖的網址

 例 如 

http://share.mapbbcode.org/pqyqg/gxbbg 

是 筆 者 所 標 示 的 一 張 地 圖 ，  而 

http://share.mapbbcode.org/pqyqg 則是它

的唯讀版網址。 因為沒有帳戶管理， 所以這

兩個網址都是 「見者有份」 -- 只要知道網址

的人， 就可以讀取或參與編修。 任何人皆可

匯出資料 (支援 geojson、 gpx、 kml、 ... 

等等大約十種格式)； 編輯者還可以匯入資

料。

另一個網站 umap.openstreetmap.fr 也

提供類似的功能， 並且具帳號管理機制。 用

戶不需要在 umap 網站上另外建立帳號， 而

可以選用他自己在  OSM、  bitbucket 、 

github、 twitter 等處既有的帳號， 作為 

3-legged OAuth 機制的身份認證， 來存取 

umap 上面的資源。 Umap 除了點線面的編輯

功能外， 並提供豐富的設定選項， 包含圖

層及權限控管 (是否公開供大眾閱覽? 允許

誰編輯?) 等等。 用戶所編輯的每個地圖有一

個 獨 特 的 網 址 ，  例 如 

http://umap.openstreetmap.fr/zh-

tw/map/map_24697#15/24.0655/120.7123  。 

但這些編輯過的地圖並不限於在該站使用 -- 

umap 提供 iframe 語法讓用戶將自製地圖嵌

入其他網頁， 又支援資料匯入匯出， 包含 

geojson、 gpx、 kml 等等格式。 (匯出選項藏

在左側 「分享」 對話框當中。) 

Google Maps 提供上傳相片的功能。 如果

要以 OSM 為底圖來製作類似的相片地圖， 

則可將相片上傳至 OpenStreetView.org。 但

本站並沒有採用帳號、 甚至沒有採用網址的

方式來過濾相片。 也就是說全世界上傳的相

片都在同一張圖上； 它無法分別呈現個人、

客製化的相片地圖。

從地圖 SaaS 用戶的觀點來看， umap 的

實用性很高。 筆者曾有多次用 Google Maps 

規畫旅遊行程的經驗， 以個人主觀經驗來說

 umap 的操作介面甚至可能比 Google Maps 

更簡單直覺。 從分散隱私風險的角度來說， 

個人私密地圖放在 umap 也比全部託付給 

Google 要更安心。 至於機關行號團體舉辦公

開活動時如果需要自行編輯地圖、 由一人或

多人共同編寫非長久性的資料， 不需要任何

帳號的 mapbbcode 似乎是最簡單方便的選擇。

 (如果是長久性的資料， 最理想的當然就直

接貢獻到 OSM 官網以利公眾使用。 umap 介

面上有一個按鈕可以把編輯者帶到 iD 

editor。) 至於相片地圖， 目前 OSM 上面並

沒有足以與 Google Maps 競爭的應用出現。

3. OSM 及其所衍生的一些平臺即

服務 (PaaS) API

如果說 SaaS 是現成的熟食, 那麼 PaaS 

就是尚未料理的生食。 從快捷、 降低成本的

角度來看， 如果可以採用現成的 (免費或付

費) SaaS 來解決眼前的問題， 沒有必要繞

遠路採用 PaaS [5] 。 然而地圖應用的領域，

 因為存在豐富的在地變化及時間相依性 (例

如某都市的市公車行駛資訊、 公用腳踏車租

借資訊、 所有行動咖胖卡的位置等等)， 較

難找到適用於全球的現成通用 SaaS， 所以

似乎比較有機會需要訴諸 PaaS。

事實上 OSM 的網址本身就提供了一個意

料之外的 RESTful API 可能性 [6]。 例如 

http://www.openstreetmap.org/#map=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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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120.6860 這個網址在瀏覽器上面顯示

臺中火車站 附近街 道 圖；  但 如果 用 

cutycapt 

--url='http://www.openstreetmap.org/#ma

p=15/24.1380/120.6860' --out=1.png 指令

即可產生一張圖檔。 或是 (採用 Google 

Maps) ：  cutycapt 

--url='https://www.google.com.tw/maps/@

24.1380,120.6860,15z' --out=2.png  也有

類似的效果。 想像在 shell script 當中穿

插這樣的指令， 這就構成了一個 RESTful 

的遠端呼叫， 也就是最精簡、 可攜性最高的 

PaaS。 當然， 這並不是正確使用 OSM (或 

Google Maps) PaaS 的方式： 所產生的圖檔

必須截頭去尾， 而且 OSM 官網所推薦的， 

也不是這個方式， 而是透過正式的 API。

MetaCarta  公司以  javascript  開發 

OpenLayers 並於 2006 年以開放授權釋出。 

它讓開發者可以將地圖內嵌至網頁。 網頁開

發者不需要再分別學習  Google Maps  及 

Bing Maps 的 API， 只要透過 OpenLayers 

單一窗口即可取得甚至疊合不同來源的底圖。 

這樣的開放 API 跟 OSM 當然是天作之合， 

同時也替多元圖資選用策略未來的自動化指

出了一個較省力的方向 [7][8]。 採用 OSM + 

OpenLayers 開發地圖應用， 較諸 Google 

Maps + Google Maps API， 前者的門檻低很

多。 一來， 它不需要取得開發者金鑰， 二

來， 採用前者的程式碼似乎可以更短 [9]。 

我國內政部所開發的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

圖服務系統」 底層所採用的函式庫即是 

OpenLayers； OpenLayers 也已被整合進高

市佔率的 Drupal 內容管理系統 [10]。

比  OpenLayers API  更精簡的，  是 

leaflet API。 這也是一個以自由授權釋出的 

javascript 函式庫。 它強調簡單、 高效能、 

高可用性， 善用了 html5 與 css3 的功能，

 所以大小僅 33K， 但並未犧牲舊版瀏覽器，

 甚至連行動裝置也能支援。 當然它也犧牲了

一些功能 -- 例如筆者以 leaflet API 撰寫 

g0v 專案 tcbus 臺中市公車路線圖時發現： 

目前的版本無法從圖上移除圖示 [11][12]。

雖然 leaflet 尚未成熟， 卻已經有人拿

它來開發更高階的函式庫。 上一節所介紹的 

share.MapBBcode.org 其實是 MapBBcode 計

畫的示範。 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讓腳踏車社

群、 登山社群等等這些 「討論內容經常提及

地理位置」 的社群能夠在網路論壇上把討論

的內容置於地圖上。 目前已支援 phpBB、 

FUDforum、 FunBB、 FluxBB 等等論壇軟體。 

4.結語

單就使用便利性或實用價值而言， OSM 

與 Google Maps 各有優劣。 Google 地圖所

整合起來的功能， 在 OSM 社群裡， 散落在

許多不同的網站。 另一方面， 筆者在歐洲旅

遊找廁所時， 特別感受到離線版 OSM 的優

越性。

然而從宏觀的視野及長遠的眼光來看， 

選擇地圖技術解決方案時， 比技術優劣更重

要的， 可能是隱私、 自主權、 運作模式等等

非技術因素。 Edward Snowden 爆料美國國安

局的全球監聽、 北京政府入侵西藏人手機、 

微軟 docx 專利檔案格式阻礙數位遺產的保

存、 維基百科修正錯誤的速度遠快於大英百

科、 ... 近年來許多事件一再地顯示： 開放

透明及公民參與的自由軟體/自由文化社群運

作模式， 可能是解決今日許多社會問題的必

要條件之一。 技術物裡面從來就藏有很多政

治意義。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開放資料成為一個國際

趨勢。 阿姆斯特丹、 巴塞隆納、 赫爾辛基、 

伊斯坦堡、 拉米亞、 里斯本、 曼徹斯特、 羅

馬等八個歐洲城市更成立了一個 CitySDK 計

畫， 將城市內的各種服務資訊的介面統整成

為共通的 API， 以利開發者 「寫一支程式、 

適用於所有城市」 [13]。 而 OSM 當然也就成

為 CitySDK 計畫當中重要的一環 [14]。 長

遠看來， 這有利於參與城市的基礎建設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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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共享， 並有助於行銷觀光推展。 試想： 

如果在臺灣旅遊， 臺北臺中高雄各有自己的

腳踏車租用 apps、 各有自己的公車查詢 

apps； 但是在歐洲旅遊， 卻是一支公共運

輸 app 走遍全歐陸， 那麼撇開其他遊遊因

素不看， 何者更友善遊客、 更有吸引力呢?

有鑑於是，OpenStreetMap 值得臺灣資訊

科技學術社群更多的關注。

* 本文接受科技部補助： MOST-103-2221-E-492-028 

「建置開放資料之雲端環境: 台灣開放街景平台與技術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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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WiMAX、LTE等中長程第四代無線

接取技術的崛起，無線行動網路最大的訴求在

於隨時、隨地上網，而在不同網域間遊走之際，

仍能持續享有進行中的服務日益受到重視。以

往相關研究均著重於客戶端的平順交遞程序。

本研究提出一個全新的服務架構概念 – 服

務遷徙。當用戶端逐漸遠離原伺服器時，透過

系統容量、網路延遲、網路頻寬等要素，將服

務程序遷徙至與用戶最為近接的伺服器上，進

而提升無線行動網路的服務效能。藉此，使得

個別用戶可享有更好的服務品質，整體網路亦

可獲益於較佳的網路使用效率。 

關鍵字：無線行動網路, 服務遷徙, 服務品質 

1. 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的興起，網路已經成為人類

遞送資訊的主要途徑，其中數位化資訊的遞送

服務，包括全球資訊網、檔案傳輸、多媒體傳

播等。因此可以預期大規模遞送服務技術的發

展對網際網路的演變有著重大的影響。傳統上，

在客戶端及伺服器端服務架構上，伺服器隨時

待機以等待客戶端的請求，這種模式簡單、有

效，並被視為標準方法且行之多年。然而，由

於服務規模日益增大，單一伺服器必將成為潛

在地服務效能瓶頸。 

在現有的文獻探討了許多行動用戶與基

地台之間的相關議題，然而，在基地台與伺服

端之間的議題仍探討不多。當一個行動用戶使

用串流多媒體影音時，若行動用戶位置距離伺

服器較近，可能只要經過幾個基地台即可得到

該多媒體音服務，然而，隨著行動用戶逐漸遠

離伺服器位置，正在使用的多媒體服務也必須

要透過更多基地台傳遞才能到達該行動用戶

的行動裝置上，可想而知，網路延遲將會因為

距離越遠而不斷增加，進一步造 

成頻寬持續占用，以至網路服務品質不斷下 

降。 

本研究提出一個方法 服務遷徙，該方法

考量在不同領域中部署的大量伺服器，並引

導用戶端使用最近的伺服器，而選擇伺服器

的將由頻寬、延遲、伺服器容量等因素，使原

先提供行動用戶端之多媒體服務的伺服器，

改由距離位置較近之伺服器提供服務。在理

想的狀態下，各個行動用戶都會連接到離他

們較近的伺服器上，如此一來，即可讓用戶得

到較好的網路服務品質，並提升網路整體環

境避免頻寬的浪費。 

2. 相關研究 

2.1 無線行動網路的行動支援 

行動支援協定Mobile IP v4 (MIPv4) [1]的

問世，反映了使用者對於行動性支援的渴求。

當一個行動節點進入一個非本地網域，期間會

歷經認證、位址產生、重複位置檢測等程序，

並獲得一個臨時性的轉交位址。而行動節點會

將轉交位址回報予本地代理器，爾後，本地代

理器將數據封包封裝後轉發給外地代理器，透

過行動IP的轉交通道(Tunneling)技術，便能夠

在不知行動節點實際位置的情況下，透過外地

理器與行動節點取得聯繫。下一世代的行動IP 

協定 – Mobile IPv6 (MIPv6) [2] 內建了更豐富

的行動性支援。它提供了路由路線優化(Route 

Optimization)，並把外地代理器的功能融入存

取點(Access Point)中。此外，MIPv6 更享有

IPv6 的種種優勢，諸如更大的位置空間以及

無需狀態資訊的位址自動配置等。 

諸多方案均致力於追求快速、無縫的交遞，

例如FMIPv6 [3]和階層式行動IPv6 [4]。然而在

這些做法中，當一個行動節點在接收伺服器的

內容時，漫遊與交遞可能會導致近接伺服器的

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擬的服務遷徙架

構將會試圖找出一個新的近接伺服器，並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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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行中的服務遷移到新的伺服器上。 

2.2 內容分送系統 

內容傳送服務需求的巨幅成長激勵了大規

模 內 容 分 佈 系 統 (Large-Scale Content 

Distribution System)的發展和進化[5]。在此類系

統中，必須在不同網域中佈建具有相同資料內

容的伺服器，以為分散各地用戶端提供服務。

如何引導客戶端到最近的伺服器是影響系統

運作效能的關鍵因素。有兩種常見的調度方法：

(1)入口節點(Portal Node)調度，透過入口節點

調度，使其能夠充分掌握管轄區域下各伺服器

的系統狀態與容量。一旦有新的請求傳入，入

口節點可以根據網路加權距離或是各個伺服

器的負載資訊，做出正確的調度決策。(2)網域

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DNS)的技術，

採行DNS技術可將同一網域名稱就不同的區

域對應到不同的IP 位址，以達到分流的效果。

後來有了更進一步改良的DNS 技術，稱之為

動態DNS (Dynamic DNS) [7]，其基本概念是根

據系統負載的變化動態地重新設定DNS 對應

表。前述兩項方法都能獲致預期的效能改善。

然而，上述作法皆為一開始就選定特定伺服器，

並都沒有考慮到客戶端的移動性以及伴隨而

來的拓蹼結構變化。於此，為了反映行動網路

所衍生的拓璞與近接性變化，讓一個新的近接

伺服器來接管服務，應該是一個更好的策略。 

2.3 程序遷徙 

為了達到負載平衡的目的，程序遷徙[6]將

一個執行中的程式從一個系統遷徙到另一個

系統。程序遷徙通常包含三個步驟：暫時停止

執行中的程式，把程式的狀態資訊傳送到另一

個系統，並且在新系統中恢復該程式之執行。

需要傳送的狀態資訊包括程式控制區塊

(Process Control Block)和程序鏡像 (Process 

Image)。程序鏡像的傳送是遷徙延遲的主要因

素，另一個耗時的作業是資料檔的傳送。因此

網路連線遷徙是個與程序遷徙密切相關的重

要議題由於與程序相關聯的連線也應該隨同

程序本身來遷徙，使得遷徙之後，程式得以持

續進行中的網路服務。可以預料得到，在遷徙

過程中，持續的資料流會有某種程度的停滯或

甚至失去連線。因此一個好的遷徙機制應該盡

其所能降低這些負面效應。UserDatagram 

Protocol (UDP)與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CP)是網路傳輸層最重要的兩個協定。連線

遷徙的問題對於UDP影響較小，因為每個封包

都是獨立的。而TCP則以傳送序號、回應序號、

擁塞窗口等，使得以可靠性著稱，但連線遷移

對於TCP確有諸多的挑戰。透過近年來的不少

類似的文獻也有助於我們所擬服務遷徙概念

的實現： 

(1) TCP Connection Endpoint Migration  [8] 

(2) Socket Shifting  [9] 

(3) MIGSOCK  [10] 

(4) Mockets  [11] 

3. 系統情境與流程 

3.1 系統情境 

在802.16網路環境中，當用戶透過行動裝

置進行多媒體服務時會與最近的伺服器進行

連線，倘若，行動用戶不斷地遠離原先伺服器

的位置，因為距離所造成的網路延遲時間將會

越來越嚴重。因此透過本研究提出的服務遷徙

的概念，將與行動用戶連接的原伺服器改由當

前距離較近的新伺服器提供服務。透過此概念，

因為距離所導致的延遲時間將可以大幅減少，

並透過伺服器交遞的方式釋放原伺服器的頻

寬。如此一來，交遞至新伺服器的行動用戶以

及未來與原伺服器連接的下一位行動用戶，都

可以持續享有最好的網路頻寬，如圖一(a)、圖

一(b)、圖一(c)。 

 

圖一 系統情境圖 

3.2 近接管理模組 

當網路拓樸發生變化或是行動節點的移

動，均可能導致行動用戶端與伺服器值之間近

接性的改變，而近接管理模組即是偵測當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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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時，並試圖找出具有最小網路加權距

離的新伺服器。網路加權距離是一個概括性的

統稱，其概括各項影響服務品質的各種因素，

在此本研究考量伺服器、頻寬、延遲等因素。 

在我們所設計的服務架構下，一旦偵測出

近接性變化，則考慮將進行中的服務程式從遠

方的原伺服器，遷徙到新伺服器。造成近接性

的變化有兩個典型的因素，其一是網路拓樸的

改變，其二是客戶的移動所導致。針對這兩項

因素，我們透過下列不同的偵測方式： 

網路拓樸改變：網路拓樸的架構將隨系統

重設或是錯誤回復而隨時改變，因此原本

進接的伺服器將不再是網路加權最小距

離。透過觀察封包往返時間或是封包路由

跳接數的變化作為我們判斷的依據。 

行動用戶移動性：行動用戶移動所造成的

近接變化，我們可以透過行動IP協定本身

即可判斷接取網域的變化，一旦獲取新的

轉交為值，我們即可偵測出行動用戶的移

動，因此便可啟動尋找近接伺服器機制。 

3.3 遷徙決策模組 

在遷移決策方面有兩種典型的作法，網路

環境支援任意點播，以及透過內容分送系統中

的入口節點等。前者根據路由距離的遠近作為

遷徙的考量，而後者雖然可以透過入口節點得

到可存取的伺服器列表，與各伺服器的附載資

訊，但卻無法確實掌握行動用戶到各伺服器之

頻寬資訊。為了讓系統有更高的彈性與一般性，

本研究的服務遷徙架構將考量，網路頻寬、傳

輸延遲、伺服器能量等，作為我們是否進行遷

徙的參考依據。 

透過量測行動用戶，以及各伺服器的網路

頻寬與傳輸延遲，理應選擇其較小者。伺服器

能量在於考量，各伺服器自身的系統容量與現

行負荷。 假使新伺服器自身負荷已趨近過載

邊緣，我們則會選擇延用舊伺服器。 

3.4 服務遷徙 

本研究所提出的服務遷徙概念，將透過近

接管理模組，告知伺服器未來是否可能會有哪

些行動用戶服務會與自身連接。遷徙決策模組

將透過行動無線網路環境的變化，包含，各伺

服器負載程度、網路頻寬、網路延遲等因素決

定是否啟動服務遷徙的功能。當決定要進行服

務遷徙，遷徙決策模組便會通知新舊兩伺服器

進入服務遷徙模式，將行動用戶正在使用的服

務，從舊伺服器交遞給新伺服器，以持續提供

行動用戶較佳的網路服務品質。 

 

圖二 服務遷徙流程圖 

4. 實驗環境與結果分析 

4.1 實驗環境 

本研究主要透過模擬平台 Network 

Simulator 2.34、802.11模組等工去，實現現實

中行動用戶連接至伺服器的環境，如圖三。 

圖三 網路拓樸 

為了模擬出真實環境，我們將各伺服器與

一個節點先行做連接，這兩個有線節點，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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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節點，即為實現中的網際網路。兩個雲端

節點彼此也存在著一條有線鏈結，我們將透過

限制此鏈結的頻寬大小，實際模擬出現實中行

動無線網路環境，隨著經過路由器越多所造成

的網路影響。接著兩個基地台將與雲端節點連

接，作為取得伺服器資料的路徑。行動用戶將

先與較近的基地台連接，並透過本研究所提出

的服務遷徙概念，於適當的時機做伺服器交遞。

最後將依據結果分析本研究所提出之服務遷

徙對整體網路的影響。 

 

圖四 模擬器之拓樸圖 

首先，行動用戶會先與最近的基地台進行

連接，基地台理應自動選擇最短路徑，並透過

伺服器取得行動用戶所需的多媒體服務資料。 

 

圖五 行動用戶初始連線模擬圖 

隨著行動用戶位置不斷移動而遠離原連

接的基地台，並進入下一個基地台的服務範圍

內。基地台之間便會進入換手程序，以便繼續

提供行動用戶服務。待基地台之間的換手程序

完成後，在沒有服務遷徙的架構下新基地台仍

會繼續要求，初始連線之伺服器提供行動用戶

所使用的多媒體資料。 

 

圖六 無服務遷徙之模擬圖 

基地台間換手機制將造成部分的網路延

遲，在新基地台與原伺服器之間，連接路徑之

各路由器也必須同時負責轉發其他行動用戶

封包。因此在沒有仰賴服務遷徙機制，與新基

地台和原伺服器距離過遠的情況下，將會造成

網路延遲。隨著網路延遲時間不斷增加，行動

用戶將會明顯的感受到網路品質下降，而這並

非我們所希望的。 

此刻，若能透過服務遷徙機制中，近接管

理模組偵測行動用戶位置，適時地告訴基地台，

行動用戶是否有機會與自身連接。遷徙決策模

組則會透過量測各伺服器與鏈路的參數，如自

身附載、額定附載、鏈路頻寬、網路延遲等，

並於行動用戶與基地台進行連接後，可以直接

從狀態最好的伺服器取得行動用戶所需的的

資料。 

 

圖七 服務遷徙後之模擬圖 

4.2 結果分析 

在無線行動網路中隨著基地台換手程序

完成，行動用戶與原伺服器間的鏈結延遲，會

因為基地台與伺服器距離增加而更加嚴重。透

過無服務遷徙數據圖可以發現，起初鏈結延遲

約略在0.04(s)做小幅度的增減。封包編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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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1區間會進入基地台換手程序，在此鏈結

延遲會大幅增加。隨著基地台間的換手程序完

成，鏈結延遲則會稍微下降。爾後，新基地台

則會與原伺服器連接，0.051(s)，並持續在此做

小幅度增減。 

 

圖八 無服務遷徙數據圖 

根據實驗二的延遲服務遷徙數據圖，雖然

實驗二有進行服務遷徙的程序，但仍因決策模

組設計不當，因此仍會對服務品質造成一定的

影響。 

 

圖九 延遲服務遷徙數據圖 

透過觀察實驗三之服務遷徙數據圖可以

明確地發現，將新基地台與距離最近的伺服器

做連接，的確可以將網路延遲時間，並維持與

連接原伺服器時相同的網路延遲時間，甚至更

好。 

 

圖十 服務遷徙數據圖 

最後，比較各實驗數據圖發現，透過本研

究所提出的服務遷徙架構，對於無線網路環境

中的延遲有很大的改善。接下來，相較於實驗

二與實驗三更可以發現，決策模組的重要性。

決策模組判斷進行遷徙的時間點，連帶決定服

務遷徙的機制對改善無線網路的環境幅度有

多少。不可避免的，換手過程中仍會使網路的

延遲時間小幅度增加，但我們認為換手機制所

造成的網路延遲，對於行動用戶並不會造成嚴

重的影響，這也是本研究所提出的服務遷徙機

制所追求的最終目標。 

 

圖十一 實驗數據綜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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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簡述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現況

及其發展歷程，驗證自由軟體由使用者自行

發展的成功案例。

In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of Koha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Verify the success stories by the 

librarians who use  Koha.

關鍵詞：自由軟體,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Koha, 圖書館員, 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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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Librarian, Public library.

前言

「自己」指的是圖書館員。「圖書館」係

指，蒐集、整理、保存及製作圖書資訊，以

服務公眾或特定對象之設施」[1]。「管」的

對象，指的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ILS)。

電腦問世前，圖書館以人工方式管理其館

藏與讀者，當時的管理工具無法實現採訪、

編目、典藏、閱覽、流通等服務理論，祗好

因陋就簡，勉強渡日。

1970年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問世，把

管理圖書館的方式推向新境界。當時的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以轉鑰系統(Turnkey System)

為主，祗能處理既定的作業，圖書館無力開

發客製化的系統，圖書館被迫遵行廠商的規

範，更改工作流程適應系統。

直到21世紀初，採取自由軟體概念設計

的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問世，不但公開原

始碼，而且容許圖書館「自由運行、複製、

發佈、學習、修改及改良」它們，讓圖書館

及其他人擁有這些權利。」 [2]

Koha將自由軟體型態的授權條款置於軟

體內，使用者不必取得著作所有權人的書面

授權，軟體本身即包括其公共授權許可證，

把「自由運行、複製、發佈、學習、修改及

改良」的權利授予不特定的人士。

圖書館/廠商或其他人行使該等權利後，

不必支付軟體授權費。吸引圖書館採用，在

社群共同的參與下，強化其品質與功能。

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的功能與目標應該是：

• 促進社區全體的終身學習

• 提供館藏與參考服務滿足社區全體的

資訊需求

• 強化與發展專題內容供個人的正式教

育使用

• 鼓勵使用館藏與服務做為休閒之用

• 支援社群與機構的教育、公民與文化

活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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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是地方的資訊中心, 備有各種

知識及資訊供讀者取用。 

公共圖書館提供無私的服務, 不因年齡、

種族、性別、信仰、國籍、語文及社會地位

而有差異。少數民族、身心障礙人士、住院

病患、在監人士等, 有事實上的困難, 無法

利用常態性的服務及資料時, 公共圖書館應

針對他們的需求, 提供特別服務。 

各種年齡層的人都應該可以找到所需的相

關資料, 館藏和服務在涵蓋各種媒體及現代

科技之時, 應兼顧傳統的資料; 尤其要重視

品質, 不能忽視地方的需求與特性。資料的

內容必須反應當前的潮流及社會變遷, 包括

人類努力的記錄及想像未來的雄心。[5]

國家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 、中小學

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等其他類型圖書館，各

有服務的社群，亦可參酌公共圖書館功能與

目標，適用於各自的圖書館。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應該是客製化的產品，

才能夠滿足以上的功能與目標。興起於1980

年代的自由軟體，經過 1990年的推廣，於

2000年進入圖書館市場，2010年開始普及於

世界各地。

Koha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採用自由軟體授權的整合式圖書館管理系

統甚多： 

1. Koha 

2. Emilda 

3. Evergreen 

4. Fedora Commons 

5. Greenstone 

6. Kete 

7. Kuali OLE, 

http://www.kuali.org/ole 

8. NewGenLib 

9. OpenBiblio 

10.PMB 

11.PhpMyLibrary 

12.Vufind 

Koha祗是其中之一。不過，Koha是第一

個採用 GNU通用公共授權條款(GNU GPL)的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即俗稱的自由軟體。2000

年元月3日，於紐西蘭赫羅范努瓦圖書館

(Horowhenua Library Trust, HLT)正式啟用。

它是全功能的軟體，分為讀者及館員兩個介

面，客製化搜尋、流通及讀者管理、整合

Z39.50的編目模組、採錄系統(含預算及銷

帳)、 適用多種規模的圖書館(分館數、讀者

數、讀者類型、館藏數、館藏類型、借期、

借量等)、期刊系統、個人虛擬書架等。

全球各地都有使用者,各種類型及規模的

圖書館、志工、公司行號等組成的Koha社群

參與發展,持續擴允其功能,以滿足使用者的

需求。

Koha沿革

1999年 9月，卡提朴公司(Katipo 

Communications)接受赫羅范努瓦圖書館的委

託，在 GNU通用公共授權條款(GNU GPL)下開

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Koha的開發工具也是

採用 GNU通用公共授權條款或其他授權條款的

自由軟體，包括：Linux、MySQL、 

Perl、Apache 等，赫羅范努瓦圖書館不必承

擔任何授權費，就可以委託卡提朴公司。完

成的Koha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供其他圖書館自

由使用，不需軟體授權費用，也不必付費給

卡提朴公司與赫羅范努瓦圖書館。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 2000年元月3日，

赫羅范努瓦圖書館正式採用Koha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12月 16日，與卡提朴公司沒有關係

的 Glen Stewart，獻出第一個補丁。2001年

元月6日，Steve Tonnesen成為第五個提供

程式的人，前面四位都是卡提朴公司的受薪

員工，Koha正式成為社群支持的自由軟體。

根據 Koha官網的紀錄，至 2004年底，共有

252個人曾為Koha撰寫程式。分別來自法國、

德國、美國、澳洲、紐西蘭、葡萄牙、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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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荷蘭、西班牙等10個國家 19家公司參

與Koha的發展。

在Steve Tonessen的引介下，2001年 8

月 15日，加拿大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5

所學校採用Koha，紐西蘭之外，第一個使用

Koha的圖書館。2003年元月 12日，Benedict

完成波蘭文的翻譯。Koha跨出紐西蘭，成為

國際性的軟體。

2002年 6月 28日，Koha官網出現第一個

向圖書館收取服務費的公司。Koha社群開始

向圖書館提供有償服務。

2003年7月 17日，美國水牛大學

(University of Buffalo)採用Koha做為圖書

資訊學門的教學工具。

2006年元月 27日，第一份繁體文件出現，

Koha 2.2 使用手冊，由輔仁大學毛慶禎翻譯

自英文。同年12月 19日，開始翻譯 Koha介

面為中文，直到2014年，才與Koha 3.16同

步。

2007年 3月 31日，卡提朴公司把Koha部

門賣給美國 Liblime公司，種下商標與網域名

稱爭議的伏筆。

http://katipo.co.nz/about-

us/news/nr1175402768.shtml

經過三年的討論、研商，甚至咒罵，到了

2010年 2月 2日，Koha社群承認 GNU通用公

共授權條款第二版的法律效力，Liblime公司

隱藏修改後的程式完全合法。於是採用新的

網域名稱 http://koha-community.org，建

置新的伺服器，將公開的程式碼及其他文件

納入。次年，在紐西蘭、歐盟贏得商標權訴

訟，但是Koha在美國已是Liblime公司的商

標。[6]

Koha 現況

2015年2月時，Koha 最新的版本為 

2015年2月 22日釋出的 3.18.4，同時繼續維

護另兩個版本：

• Koha 3.16.7， 2015年元月 24日

釋出

• Koha 3.14.13， 2015年元月 23

日釋出[7]

Koha官網自述其特色為：

• 全功能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Full-

featured ILS)

適用於全球所有類型各種規模的圖書

館。Koha是企業級的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功能完整並可選擇使用基礎或

進階功能。Koha包括採訪、流通、

編目、期刊管理、權威控制、客製化

報表、列印書標、多種通知格式、離

線流通及其他。Koha可設定供圖書

館聯盟、總館分館系統、單一圖書館

等場合使用。

• 多語系與可翻譯(Multilingual and 

translatable)

翻譯進度超過 50％ 的語系，包括漢

語(臺灣)在內，共有23個，並且持

續增加中：阿拉伯語、德語、漢語

(臺灣)、德語(瑞士)、亞美尼亞語、

斯洛伐克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

土耳其語、葡萄牙語、捷克語、英語

(紐西蘭)、法語、漢語(中國)、越南

語、葡萄牙語(巴西)、法語(加拿大)、

丹麥語、瑞典語、波蘭語、庫德語、

書面挪威語、現代希臘語

(1453-    )。

• 全文檢索(Full text searching)

Koha採用 RDBMS以及外部搜尋引擎，

提供真正可延展的檢索能力。擷取

Amazon、Google、LibraryThing、

Open Library與 Syndetics等外部資

料庫的內容。

• 採用圖書館標準(Library Standards 

Compliant)。 

Koha建立在 MARC 21、UNIMARC、

Z39.50、SRU/SW、SIP2、SIP/NCIP

等圖書館標準與協定上，確保與其他

系統和科技的互動，支援現有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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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具。

• 網頁介面(Web-based Interfaces)。 

Koha的線上公用目錄、流通、行政

管理、自助借出等介面，都是網頁型

態，以標準的全球資訊網技術為底：

XHTML、CSS、Javascript。Koha是

跨平台的解決方案，開啟瀏覽器，就

能使用它。

• 自由軟體/開放源碼(Free Software / 

Open Source)。 

Koha 的授權，採用 GNU通用公共授

權條款第二版。相關的作業系統、架

站軟體、資料庫、程式語文，都是自

由軟體或開放源碼相容的授權。 

• 不被廠商束縛(No Vendor Lock-in)。 

自由軟體的承諾中，這是最重要的。

圖書館可以自由地安裝/使用/設定 

Koha，或向任何廠商付費取得服務。

圖書館可以隨時解約，將書目資料、

讀者資料及歷史記錄匯出，另覓廠商

或軟體。

自己管理

Koha的著作權屬於Koha社群所有，並以

GNU通用公共授權條款方式，授權給社會大眾。

Koha伺服器採用自由軟體式的授權：

1. Perl解譯器版本：5.014002 ，採用

Artistic License或 GNU通用公共授

權條款

2. MySQL版本：mysql Ver 14.14 

Distrib 5.5.41 ，採用 GNU通用公共

授權條款

3. Apache版本：Server version: 

Apache/2.2.22 ，Apache License

4. Zebra版本：Zebra 2.0.44，SHA1 ID: 

419ad759807269fdfa379799a051ed3a5

51c6541，採用 GNU通用公共授權條款

Koha還使用自由軟體式授權的其他物件：

1. jQuery 與 jQueryUI 的授權方式是 

MIT license 

2. Bootstrap 代碼與 Glyphicons Free 

授權方式是 Apache License v2.0. 

3. YUI 的授權方式是 BSD License 

4. Famfamfam圖示集取自FamFamFam網站 

http://www.famfamfam.com/lab/icon

s/silk/ ，授權方式是創用 CC姓名標

示 2.5 

5. Bridge資料類型圖示集取自 Bridge 

Material Type Icons Project 

http://apps.carleton.edu/campus/l

ibrary/bridge_icons/，授權方式為 

創用 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2.5。製作者是 Bridge Consortium of 

Carleton College 與 St. Olaf 

College。 

6. The Noun Project圖示來自 The Noun 

Project Collection 

http://thenounproject.com/，各模

組的製作者分別是流通("fair-

trade")符號Edward Boatman；讀者

("children's library")符號Edward 

Boatman、Saul Tannenbaum、Stephen 

Kennedy、Nikki Snow、Brooke 

Hamilton；搜尋("magnifying 

glass")符號 Philipp Suess；虛擬書

架("folder")符號 Jack 

Biesek、Gladys Brenner、Margaret 

Faye、Healther Merrifield、Kate 

Keating、Wendy Olmstead、Todd 

Pierce、Jamie Cowgill、Jim 

Bolek；指定參考書("stack of 

books")符號 Jeremy J. Bristol；編

目("price tag")符號Noun 

Project；權威紀錄("link")符號

Matthew Exton；期刊管理

("newspaper")符號 John Caserta；採

訪("present")符號 David Goodger；

報表("pie chart")符號 Scott 

Lewis；管理("gears")符號 Jer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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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ick；工具("wrench")符號

National Park Service

7. jQuery Star Rating Plugin v3.14 

製作者是Fyneworks.com，授權方式是 

MIT License 與 GNU 通用公共授權條

款。

8. jQuery insertAtCaret外掛程式v1.0 

由 phpMyAdmin發展團體按照 GNU通用

公共授權條款

9. jQuery 樹表外掛 3.1.0 

http://ludo.cubicphuse.nl/jquery-

treetable/，以 MIT授權被Ludo van 

den Boom釋出 

10.OpenJS 鍵盤熱鍵程式庫 

http://www.openjs.com/scripts/eve

nts/keyboard_shortcuts/，製作者是

Binny V.A.採用 BSD授權條款。 

11.jquery.dataTables.grouping.js 

https://code.google.com/p/jquery-

datatables-row-grouping/，採取 

BSD 與通用公共授權條款第二版。 

Koha的版本控制，採用 GNU通用公共授

權條款第二版授權的 Git，http://git.koha-

community.org/。

Koha的錯誤控制，採用 Mozilla Public 

License授權的 Bugzilla，

http://bugs.koha-community.org，該授權

屬於自由軟體的範疇。把錯誤分為兩類：一

般錯誤及與安全有關的錯誤。一般錯誤的部

份依英文字順，分為關於(About)至Z39.50等

45個次類，每個次類都有一位志工管理。

Koha的翻譯，採用 GNU通用公共授權條

款第二版授權的

Pootle，http://translate.koha-

community.org/，把po檔分為介面與手冊兩

個部份。

每個版本各釋出都有不同的社群人員參與，

根據 Koha 3.18.4的釋出說明，其釋出團隊的

領頭人包括[8]：

1. 釋出經理：Tomás Cohen Arazi 

<tomascohen@gmail.com，阿根廷> 

2. 文件經理：Nicole C Engard 

<nengard@gmail.com> ，美國

3. 翻譯經理：Bernardo Gonzalez 

Kriegel <bgkriegel@gmail.com> ，

阿根廷

4. 品質保證經理：Katrin Fischer 

<Katrin.Fischer@bsz-bw.de>，德國

5. 包裝經理：Robin Sheat 

<robin@catalyst.net.nz>，紐西蘭

阿根廷國立科爾多瓦大學(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rdoba)贊助此版本的新增功

能項目。

24位個人幫忙撰寫 1至 14條不等的程式，

18個圖書館、公司行號、機關團體製作1至

12條不等的補丁，還有26位個人測試 1至86

款不等的程式。還有 8位個人在品質保證小組

內協助檢視軟體的品質。包括中文(繁體與簡

體)在內，共有23個語系翻譯量超過60%。

2014年 5月，已使用Koha兩年半的紐西

蘭會計師協會(NZ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希望強化Koha顯示館藏封面

的功能，從祗能顯示單一來源的封面，修改

為可以同時顯示多個來源的封面。紐西蘭

Catalyst公司表示需 28人/小時完成該功能。

紐西蘭會計師協會尋求 Koha社群共同分擔此

費用。 

2014年 6月 11日，來自紐西蘭、瑞典、

挪威三國五單位願意參與此功能，包括紐西

蘭會計師協會、瑞典哈蘭圖書館(Region 

Halland libraries, Sweden)、紐西蘭南塔

拉納基區圖書館(South Taranaki District 

Libraries, NZ)、紐西蘭教育協會(NZ 

Education Institute)與挪威的Libriotech

公司。[9]

EBSCO資訊服務是提供圖書館解決方案的

家族公司，2015年2月 11日，EBSCO宣佈與

Koha社群合作，贊助 Koha義大利社群(Koha 

Gruppo Italiano)/羅馬美國大學(American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338 AIT / CEF 2015

http://translate.koha-community.org/
http://translate.koha-community.org/
http://bugs.koha-community.org/


University of Rome)，由長期協助 Koha發展

的 ByWater Solutions(美國)、Catalyst 

IT(紐西蘭)與 Cineca(義大利)執行。提供網

頁型開放源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以下功能： 

• 將Koha的全文搜尋引擎更換為

ElasticSearch 

• 提昇層面的功能性與正確性 

• 強化瀏覽功能(著者、題名、主題、索

書號) 

• MARC對映至 RDF框架，以強化連結至

線上儲存庫的能力 

• 讀取 MARC21以外的元資料計畫能力 

• 改進速度 

• 強化讀者 API近用的功能 

其成果仍保持開放源碼傳統，任何單位均可

使用、修改與再散布它。 當然，前述的功能

也能完全融入EBSCO Discovery Service  ™
(EDS)。[10]

以上的資料指出，Koha是由圖書館員及

社群其他參與共同發展。

願景

根據統計，向官網匯報採用Koha的圖書

館有2,364個，其中包括交通部公路總局圖書

館。[11]

2015年，土耳其文化觀光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要求所轄 1,118個

公共圖書館全數採用Koha，可見其品質及潛

力。[12]

從以上的實例，可見 Koha見證社群為主

體的自由軟體發展歷程，經過 15年的市場考

驗，滿足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用戶持續增加。

付費取得商業服務的圖書館之外，還有更多

的圖書館自行安裝、設定、使用Koha。

因此，Koha可以是自由軟體的成功案例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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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ck環境中植基於動態遷徙之負載平衡機制 

 

摘要 
近年來，虛擬化的技術趨於普遍，如：資

源整合、提高資源使用率、節省成本、綠色效

益以及簡化管理…等，對個人或企業都帶來相

當大的便利性。過去 IT管理人員，經常使用一

台伺服器主機，提供一種服務，但服務需求增

加，伺服器主機量也隨之增加，根據統計調查

伺服器的使用率大約在 15%，造成設備、人力

成本與資源的浪費。現今硬體設備效能的提

升，在硬體設備完善的實體機中，可佈署多台

的虛擬機器，提供管理者便利的管理與提高資

源的使用率與節約電能。本研究以 OpenStack 

的雲端服務平台，提出實現動態遷虛擬機器的

管理方法，主要利用監測實體的 CPU 與記憶

體的使用效能以及評估內部各個虛擬機器的

使用狀況，利用動態的遷移虛擬機器，達到實

體主機節點之間的負載平衡與節能。 

關鍵詞：OpenStack、基礎設施即服務、線上遷

移、虛擬化 

1. 前言 

雲端時代的來臨，其中虛擬化技術是雲端

計算的其中一項重點，虛擬化技術的優點將是

資源整合、提高資源使用率、提高效率、節省

成本、綠色效益以及簡化管理…等，在伺服器

虛擬化技術中，以虛擬化技術來整合伺服器硬

體資源，來提高主機運作時硬體資源的使用

率，也能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有效的動態分配

運算資源，不僅節省空間與電力，對於 IT 的

管理人員來說，更具有簡化軟硬體資源的管

理、高擴充性等優點。在過去，企業或學校的

資訊管理者使用傳統的伺服器時，習慣將一台

伺服器主機來提供一種服務的策略，在安裝與

管理上的便利性；但這樣的方式在服務不斷的

提升下，將需大量的採購伺服器，來建置這些

服務提供使用者需求，而這些大量的伺服器存

放在機房中，伺服器是屬於高耗電量的設備，

一台伺服器的電源供應器耗電大約為 450瓦，

以每度電費為 3元來計算，在整年都不停機的

情況下，電費就必須花費約 1 萬多元，而 20

台伺服器運作下，公司每年必須花費 20 多萬

的電費。一般的機房中，電費的計算分為：IT

設備、空調系統、電源與照明設備，如下圖所

示，IT 設備是最耗電能，在整個 IT 機房的能

耗中占了 51％，其次空調系統占了 33％。詳

細了解 IT設備的各項耗能比，其中耗能比例最

高的是伺服器中的風扇，風扇的比例包含了風

扇的運作、電源轉換器與熱氣的排散，這些加

總起來占伺服器耗電量的 44%，快將近伺服器

耗能的 1/2 比例，其次是處理器 30%的耗能

[1][2]。但根據統計調查，傳統的伺服器架構系

統資源的使用率( 如：CPU、Memory、Disk 等

硬體資源)，大約平均只有 15%~20%的資源利

用率，也就是大約有 80%左右的資源是沒有提

供服務給使用者使用，等於這些硬體資源都是

浪費掉的。 

 

圖 1 IT機房耗能比例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傳統機房中伺服器

的耗能以及伺服器節點之間如何提升硬體資

源使用率與管理，為本論文的課題，因此本研

究提出一個動態遷徙之負載平衡機制來解決

伺服器節點之間資源使用不均以及伺服器閒

置時能動態的關閉主機的方法，可同時改善耗

能和負載平衡的問題。 

本論文分成五個章節，第 1章為前言，主

要介紹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在第 2章探討虛

擬機遷移、資源負載平衡與節能等論文相關研

究方法與分析，探討實體主機與虛擬機器，遷

徙過程中的方法，最後總結上述問題以及解決

方法。第三章研究方法主要說明本論文的研究

方法架構與流程。第四章實驗過程及其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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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第五章結論與未來展望。 

2. 相關文獻探討 

2.1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是一種基於

「網際網路」的新的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服務，使用租賃方式(pay-per-use)

模式，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來提供動態的虛擬

化資源，雲端供應商可以依照租戶對資源的需

求來提供所需的軟、硬體資源，與相關資訊給

租戶的終端設備使用。這樣的租賃模式例如：

公司企業或使用者可以依照各自需求透過網

路裝置來動態存取資源，而網際網路上的資源

包含了「儲存空間、伺服器、網路、應用程式…

等的服務」，客戶端可以快速地得到所需的資

源，而企業中的系統管理者，不再需要定期的

採購軟硬體設備，這樣不僅可以節省管理者的

負擔與企業的軟硬體成本開銷以及節約能

源。雲端供應商快速的佈署環境與提供服務給

租戶使用，因此所有的供應的服務都需要被監

控與統計租賃的金額[3]。而雲端運算不斷的快

速發展，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所

提出的雲端運算的定義：有五大基本特徵( 隨

需求自行配置服務、廣泛的網路裝置存取、共

享虛擬化資源池、快速且有彈性的架構、監控

的量測服務)、四種佈署模式(私有雲、公有雲、

混合雲、社群雲)以及三種服務模式(軟體即服

務、平台即服務、基礎設施即服務)，將雲端運

算定義佈署和服務模式做一些簡單的分類 

[4][5]。 

在雲端三種服務模式中，服務與服務之間

關係可以從用使用者的角度與開發技術的角

度觀去觀看，以使用者的角度來說，認為三種

服務模式是獨立，IaaS 、PaaS 與、SaaS 之間

是屬於服務不同類型的使用者，而 SaaS 是最

多一般使用者會使用的服務，反觀來說，開發

技術的角度，IaaS 的服務為 PaaS 服務的基

礎，而 PaaS 也可以直接建構在實體資源上，

而 PaaS 服務同樣也是 SaaS 的基礎，或者直

接佈署於 IaaS 之上，在雲端服務中最底層是

伺服器，最頂層是使用者，而使用者可以透過

聯網設備來存取各種的服務(軟硬體設備)，可

以節省建置基本設備、採購軟體成本，可以快

速的佈署與擴充環境的建置以及增加使用者

對軟體應用的靈活度等優點，如下圖 2雲端三

種服務模式。 

 

圖 2.雲端三種服務模式 

2.2  OpenStack 

OpenStack 是屬於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 )

的雲端管理平台，由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與 Rackspace 一起合作研發的雲端運

算及儲存計畫，是經過 Apache2.0 授權許可的

Open Source 自由軟體，以 Python的程式語言

撰寫，各企業可以使用這套軟體系統部署各自

的私有雲，可提供公司內部的共享資源的環

境。OpenStack 主要分為三大區塊 Compute、

Networking、Storage的雲端運算管理系統，管理者

透過控制器(Compute Service - Nova)管理所有的節

點與網路等資源，用戶可以透過 WEB 介面

( Dashboard )操作虛擬機(Instance)如圖 3[6]。 

 
圖 3 OpenStack 三大區塊[8] 

本研究目前所使用的 OpenStack 版本為

「Grizzly」，由不同的服務元件所組成，主要

的服務共有 7 個分別是：運算服務 Compute 

Service (Nova)、網路服務 Network (Quantum)、

映像檔管理 Image (Glance)、區塊儲存管理

Block Storage (Cinder)、物件儲存管理 Object 

Storage (Swift) 、 身 分 驗 證 服 務 Identity 

(Keystone)以及提供Web管理介面的Dashboard 

(Horizon)。 

 Compute Service(Nova) 

Nova 為 OpenStack 平台環境中，做為運算的

主要控制也是 OpenStack的核心，是屬於一種

鬆耦合( Loose-Coupling )將網路、儲存等元件

連接並做運算處理的高性能計算系統，控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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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元件之間的存取，管理虛擬環境的服務包

含所有雲計算資源(狀態、分配給哪個節點)、

Instance 的創建、啟動、刪除等生命週期等需

求服務，但 Nova 本身不提供虛擬化的功能，

而是定義一個能驅動既有底層架構的虛擬化

作業系統的機制，且將功能擴展為透過 Web 

API 來進行操作與管理，在 Nova 元件佈署在

許多家廠商平台上如：KVM、Xen、QEMU等

虛擬化平台。 

 Network (Quantum) 

Quantum 為 OpenStack 平台環境中的網路管

理元件，透過 API來管理網路架構系統，提供

網管人員在佈署雲端服務時的便利性以及管

理其他網路服務，支援多個不同廠商的網路技

術，與多種網路相關的 Plug-in 可以隨插即

用，在 2013 年 6 月從「Quantum」改名為

「Neutron」。 

 Image (Glance) 

Glance 為  OpenStack 平台環境中的映像檔

(Image)管理系統，負責提供新的伺服器映像檔

的查詢、存取服務，儲存的映像檔可快速地完

成一台伺服器的佈署，減少時間的耗費，且支

援多種 disk映像檔的格式如：qcow2 、OVF 、

Raw、AMI 、VMDK等。 

 Block Storage (Cinder) 

Cinder 為 OpenStack 平台環境中的區塊儲存

管理服務，提供虛擬機一個儲存的地方，並且

提供快照管理的功能，使用快照功能可以昨為

定時備份系統以及快速地還原到所需的系統

上，減輕使用者的負擔。 

 Object Storage (Swift) 

Swift 元件是屬於高擴展性的分散式儲存平

臺，利用 API 進行存取將大量的資料檔案(影

像、圖片、網路文件、虛擬機快照等)作為備份、

版本控制等用途，藉由分散式的儲存節點將同

樣的資料檔案複製多份檔案並存放在不同的

節點上，來達到容錯的儲存能力，以及防止單

點故障的情形，這樣的服務類似的 Amazon 

AWS S3。 

 Identity (Keystone) 

Keystone 為 OpenStack 平台環境中的身分驗

證服務，提供不同種類的驗證方式做使用者、

租戶(Tenant)、Role 等身分驗證。並授權給使

用者或租戶在 OpenStack 上存取權限服務的

功能，任何服務之間的 system call都必須經過

Keystone的驗證，Keystone 相似輕型目錄訪問

協議(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的中央控管系統，整合 OpenStack 雲服

務的目錄。 

 Dashboard (Horizon) 

Horizon為 OpenStack 平台環境中的Web控制

管理介面服務，提供圖形化的介面，讓使用者

在Web上透過 Openstack API佈署、控制管理、

存取與執行操作大部分的功能在 OpenStack平

台上。 

2.3 虛擬機器遷移技術 

虛擬機器的遷移技術，遷移的模式可分為

兩種分別是：線上遷移( online migration)與離

線遷移( offline migration)，離線遷移在遷移之

前須將虛擬機器做暫停，等待目的端的虛擬機

器建置完成後才能繼續的運作，因此有一段時

間使用者是無法操作虛擬機器；而線上遷移是

在虛擬機器正常運作時做遷移而過程中只有

短暫的停機時間，而使用者幾乎沒有發覺，目

的端也會繼續運作使用者的服務，這樣不停機

遷移的模式下亦稱動態遷移( live migration)，

而在本研究中主要針對 live migration的模式做

探討。 

在 2005 年的一篇論文"Live Migration of 

Virtual Machine"中，以 Xen實行遷移的方法，

探討當虛擬機器遷移到實體主機上時對虛擬

機器的影響較少的方法[7]，在動態遷移虛擬機

器過程中會出現兩種時間分為：停機時間

(downtime )，是指系統在從來源端關閉至目的

端啟動的時間；總遷移時間，是指從來源端開

始遷移虛擬機器至目的端完成遷移的時間。在

Live migration 中記憶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Push、Stop-and-copy、Pull階段)。而動態遷移

過程中最常見的遷移形式為 Pre-copy [8]的方

法，首先先確認來源端、目的端與儲存伺服器

的網路連接正常後，進到迭代 Push階段，在第

一次跌代中會將所有的記憶體 pages 傳送到目

的端，之後的迭代只會傳送有修改過的 dirty 

pages ，經過幾次的迭代，當 dirty pages 改變

量到一定數值後，即停止迭代，進入

Stop-and-copy 階段，停止來源端的虛擬主機運

作，將來源端的虛擬主機上的系統狀態以及剩

餘的 dirty pages傳送到目的端的虛擬機上，這

時是影響 downtime 的時間，之後確認來源端

與目的端上系統的一至性後將來源端的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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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刪除，而目的端的虛擬主機正式運作，即

算完成虛擬機器的遷移。 

2.4 相關研究探討 

目前雲端服務的相關研究，在 2011 年時

Anton Beloglazov 等 人 在 "Energy-aware 

Resource Allocation Heuristics for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Data Centers for Cloud 

Computing"一文是想提升資料中心的實體資

源，透過整合實體主機上層的虛擬機器，而透

過雲端系統架構中加入"Green service allocator 

"一層，此層介於虛擬機器與使用者層之間，主

要便於管理虛擬機器的調度以及使用者提出

的要求。提出了 Power 模式和資源分配的演算

法，在模式中建立耗能與處理器的使用率關

係，而啟發式(heuristics)的演算法以 Power 模

式為基礎，首先使用 Best Fit Decreasing 演算

法來配置新虛擬機器的放置實體主機位置，以

及使用Modified Best Fit Decreasing 演算法排

序虛擬主機當前 CPU 使用率的大小，確認須

遷移的虛擬主機被分配放置的實體主機中來

優化能耗的問題。上述的問題來解決在可以滿

足使用者的 QoS 條件下，以最大限度的改善

資料中心的能源消耗[9]。 

在 2012 年 R. Yamini 等人在 " Power 

Management in Cloud Computing Using Green 

Algorithm "一文，提到雲端服務後端的大型資

料中心會產生大量的電能消耗，為了節約能源

而提出 Task consolidation 的演算法是結合
ECTC (Energy Consolidation and Task 

Consolidation)是依照處理器與耗能的線性關係

做資源的分配並結合  MaxUtil (Maximum 

Utilization)的方法，利用實體主機的剩餘使用

量比例，將資源使用率最少的為任務的第一優

先，將任務指派到此實體主機中執行，以提高

資源的使用率以及達到節能，將資源做整合以

及使資源做到最大限度得利用，藉此將冗餘的

資源做省點模式或將一些閒置的系統做關

閉，長期下來可以減輕過去因為過度配置導致

營運成本負擔，有效達到節省能源[10]。 

在 2012 年中 Bhaskar R. 等人" Dynamic 

allocation method for efficient load balancing in 

virtual machines for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一文中是以Amazon Cloud即時監

控 AWS 資源，依據虛擬機器的負載狀況，提

出了虛擬機器的負載平衡演算法，評估每個虛

擬機器的負荷如 CPU 使用率、記憶體的使用

量、網路的負載或延遲，利用找出每台虛擬機

器中，CPU可使用的週期，並傳送資料到雲的

控制器統一管理以及分配新的任務要求，雲的

控制器透過每台虛擬機上可用資源的方式，來

提高雲端服務中的整體的性能與降低平均的

回應時間[11]。 

根據上述的研究探討中，目前雲端運算在

各種不同的平台在硬體環境(Xen, VMWare等 )

或軟體服務 (OpenStack, CloudStack 等) 平台

上，有許多在研究在探討綠能、資源分配利用

或者負載平衡也有關於資訊安全等議題相關

研究，過去幾年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偏向單一(節

能、資源分配利用或者負載平衡)為目標，且在

演算法中大多數的研究人員都是採用 CPU 的

使用率為參考參數，採用不同的平台環境的模

擬實驗在效能上會有不同的結果，近年來的研

究會將負載平衡與節能共同探討。因此本研究

提出的一個多目標的方法機制是在 OpenStack 

軟體架構的服務平台中，透過模擬小型校園操

作電腦的習慣，來實現負載平衡且又能達到節

能的實驗目的，當中不單只考慮 CPU的使用率

還加入記憶體的使用率作為考量。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想模擬校園中使用者使用

電腦或伺服器的情形為情境，建置研究上所需

的雲端運算環境平台，情境圖如下 4，使用者

可以透過網路來使用操作 OpenStack 平台上

的伺服器依照各個自的權限使用不同的服

務，而平台上的虛擬機器是分散在不同的

compute 節點上，一般的使用者是不曉得這些

Instances 位於哪部實體主機上，這些資訊只有

OpenStack 系統管理者才知道的，以及 compute 

節點的硬體資源的負載量，因此管理者可以透

過連網方式來管理整個 OpenStack 平台。 

 

圖 4 架構情境圖 

本研究是根據節點主機上的 CPU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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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來判斷何時將 Instance 做遷徙，提出了一

個動態遷徙的機制，當任務開始時，利用公式

一，計算節點主機的 CPU 使用率，將節點主

機的 CPU 使用率作加總後判斷是否小於等於

設定的門檻值，若為小於等於門檻值，將進行

節能的判斷，若大於門檻值則進行負載平衡的

判斷。門檻值的定義是使用智慧安全節能裝置

[12]中的智慧插座來測量主機節點在不同使用

率時的耗電量，而在 CPU 閒置的時段中測得

330W；在 CPU 60% ~ 80% 間距中量測的數據

為 590W 的耗能，在 CPU 使用率最高時所測

得 860W的耗能，因在 CPU的高使用率會影響

到 Instance 的效能，而選擇 CPU 的使用最佳

間距是在 60% ~ 80%，而根據實驗的測試與運

算後得到一台主機的最佳使用率為 70%，因此

將 CPU 使用率 70%定為遷徙的門檻值。 

*100%new old
usage

new old

Idle Idle
CPU

Total Total





 (一) 

在負載節能方法機制中，先判斷每台主機

CPU的使用率相加後是否大於門檻值，來決定

使用節能方法或者負載平衡方法。 

 節能方法 

節能方法中，為了提升硬體資源的使用率以及

關閉閒置的主機節點。
na 為單一節點的 CPU 

使用率，而 CPU的使用率是介於 0%~100% 

間、
nS 則為全部主機節點的 CPU 使用率之總

和、
nA 為全部的主機數量與Ci

為所需開機的

主機節點，且須小於或等於主機數量。如公式

(二)所示。 

 

 

(二) 

 

假設有
nA 台實體主機節點，並計算全部主

機節點的 CPU 使用率之總和
nS 後，將 nS /70

以無條件進位方式得到開機的主機個數Ci
，之

後將須關閉的主機內的 Instance 全部依照條件

做遷徙，到其他的實體主機中，內部的 Instance

依照泡沫排序法分配適當的遷徙主機位置。 

 負載平衡方法 

負載平衡方法中，為了將實體主機之間的

資源使用率達到平衡。在公式(三)中，首先先

判斷
nS 的值大於門檻值乘( 主機個數-1 )的

值，才進入負載平衡方法， avgS 為主機節點的

CPU 使用率之平均值，作為主機節點遷徙時的

負載平衡參考值，在遷徙過程中為了不讓主機

節點一直找不到平衡點，而過度將虛擬機做遷

徙，設定一個中斷遷徙機制將
na  減

1na 
 小於

等於 | 10 | 時即算達到負載平衡，不再繼續做

遷徙動作，在遷徙過程中會造成 CPU 使用率

上升而在效能與耗能的負擔，因此應減少虛擬

機的遷徙，而在負載平衡方法中不只判斷 CPU 

的使用率，在 Instance 遷徙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會在判斷該 Instance 的記憶體使用量，以使用

量較低的 Instance 為遷徙的較高優先權，是為

在減少遷徙時的時間，可避免影響到使用者的

在操作上的權益，且能提高使用效能。 

 

(三) 

4. 實驗結果與分析 

使用 IaaS 的雲端服務 OpenStack 服務平

台，並且模擬實驗室一天，學生在使用電腦時

間上的情形，觀察記錄學生在使用電腦時間的

習慣，根據 CPU 與記憶體的使用情況，來進

行負載平衡節能的方法機制是動態的調整遷

徙 OpenStack Instances ，達到節約資源與實體

節點主機之間的負載能夠達到均衡，避免在單

一主機 中發生資源過度負載或者資源閒置的

情況。而實驗過程中分別使用原始架構與在架

構中加入本文提出的管控方法機制，比較兩者

在資源使用率的情形以及節能的變化。分別做

了三個實驗測量，在兩台節點主機中分配放置

Instances 如 ( 5台 Instance與0台；4台 Instance

與 1台 Instance、3台 Instance與 2台 Instance)

的測試虛擬機器。實驗過程中每個實驗都測量

以四個小時為單位，測量過程中每個時段

Instance 都是以不相同的 CPU使用率做測試。 

實驗一 

圖 5-a 與圖 5-b 中分別是原始的方與加入負載

節能方法機制。在實驗一的模擬環境中，原始

架構中累積耗能為 4400W，而在機制方法中累

積耗能 4530W，在累積耗能比上原始的架構比

起機制方法優，但觀察發現原始架構中是屬於

將資源做集中在一台節點主機中，但是另一台

主機的資源卻是閒置，且沒有做關機而一小時

就會消耗 330W，而 4小時就讓費了 13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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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這 4小時就花費了 1度電長久下來數目

相關可觀。使用機制的方法中在 CPU使用量小

於門檻值時將關閉 CPU 使用量低的主機，在

CPU 超過門檻值大於 70%時會將資源做負載

平衡，因此在實驗一可得知方法能做到提升資

源的使用率以及負載平衡。另外實驗後發現大

部分的實驗都是在做負載平衡，而只有一小時

的時間做節約能源，而原始架構與負載節能方

法機制之間差距只有 130W的耗能，若延長實

驗結果想必能達到節約電能的結果。 

圖 5-a 實驗一原始的架構 

圖 5-b 實驗一負載節能方法機制 

實驗二 

圖 6-a 與圖 6-b 中分別是原始的方與加入

負載節能方法機制。在實驗二的模擬環境中，

原始架構中累積耗能為 5040W，而在機制方法

中累積耗能 4400W，此實驗二結果在累積耗能

機制方法優於原始架構，在原始架構中的問題

是節點主機之間資源的使用率偏低以及資源

使用率有不均的情形發生，而機制方法機制中

在資源使用率偏低時將 CPU 使用率較低的主

機做關機；在 CPU 使用率不均時將負載高的

主機中的 Instance 遷移到另一台主機中，機制

方法將資源做整合來提升資源使用率以及在

高負載時將資源做負載平衡。 

圖 6-a 實驗二原始的架構 

圖 6-b 實驗二負載節能方法機制 

實驗三 

圖 7-a 與圖 7-b 中分別是原始的方與加入

負載節能方法機制。在實驗三的模擬環境中，

原始架構中累積耗能為 5050W，而在機制方法

中累積耗能 4260W，得到的結果加入機制方法

的耗能比起原始架構中的耗能更為節約能

源。而在實驗三與實驗二的模擬較為相似，機

制的方法一樣能有效得改善資源使用過低或

者不均衡的情況。 

圖 7-a 實驗三原始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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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b 實驗三負載節能方法機制 

根據上述的三個實驗中使用原始架構以

及架構中加入負載節能方法機制，在實驗架構

Hosts 中依照不同的虛擬機器個數作耗能的比

較，比較原始架構中主機節點間以及使用負載

節能方法機制主機節點間，電力耗能的影響，

如下表一實驗耗能結果中，實驗一中加入負載

節能方法與原始架構的耗能，雖然未能達到節

約耗能，但負載節能方法做到了將高使用率的

資源做負載平衡，來提升 Instance 的效能，而

在電能能耗中，以四小時的實驗中，原始架構

與負載節能方法的差距只有 130W，其中，在

原始架構是屬於虛擬機器做集中，提高資源使

用率的情形；而負載節能方法是能做到將閒置

的主機做關機以及在高負載時做負載平衡的

方法，在實驗過程中，節能的方法只有一小時

的時間，若再延長實驗的時間，負載節能方法

機制的結果，應該能達到節約能耗，而在實驗

二與實驗三中原始的架構與架構中加入負載

節能方法機制，在節約電能的部分能夠節約大

約 13% ~ 16%的耗能，依照實驗結果觀察不僅

在資源的負載達到平衡，且在資源低使用率

時，提升資源的使用率並能有效地將閒置的主

機節點做動態關閉來達到節約電力能耗。 

 

 

 

 

表一 實驗耗能結果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建置一個雲端的虛擬環境，在

OpenStack 服務平台上模擬並觀察主機上的虛

擬伺服器的使用情形，為了提高硬體資源的使

用率、主機之間硬體資源使用率的平衡以及能

夠使機房節約電力，因此實作動態遷徙之負載

平衡機制，來改善與提升上述的問題。分別做

了三個實驗，在三個實驗中測試原始架構與架

構中加入負載節能方法機制的耗能與主機的

CPU 使用率，其中實驗一的模擬是將硬體資源

集中在一台主機 上，另一台主機 則是閒置狀

態是屬於硬體資源使不均的情形，因此在模擬

過程中清楚地看到原始架構中的資源分不

均；而加入負載節能機制方法後，將 CPU 使

用率做計算在高於門檻值70%做虛擬機器的遷

移來達到負載平衡，或者根據計算的 CPU 使

用率低於門檻值時將遷移虛擬機器後動態的

關閉閒置的主機 ，這將能節省機房的電能支

出，雖然在實驗一的耗能結果中方法並沒有優

於原始架構，但若將時間延長效果也許會比四

小時的實驗結果好。在實驗二與實驗三的實驗

測試中在計算的 CPU 使用率大於門檻值 70%

時均能達到負載平衡，且在小於門檻值 70%時

也能動態的關閉閒置的主機，並且測試結果顯

示負載節能方法機制的耗能比原始架構的耗

能，節省了 15%左右的電力能源。利用此方法

在系統上能節省採購設備的成本，並且達到節

能省電。對於管理者在使用本系統管理與維護

上都能更加便利。 

未來，本實驗的架構仍有些不足，在實驗

過程中考量到設備成本的問題而無法使用多

台實體主機測試，同時將多台虛擬機器遷徙到

不同的實體主機中，當有多台主機處於閒置時

該如何將虛擬主機作快速地遷移，而未來將會

考慮利用啟發式演算法，將收集使用者使用虛

擬機器的習慣，依照這些數據做最佳化的分

析，來預測的方式來遷徙虛擬機器，在達到高

負載亦或低使用率時，預先做這些遷徙，來增

加虛擬機器的使用效能，將虛擬機器做預先遷

徙等更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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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食譜結合生產履歷 

 

摘要 
近年來由於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在

國際上有 GAP(優良農業操作)的驗證，和建立

生產履歷兩種作法，目的在降低生產過程及產

品之風險，一旦食品安全問題發生時，快速釐

清責任並即時從市場中移除問題產品，降低該

事件對消費者的危害。 

因此，利用物聯網的概念在食品安全領

域，首先建置一個手機 App，可以掃描食品包

裝上的 QR Code二維條碼呈現生產履歷，並且

提供該食品相關食譜料理。此外，使用者也可

以用 App 結合 Google Map 搜尋賣場，且和

Android內建的 SQLite資料庫儲存喜歡的料理

等特色，進而使得 App功能豐富化與人性化。 

關鍵詞：物聯網、QR Code、Google Map、

Android、SQLite 

Abstract 
Due to endless food safety incidents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two methods applicable for 

food safety in the international, which are GAP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and building detailed 

production records. They aim to reduce the risk 

of failur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products. 

Once food safely problem occurs, they can soon 

clarify responsibilities and immediately remove 

the affected products from stores, reducing the 

damages to the consumers. 

Thus, this research utilizes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make the detailed production records into QR 

Code, and provide the Android smart phone users 

to search for the food information and the 

relevant recipes. In addition, every user can also 

use this APP to search for the food stores on 

Google Map and save his/ her favorite dishes to 

the Android built-in SQLite database, which 

makes the APP become more Humanistic. 

Keywords: IoT(Internet of Things), QR Code, 

Google Map, Android, SQLite 

1. 前言  

近年來外食族不斷的增加，但食品安全問

題不斷的被爆出，使得消費者對外食沒有信心

想要自己製作料理，卻又不知道如何製作料

理，也不知道哪些食材是安全。 

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Council Of 

Agriculture)[1]自  2003 年開始收集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及日本農產品生產履歷相關

資料，2004 年起陸續規劃與推動農產品生產

履歷示範計畫， 2007 年起配合「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及相關法令的發布施行，推動

多項措施，以期透過輔導業者參與標準作業規

範、縝密驗證程序、加強銷售通路媒合及全程

生產資訊連結等作為，建構從「農場」到「餐

桌」，自生產、加工、分裝、流通至販賣之透

明公開的驗證與紀錄制度。 

此外，近年來因智慧型手機的盛行，且行

動上網的普及，愈來愈多的使用者都可以隨時

隨地的享受網路的方便性。 

本文結合物聯網[6]，及生產履歷製作成

QR Code[7]二維條碼，透過 Android手機掃描

QR Code二維條碼，使用者可以得到此食材相

關料理資訊，降低食品安全問題，透過點擊次

數產生前 10 道熱門料理，我們也可以把自己

喜愛的料理加到 SQLite[2]內建資料庫，建立個

人化的食譜，離線也能閱覽資料庫內的食譜。

本文也結合 Google Map，透過 Android手機定

位使用者位置，依距離遠近篩選前 4間最近的

賣場。 

2. 文獻探討 

2.1 物聯網  

林傳筆 黃雅鈴 詹智翔 王永祥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cblin@cyut.edu.tw ylhuang@cyut.edu.tw s10330603@cyut.edu.tw s10230003@cyut.edu.tw 

邱振華 蕭朝鴻 葉彥儒 劉嘉倫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s10030023@cyut.edu.tw s10030025@cyut.edu.tw s10030110@cyut.edu.tw s10030091@cyut.edu.tw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349 AIT / CEF 2015



目前較為公認的物聯網[6]的定義是：通過

射頻識別、紅外線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雷

射掃描器等資訊感測設備，按照約定好的協

定，把任何物品與網際網路連接起來，進行資

訊交換和通訊，以進行智能化識別、定位、追

蹤、監控和管理的一種網路。 

是一個基於網際網路、傳統電信網等信息

承載體，讓所有能夠被獨立定址的普通物理對

象實現互聯互通的網路。每個人都可以應用電

子標籤將真實的物體上網聯結，在物聯網上都

可以查找出它們的具體位置。通過物聯網可以

用中心計算機對機器、設備、人員進行集中管

理、控制，也可以對家庭設備、汽車進行遙控，

以及搜尋位置、防止物品被盜等各種應用。如

圖一所示。 

以下三種硬體技術及關聯分層，可作為實

現物聯網的基礎： 

1、識別與資料擷取技術組成物理介面層 

2、固定的、移動的、無線的以及有線的通

訊傳輸技術，以關聯介面支援資料與語音

傳輸 

3、網路技術(與通訊傳輸技術結合)促進以

應用與服務為目的所支撐的物件群集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指令

行動

行動

行
動

接收

上下車監控 高速公路收費
電梯受困警報

空調提前啟動

浴缸自動放水

食物過期提醒
瓦斯自動報警

物聯網中心

電話自動報警

警
告

警
告

 

圖一、物聯網的應用 

2.2 QR Code 

QR 碼是二維條碼的一種，結構如圖二所

示，QR 碼使用四種標準化編碼模式（數字，

字母數字，二進制之位元組以及漢字）來存儲

資料。QR 碼比起普通條碼可以儲存更多資

料，也無需像普通條碼般在掃描時需要直線對

準掃描器。因此其應用範圍已經擴展到包括產

品跟蹤，物品識別，文檔管理，營銷等方面。 

 

圖二、矩陣二維條碼結構 

2.3 Eclipse 

Eclipse [5]是著名的跨平台開源整合式開

發環境(IDE)。最初主要用來當作 Java 語言開

發，目前亦有人透過外掛模組使其作為 C++、

Python、PHP等其他語言的開發工具，其架構

圖如圖三所示。 

Eclipse 的本身只是一個框架平台，但是眾

多外掛模組的支援，使得 Eclipse擁有較佳的靈

活性 

Eclipse的基礎是Rich Client Platform，RCP

包含下列文件: 

1、核心平台(啟動 Eclipse，執行外掛模組) 

2、OSGi(標準集束框架) 

3、SWT(可移植構件工具包) 

4、JFace(檔案緩衝，文字處理，文字編輯

器) 

5、Eclipse 工作台(即 Workbench，包含檢

視、編輯器、視角、和精靈(wizards)) 

 
圖三、Eclipse架構圖 

2.4 Apache HTTP Server 

Apache HTTP Server[9] (簡稱 Apache) 是

Apache 軟體基金會的一個開放原始碼的網頁

伺服器，可以在大多數電腦作業系統中運行，

由於其跨平台和安全性被廣泛使用，它可靠並

且可通過簡單的 API擴充。 

Apache支援許多特性，大部分通過編譯的

模塊實現，其架構圖如圖四所示，這些特性從

伺服器端的程式語言支援到身分認證方案。在

Web伺服器和用戶端間用來彼此溝通的語言就

是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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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端或傳送端在資料交換時都要遵照 HTTP

的標準進行，Apache伺服器也支援此項標準。

Apache 具有高度的的設定彈性；可以利用

Apache模組支援的 API，以自訂或開發模組內

容，並提供完整的原始碼，允許自由使用及修

改。支援多種平台使用，目前可執行 Apache

伺服器的作業系統包括：Windows、Unix、Linux

等平台。 

Apache允許使用檔案或 CGI Script來回應

伺服器產生的錯誤，沒有限制 URL 重新導向

和別名的數量，此外可供重新寫入的機制用來

解決多數 URL 處理上的問題；Apache 伺服器

模組可在需要時動態載入，因此可降低記憶體

的消耗。 

 
圖四、Apache架構圖 

2.5 MySQL 

MySQL[10]資料庫系統是關聯式資料庫管

理系統，架構圖如圖五所示，而且是目前市面

上最快速且最穩定的資料庫之一。使用者可以

經由網路去讀取遠端的檔案系統或者是資料

庫，當然也可以和遠端的另外一位使用者溝

通。 

 
圖五、MySQL架構圖 

PHPMyAdmin 是用 PHP 所開發的一個免

費的 MySQL 圖形化網頁管理介面。直覺式的

操作介面，設定方便，提供中文介面、SQL輔

助編輯工具。PHPMyadmin是透過瀏覽器來管

理MySQL，它並不是MySQL的一部分，我們

只是透過它來操作MySQL，它只是用一套 PHP

寫出來的程式，用來管理 MySQL，要有支援

PHP網頁伺服器才能使用，並經由網路，就能

利用瀏覽器操作PHPMyadmin來管理MySQL。 

2.6 PHP 

PHP(Hyperttext Preprocessor) 是 一 種

HTML內嵌式的語言，而 PHP獨特的語法混合

了 C、Java、Perl及 PHP式的新語法。其架構

圖如圖六所示，它可以比 CGI或 Perl更快速的

執行動態網頁，也是網頁設計的主流程式運用

之一。 

嵌入式
程式

Internet

使用者

WEB Server

(Apache)

網路功能

資料庫

存取

其他功能

與函示庫
 

圖六、PHP架構圖 

 
PHP在資料庫方面的豐富支援，它支援下

列資料庫：MySQL，Ｍicrosoft SQL，Sybase，

ODBC 等資料庫，而在 Internet 上它也支援相

當多的協定，包括 HTTP，POP3，SNMP，Apache

伺服器等協定。除此之外，用 PHP 寫出來的

Web後端 CGI程式，可以輕易的移植不同的作

業平台上。在加入其他模組後，提供更多樣的

支援：英文拼字檢查、BC高精確度計算、PDF

檔案格式、圖形處理等多種模組，一般語言有

的數學運算、時間處理、檔案系統、字串處理，

行程處理等功能也都包含在內。 

2.7 SQLite 

SQLite[4]是一個開源的嵌入式關係資料

庫，它在 2000年由 D.Richard Hipp 發佈，它

的減少應用程式管理資料的開銷，SQLite可攜

性好，很容易使用，很小，高效爾且可靠。 

SQLite嵌入到使用他的應用程式中，它們

共用相同的進程空間，而不是單獨的一個進

程。從外部看，它並不像一個 RDBMS，但在

進程內部，它卻是完整的，自包含的資料庫引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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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SQLite架構圖 

3. 系統架構 

我們所架構的平台主要可分為三層架構；

網頁使用端、伺服器端及 Android使用端，其

架構如圖四所示。

 

圖八、 系統架構圖 

3.1 網頁使用者端 

網頁使用端功能說明： 

 穩定的瀏覽功能，比起手機使用端來說在

操作方面更為穩定。 

 明確的料理分類，讓使用者可以正確地分

辨各種料理。 

 具備詳細、清楚的料理做法。 

 操作簡單讓使用者容易上手。 

 

圖九、網頁使用端架構圖 

3.2 手機使用者端 

手機使用者端功能說明： 

方便使用者操作，透過伺服端比對資

料、推薦料理、查看料理資訊。 

 附近賣場：定位使用者目前位置可以知道

前四筆最近的賣場。 

 規劃路徑：當使用者不知道怎麼走到該賣

場時可以選擇建議的路線。 

 官方網站：使用者可以直接連接到該賣場

的網頁。迅速得知該賣場特價食材或優

惠。 

 QR掃描：使用者可以知道食材的生產履

歷，例如：生產地、認證機構、銷售地。

另外，可以選取食材的相關料理。 

 推薦料理：當使用者不知道該做哪些料

理，這裡推薦使用者點擊率最高的前十道

料理。 

 料理介紹：提供使用者製作料理時需要的

食材及作法。 

 我的最愛：我們建立手機內建資料庫，為

了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也能讓使用者方便

查看料理。 

 

圖十、Android手機程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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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Android 手機程式流程圖 

4. 結論 

根據 1111 人力銀行[8]調查顯示，有超過

84.6%的受訪上班族曾吃過問題商品，有超過 9

成的上班族因而改變生活飲食習慣，其中

56.9%「減少外食/自已下廚」。 

本 app主要是透過手機掃描 QR code來讓

使用者可以知道食材生產履歷，並透過連結資

料庫(包含料理的食材、製作過程…等)，可以

即時查詢料理作法，此外與 Google Map 結合

來查詢食材賣場、規劃路徑，讓使用者快速找

到賣場方向且購買食材，我們也提供網頁平

台，人性化的設計，讓使用者能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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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長者照護監控系統 

摘要 
由於人口結構的改變，現今家庭無法花費

更多時間去照顧長者。因此，需要智型照護監

控系統來幫助測量血壓、心跳及健康表單等來

有效且便利的進行健康照護。 

此外，本系統也提出「行動安全」與「門

禁管理」等功能，運用攝影機及三軸感測器來

實作動態偵測長者活動區域，並搭配人臉辨識

來偵測長者身份，進而讓照護人員掌控長者的

行動安全來提升環境的安全性。 

關鍵字：資訊科技、物聯網、智慧型照護、人

臉辨識及健康照護。 

 

Abstract 
 

Due to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nowadays the family is unable to 

spend more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 elder. 

Therefore, smart care system needs to be 

proposed to assist the health care by 

monitoring the blood pressure, palpitation, 

and healthy forms effectively and 

conveniently.  

In addition, the “motion security” and 

“door access control”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detect the activity area of elder and 

face recognition by using the camera and 3D 
sensor to make the nursing assistant to 

control the motion safety of elder and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health care 

environment. 

 
Keyword：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of 

Things, Smart care, Face recognition, Health 

care.  

 

1. 前言 

由於台灣日趨嚴重的高齡化社會，銀髮族

將受到很大的重視，特別是健康照護[1]。此外

，網路與資訊的進步，健康照護不在局限於照

護者的個人能力上，可以透過資訊科技的搭配

使得長者的各種資訊能迅速取得，讓長者的照

護可以透過資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

我們結合專業護理師及朝陽科技大學銀髮園

來設計一個俱智慧型照護及監控的系統，使長

者能在資訊科技的庇護下有個更安全且溫暖

的環境；此外，照護人員也能更有效率的掌握

長者的身體狀況，以便提供長者最貼切的照顧

，以及發生問題時有足夠的資訊可迅速解決問

題。如此於人力的調配及人為的疏失也將大量

降低，進而提高環境的舒適及安全。 

而本系統主要透過Eclipse來撰寫APP增加

系統的方便性，並運用Open CV[7]及EMGU[8]

兩種辨識函式庫來使得臉部辨識更加迅速，隨

後將資料存入SQLite的資料庫以方便資料的存

取。而本系統所使用之三軸感測則透過Mathie 

et al.[2]學者所提出計算訊號強度向量(signal 

vector magnitude, SVM)演算法來計算長者是

否起床，來防止午休期間長者可能發生私自行

動的問題。 

 

2. 文獻探討 

2.1 物聯網  

物聯網[3]主要是透過網際網路及傳統電

信網路等，讓所有物件可以達到訊息的互聯及

互通，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應用電子標籤

將真實的物體上網聯結，並查出它們的具體位

置。根據圖一所示，透過物聯網中心接收及傳

送各種資訊，以達到機器對機器、設備、人員

等來進行集中管理及控制，同時也可以對家庭

設備、汽車進行逺端遙控來進行所需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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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物聯網的應用 

 

2.2 Eclipse 

Eclipse[4]是著名的跨平台開源整合

是開發環境(IDE)，其架構如圖二所示。最

初主要用來 Java語言開發，目前亦有人透

過外掛模組使其作為 C++、Python、PHP

等其他語言的開發工具。 

Eclipse 的本身只是一個框架平台，但

是眾多外掛模組的支援，使得 Eclipse擁有

較佳的靈活性。因此，我們系統使用其來

撰寫手機 APP，來增加系統的方便性。 

 
圖二、Eclipse架構圖 

 

2.3 SQLite 

SQLite[5]是遵守ACID[6]的關聯式資料庫

管理系統，它包含在一個相對小的C程式庫

中。它是由D.RichardHipp建立的公有領域專

案。不像常見的客戶端 /伺服器結構範例，

SQLite 引擎不是個程式與之通訊的獨立行

程，而是連結到程式中成為它的一個主要部

分。所以主要的通訊協定是在程式語言內的直

接API呼叫。這在消耗總量、延遲時間和整體

簡單性上有積極的作用。整個資料庫（定義、

表、索引和資料本身）都儲存在主機端上單一

個檔案中。此種簡潔的設計是透過寫入時鎖定

整個資料檔案而完成的。因此，我們運用來架

構系統的資料庫 

 

2.4 OpenCV  

OpenCV[7]專案最早由英特爾公司於 1999

年啟動，致力於 CPU密集型的任務，是一個包

括如光線追蹤和3D 顯示的計劃的一部分。

OpenCV 的第一個預覽版本於 2000 年在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公開，並且後續提供了五個測試版

本。1.0 版本於 2006 年釋出。OpenCV 的第二

個主要版本是 2009年 10月的 OpenCV 2.0。該

版本的主要更新包括C++介面，更容易、更類

型安全的模式，新的函式，以及對現有實作的

最佳化（特別是多核心方面）。現在每 6 個月

就會有一個官方版本，並由一個商業公司贊助

的獨立小組進行開發。在 2012年 8月，OpenCV

的支援由一個非盈利性組織（OpenCV.org）來

提供，並保留了一個開發者網站和用戶網站。

所以我們運用此函式庫來結合我們系統的辨

識系統，使辨識系統更加迅速。 

 

2.5 EMGU 

Emgu CV[8]是 Open CV 的一個跨平台

的.Net 封裝，由於 Open CV是用 C和 C++編寫

的，Emgu用 C#對其進行封裝，允許用.Net 語

言來調用 Open CV 函數，如 C#、VB、VC++

等，同時該封裝也可以被編譯到 Mono 平台和

允許在 Windows、Mac OS、Android、iPhone、

iPad等多個平台上運行。其架構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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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Emgu架構圖[4] 

 

2.6 Face recognition 

人臉辨識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是一個

相當古老的題目，早在 1981 便有人發展一個

模擬人類做人臉辨識的電腦視覺系統。隨後，

1991 年及 1997 年分別有兩種重要的方法發

表，分別是 Eigen face [10]和 Fisher face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Eigen face 以 Kirby[11] 為

基底，假設所有人臉可以用一組基底人臉的線

性組合所表示，作者以 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PCA)[10]找出這組基底，並利用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11]來提高

了辨識率。所以，基本上人臉辨識可以分為兩

種主要方法，一是整體特徵方法，一是局部特

徵方法。整體特徵方法會直接將整張人臉當作

單一特徵來做辨識；而局部特徵方法將會先找

出臉上的局部特徵，通常是眼睛、鼻子和嘴

巴，然後再分別根據這些局部特徵做辨識及最

後的特徵的統合。近來的研究發現，局部特徵

方法比整體特徵方法有更高的準確率，但局部

特徵方法存在局部特徵的對位問題，在實做上

有較高的困難度。 

 

3. 系統架構 

我們所架構的智慧型長者照護監控系統

主要可分為三層架構；網頁端、Android 使用

端和安全管理，其架構如圖四所示。隨後，我

們將逐步進行系統架構的說明。 

 
 

圖四、 系統架構圖 

 

3.1 網頁端 

網頁端主要有分為一般會員端及管理端；

一般會員是指長者，其家人可登入帳號密碼查

詢長者的身體健康狀況，其資料內含各種評估

長者健康的專業表單，家人除了可得知長者的

狀況外，還可在以後就醫的時候，根據這些專

業的表單，讓醫生可以更實際的了解長者近期

的身體狀況，使得醫生能更迅速的了解長者的

需求與治療。其架構如圖五所示，功能說明如

下： 

 

 長者健康表單：只能看到自己的巴氏量

表、健康量表、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

MNA 迷你營養評估單、防跌高危險群篩

選量表、老人憂鬱量表、每日評估表及

每日健康表。 

 長者基本資料：可以查看個人基本資

料，也能修改密碼。 

 圖表：從每日健康表得到的血壓(收縮壓/

舒張壓)、心跳以圖表呈現一天、五天、

二十天的平均位移量，並能以近日、近

三日、日報表、月報表進行查詢自己的

曲線圖。 

 即時觀看長者狀況：透過 IP Camera攝影

機即時觀看長者最新在園區的生活狀

況。 

 
圖五、網頁一般會員端架構圖 

 

3.2 手機端 

此外，本系統也提供 Android 手機一般會

員端，透過一般會員端來幫助會員可以隨時隨

地的檢視長者的身體狀況，避免時間及空間的

限制。架構如圖六所示，功能說明如下： 

 管理長者健康表單：只能查看自己的巴

氏量表、健康量表、心智狀態問卷調查

表、MNA 迷你營養評估單、防跌高危險

群篩選量表、老人憂鬱量表、每日評估

表、每日健康表。 

 長者基本資料：可以查看和修改個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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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 

 

圖六、Android手機一般會員端架構圖 

 

3.3 門禁管理 

此外，本系統也提供門禁管理來輔助照

護人員避免長者擅自離開園區卻無法管理的

問題。因此，本系統將在園區的出入口利用「IP 

Camera」的「動態偵測」與「人臉辨識」來辨

識長者，其架構如圖七所示。當長者踏出園區

時，系統會先透過 IP Camera 動態偵測來提醒

照護人員，並使用人臉辨識來適時的分辨出

長者的身份，以藉此來防止長者於不注意的情

況下離開園區。 

 
圖七、門禁管理架構圖 

 

3.4 行動安全 

 

而當長者於午休時，未告知工作人員或

照護人員就擅自離開床位時，也可透過「三軸

感測器」、「IP Camera」與「人臉辨識」的搭配，

來幫助照護人員進行安全的把關。以期透過本

系統，將可讓長者在午休時不需要照護人員進

行看管，進而減少人為的疏失及人力的資源

的需求。 

如圖八所示，運用 IP Camera 動態偵測和

三軸感測來確認長者是否有起床，當起床時運

用影像辨識來確認長者身分，並通知照護人員

來處理問題，並且影像皆會留存並寄入所設定

之信箱。 

 
圖八、行動安全架構圖 

 

 

4. 實作照護監控系統之結果 
4.1 網頁端之系統實作 

一般使用者與管理人員皆可透過圖九來看

到長者目前的量表資訊並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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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網頁端量表圖 

 

而管理人員可透過圖十來觀看所有長者的

歷史建康狀況表，並運用這些資訊繪製出如圖

十一的健康狀況動態圖，可將近期的血壓跟心

跳繪製出來，方便使家屬及照護人員對於長者

近期的狀況進行了解，進而發現長者可能發生

的問題。 

 
圖十、長者歷史建康狀況表 

 

 
圖十一、長者健康狀況動態圖 

 
4.2 手機端之系統實作 

最後，為了照護理人員及家屬能直接使用

手機直接進行觀看長者資訊，本系統也提供手

機端供使用者來使用。其實際成果如圖十二及

十三所示。 

 
圖十二、手機端畫面成果 

 

 
圖十三、手機量表查詢 

 

4.3 門禁管理之系統實作 

運用動態偵測及人臉辨識以達到門禁管

理，並通知看顧人員，以進行事後之處理。其

實作如圖十四、十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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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動態偵測信件通知 

 

 
圖十五、人臉辨識及信件通知 

 

4.4 行動安全之系統實作 

使用三軸感測結合 SVM 偵測長者是否起

床，以避免長者於午休期間跑出園區。其系統

成果如圖十六所示。 

 
圖十六、判斷長者起床之感測系統 

 

當三軸感測感測到時，將會啟動人臉辨識

分辨是哪位長者，並信件通知照護人員，以便

利照護人員處理問題，並防範事故發生。其結

果如圖十七所示。 

 
圖十七、感測起床後之信件通知 

 

5. 結論 
 

本系統提供照護人員與照護機構一個更

安全、有效率且能減少人為疏失的資訊輔助系

統：透過網頁端與手機端來便利的進行長者健

康狀況圖表的追蹤，不但可以隨時掌握其每日

健康狀況，更可以在有需要時，快速提供醫護

人員相關資訊，以進行更精準的醫療行為。最

後，本系統透過「行動安全」與「門禁管理」

等功能，運用攝影機及三軸感測器來實作動態

偵測長者活動區域，並搭配人臉辨識來偵測長

者身份，進而讓照護人員掌控長者的行動安

全，進一步提升環境的安全性、降低人為的疏

失與及人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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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機殼背蓋式手機天線設計 
 

 

 

摘要 
本論文提出一種應用於金屬機殼背蓋式

的 LTE 手機天線設計，主要架構包含金屬機

殼、短路摺疊金屬線及晶片電容，首先，利用

部分的金屬機殼當天線輻射體，藉由短路摺疊

金屬線的應用，激發更低的操作頻帶，最後利

用晶片電容來微調操作頻帶的偏移。由實驗結

果得知，此天線的低頻帶可包含 698 ~ 787 

MHz 的 LTE-700 操作頻段。 

關鍵詞：金屬機殼、短路摺疊線、晶片電容、

長期演變技術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ed a design of mobile 

phone antenna using metal housing for LTE 

application. The main structure contains metal 

housing, shorting folded strip, and chip capacitor. 

To begin with, we use the metal housing to act as 

radiation antenna. Next, we apply a shorting 

folded strip to extend the resonant length and to 

lower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Finally, by 

implanting a chip capacitor,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can be tuned. 

From the measured results we can find that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can 

be fulfilled the operating band of the LTE-700, 

which frequency is range from 698 MHz to 787 

MHz. 

Keywords: metal housing, shorting folded strip, 

chip capacitor, LTE 

1. 前言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行動通訊技術快

速發展，使得我們所應用的無線通訊產品也更

加廣泛[1]。天線在行動通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角色，良好的天線設計不僅能降低功率的損

耗，降低資料傳輸的錯誤率，有效提升資料的

傳輸率。然而為了滿足人們渴望輕薄短小的外

型，如：智慧手機、平板和穿戴式裝置等應用，

減少手機的體積是未來的趨勢，因此如何將放

置在行動裝置內部的天線元件轉移到金屬外

殼上，將是一個重要設計里程碑。 

目前常用的小型手機天線設計有蜿蜒式單

極天線[2]、蜿蜒式平面反 F 型天線(PIFA)[3]、

環形天線[4]、整合電抗性負載的天線[5]計等。

這些天線的裝設配置上，都需具有天線淨空區

的設置，在這個區域內，如圖 1 所示。從圖中

可知，因為天線淨空區的設置，因此手機的體

積將很難做到最小化的製作。再者，由於天線

是裝在手機機殼的內部，因此在天線淨空區上

面不能是金屬外殼，這也違反高階手機往全金

屬外殼的質感的趨勢。 

 
圖 1、傳統具有天線淨空區的手機配置。 

 

為了能整合全金屬機殼及無天線淨空區

的新穎手機配置設計，我們設計的手機配置模

型如圖 2 所示，它的結構包含:電路板、電路

接地金屬面、整合天線功能的手機金屬外殼，

我們直接將部分的金屬外殼設計成電磁輻射

的天線本體，因此能改善傳統手機天線須具備

天線淨空區的缺點，進一步縮減手機的尺寸。

為了能實現輕薄手機的設計，手機厚度也是一

大考量，這種手機配置設計在電路板與手機金

屬外殼的間距設計上，也要盡可能地降低。 

由上述的結構說明中，我們可以得知這是

屬於微帶天線(microstrip patch antenna)的

設計結構，因此，可以預見的是，此微帶天線

使用厚度極薄的介電質，因此其操作頻寬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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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狹窄，再者，若以現有的手機寬度為基準

(50 mm)，微帶天線將很難設計操作在 LTE-700 

(Long Term Evolution, 698 ~ 787 MHz)之如此

低的頻帶上，因為 698 MHz 訊號的波長( 0 )

約為 860 mm。無論是以半波長共振模態來設計

的天線結構，或是以四分之一波長共振模態來

設計的天線結構，都無法實現。 

最後，這種手機是利用外露的金屬機殼作

為輻射天線本體，因此，手握對天線特性的影

響，亦須一併考量。 

 

 
圖 2、整合全金屬機殼及無天線淨空區的手機

配置。 

 

本文中，我們提出一種新穎的設計，它結

合了彎折金屬線的應用[6]、短路技術的應用、

及晶片電容負載的應用等技術。首先，利用彎

折金屬線有效降低微帶天線的共振頻率；接著

利用短路技術改變饋入方式；最後利用可調式

晶片電容微調操作頻率，完成操作頻率可調整

且具 LTE-700 的金屬機殼式手機天線設計

[7]，詳細設計方法如下所述。 

2. 天線設計 

本文提出金屬背蓋手機天線的架構如圖 3

所示，原型天線是以單面金屬 FR4 玻璃纖維電

路板和厚度為 0.05mm 的銅片來製作 FR4 的厚

度為 0.8 mm 、相對介電係數 ( Relative 

permittivity) 為 4.4。電路接地面的尺寸為

11050 mm
2，此近似於手機的有效面積，因

此可將手機做到最小化。手機金屬機殼背蓋可

分為接地式金屬外殼背蓋與天線化金屬外殼

背蓋二個部分，他們的間格距離為 1 mm，其

中接地金屬外殼背蓋的尺寸為 10050 mm
2，

會利用短路接地線與電路接地面連接，當作是

接地面的延伸；天線化金屬外殼背蓋的尺寸為

950 mm
2，則會與短路摺疊線(shorting folded 

strip)組成天線的本體。金屬背蓋與電路板間隔

了 0.4 mm 的空氣層，可作為短路摺疊線的佈

線空間與手機組裝時機殼與電路板間的間

距。短路摺疊線是一個 L 型的結構，A 點為天

線短路點，B 點為 50-Ω同軸傳輸線的饋入點，

C 點為晶片電容(CC)的植入點，D 點為短路摺

疊線與天線金屬機殼背蓋的連接點，其線寬為

1 mm，由 A 點到 D 點總長度(W1)為 15 mm，

在距離 D 點 0.2 mm 處做 90 ﾟ的彎折。可藉由

改變晶片電容的數值來微調天線的共振特

性，達到克服頻寬過窄與手握天線的效應，並

完成金屬機殼背蓋手機天線的設計。 

 

 
圖 3、金屬機殼背蓋手機天線結構。 

3.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圖 4 為不同晶片電容數值(CC)對本文天線

的反射係數的量測值，由圖中可知，此天線的

頻寬較為狹窄，無法完全涵蓋 LTE-700 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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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藉由植入不同數值的晶片電容時，確實

能有效改變其共振特性，而且電容值越高時，

操作頻率會越低，當不加晶片電容時(without 

CC)，此天線的中心頻率為 0.76 GHz，當加入

的晶片電容 CC = 0.5 pF 時，此天線的中心頻率

為 0.75 GHz，最後，當加入的晶片電容 CC = 1 

pF 時，此天線的中心頻率為 0.69 GHz，因此藉

由晶片電容數值的微調，可將將本文天線的操

作頻率有效擴增。接著我們將針對本文天線的

設計概念做詳細的探討。 

0 0.5 1 1.5 2 2.5 3

Frequency (GHz)

-20

-15

-10

-5

0

S
1
1
 (

d
B

)

CC = 1 pF

CC = 0.5 pF

without CC

VSWR = 3
0.75

0.760.69

 
圖 4、不同晶片電容數值對本文天線的反射係

數的量測值。 

 

首先，我們將利用 ANSOFT HFSS 模擬軟

體做天線結構演進的分析，本文天線結構的演

進示意圖如圖 5，其中 Ref 1 為傳統具有天線淨

空區的手機天線設計，其餘天線設計已將天線

淨空區移除，並以手機金屬機殼作為天線本

體，以達到最小的手機空間設計。Ref 2 是不含

短路摺疊線的手機天線設計，亦即直接將饋入

信號連接到金屬機殼上。Ref 3 則是僅加入短路

摺疊線的手機天線設計。Ref4 則是加入短路摺

疊線與 1 pF晶片電容的手機天線設計。如圖 6

為上述各式演進天線的反射係數的模擬數

值，由圖中可知，具有天線淨空區的 Ref 1 天

線具有極寬廣的操作頻寬，然而卻會占用手機

寶貴的空間。Ref 2 因為移除了天線淨空區的設

計，因此雖然共振頻率相似，但是操作頻寬卻

明顯降低很多，而且操作頻率偏離 LTE-700 頻

段甚遠。Ref 3 的操作頻率會因為加入了短路摺

疊線，其操作頻率會明顯的下降至我們想要的

頻率範圍。Ref 4 則因為再植入了 1 pF的晶片

電容，因此操作頻率會略為下降。 

 

 
圖 5、天線結構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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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各式演進天線的反射係數的模擬數值。 

 

接著，我們將針對短路摺疊線的長度(W1)

對本文天線共振的影響做詳細探討，圖 7 為

W1 為對本文天線之反射係數的模擬值，其中

晶片電容的數值為 1 pF，W1 的設定範圍為 10 

mm ~ 25 mm。由圖中可知，W1 的長度越長，

操作頻率越低，其阻抗匹配的特性僅略為改

變。W1 = 10 mm 時，在最短的長度下，低頻

帶操作頻率範圍為 0.86 ~ 0.89 GHz，比預期的

LTE-700 頻帶略高。W1 = 15 mm 時，已達到我

們所設定的頻帶範圍，其值為 0.80 ~ 0.83 

GHz，藉由晶片電容的補償，可將其操作頻率

調整至 LTE-700 頻帶上。W1 =20 mm 或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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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阻抗匹配特性大致相同，但操作頻率會

隨著長度的增長而降低，會超過我們所設定的

範圍，所以本文選用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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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W1 參數對本文天線之反射係數的模擬

數值。 

 

接著，我們將探討手握效應對本文天線的

影響，圖 8 為手握效應對本文天線之反射損耗

的測量數據，其中 without hand 是指沒有手握

效應的測量數值，near by hand 是指手部靠近天

線約 1 cm 時的測量數值，hand touch 是指手掌

直接放在天線上的測量數值。由圖中可知，手

握效應會造成本文天線的操作頻率會往低頻

偏移的現象，因此是可以利用減低晶片電容的

數值達到反向修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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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手握效應對本文天線之反射係數的量測

值。 

 

因為本文天線之反射損耗的測量值與模擬數

據極為近似，再者，受限於實驗量測設備的限

制，本文的輻射場型及天線增益將以模擬數據

來呈現，圖 5 為本文天線的模擬輻射場型，操

作頻率在 0.77 GHz，其中 E_Phi_CC = 1 pF 為

晶片電容 CC = 1 pF 時，方向的電場分量，

E_Theta_CC = 1 pF 為晶片電容 CC = 1 pF 時，

θ方向的電場分量，E_Phi_w/o CC 為不加晶片

電容時，方向的電場分量，E_Theta_w/o CC

為不加晶片電容時，θ方向的電場分量，由圖

中可知，當加上 1 pF 的晶片電容時，天線增益

會稍微下降，這是因為加上晶片電容後，使天

線的 Q 值會增加，造成輻射效率會下降的現

象。模擬計算此 0.77 GHz 的輻射場型(x-y 

plane、x-z plane、y-z plane)，由圖中可以看出

本文天線操作在 0.77 GHz 時，在 y-z plane 上，

具有良好的全向性(omni-directional)輻射場型。 

 

0

45

90

135

180

225

270

315

0

0

-10

-10

-20

-20

-30

-30-40

E_Phi_CC = 1 pF

E_Theta_CC = 1 pF

E_Phi_w/o CC

E_Theta_w/o CC  
(a) x-y plane 

 

-90

-45

0

45

90

135

180

225

0

0

-10

-10

-20

-20

-30

-30-40

E_Phi_CC = 1pF

E_Theta_CC = 1pF

E_Phi_w/o CC

E_Theta_w/o CC  
(b) x-z plane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364 AIT / CEF 2015



-90

-45

0

45

90

135

180

225

0

0

-10

-10

-20

-20

-30

-30-40

E_Phi_CC = 1 pF

E_Theta_CC = 1 pF

E_Phi_w/o CC

E_Theta_w/o CC  
(c) y-z plane 

 

圖 9、本文天線的模擬輻射場型，操作頻率 0.77 

GHz。 

4. 結論 

我們提出一種新穎的設計方法實現金屬機

殼背蓋式 LTE 手機天線的設計，他利用手機金

屬機殼、短路摺疊金屬線及晶片電容，實現

LTE-700 手機天線的設計。其中，先利用部分

的金屬機殼當天線輻射體，再藉由短路摺疊金

屬線的運用，有效降低操作頻率，最後利用晶

片電容來微調操作頻率。由實驗得知，藉由晶

片電容的微調，此天線的操作頻率可涵蓋 698 ~ 

787 MHz 的 LTE-700 操作頻段。由於金屬機殼

天線結構簡單、製作容易，並且大量減少手機

內部的空間，因此，本文金屬機殼背蓋式手機

天線設計極具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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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設計 

 

 

 

 

 

摘要 

本文介紹一種應用「金屬蜿蜒」與「晶

片電感」整合技術所設計的縮小化五邊形偶

極天線。此天線在對稱五邊形偶極天線上，

反對稱地各植入 5 個槽線，形成一蜿蜒的偶

極天線結構，從模擬數據可知，此蜿蜒偶極

天線已具有明顯的降頻特性；最後在適當蜿

蜒處，植入 SMD 晶片電感器，可以進一步降

低其最低的操作頻率，達到最佳的縮小化偶

極天線設計的目的。從實驗數據可知，此整

合設計技術可將對稱五邊形偶極天線(參考

天線)的最低操作頻率由 1.904 GHz (以電壓

駐波比等於 3 來定義) 降低至 0.676 GHz，其

頻率的下降率達 36%，亦即天線的長度可縮

減 2.8 倍。此天線具有雙頻操作的特性，低頻

帶中心頻率(0.688 GHz)的天線增益約為-6.6 

dBi，高頻帶中心頻率(1.455 GHz)的天線增益

為 0.743 dBi。 

 

關鍵詞:金屬蜿蜒、晶片電感器、偶極天線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compact pentagon 

dipole antenna design which uses a novel 

integrated technique with "metal meandering" 

and "chip inductor". To begin with, a compact 

dipole antenna with a metal meandering 

structure can be implemented by 

anti-symmetrically inserting five slits into the 

microstrip patch of the symmetrical pentagon 

dipole antenna (reference antenna). The 

simulated data show that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of this compact meandering dipole 

antenna can be reduced obviously. Second, a 

SMD chip inductor is implanted into the 

appropriate folded place of the meandering 

lines, the lowest operating frequency of this 

antenna can be further reduced and an optimal 

compact dipole antenna, compact pentagon 

dipole antenna, can be achieved. From the 

measured results we can find that the lowest 

operating frequencies of the reference antenna 

and the proposed antenna are 1.904 GHz and 

0.676 GHz, respectively, which mean the 

decreased rate of the lowest operating 

frequency between reference antenna and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about 36%; that is, the 

reduced rate of the antenna length between 

reference antenna and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about 2.8 times. The proposed antenna has two 

lower operating band and the antenna gains of 

the central frequencies of these two bands 

(0.688 GHz and 1.455 GH) are -6.6 dBi and 

0.743 dBi, respectively.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ntenna gai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dipole antenna. This is due to the reduced of the 

antenna size. 

 

Keywords: metal meandering, chip inductor, 

dipole ant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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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平面天線是屬於共振式的天線結構，受

限於金屬的邊界條件(法線向量的電流密度

須為零)，半波長偶極天線的長度約等於該操

作頻率之電波波長的一半，因此天線尺寸與

操作頻率的半波長成正比。 

然而，隨著無線行動裝置的盛行，如何

有效縮小天線的尺寸，已成為重要的課題。

目前常用的縮小化天線技術約有：1. 改變共

振方式：如單極天線設計及短路天線設計，

可將天線的共振模式由半波長共振轉為四分

之一波長共振，因此可有效縮減金屬輻射體

的尺寸[1]。2.金屬蜿蜒設計：利用蜿蜒的技

巧，在固定的天線面積下，有效地延展該天

線的電子長度[2-3]。3. 植入電抗性元件：利

用 LC 諧振的原理，有效降低該天線的操作

頻率，並達到縮小化的目的[4-5]。 

五邊形偶極天線因具有較大的金屬輻射

面積及三角形漸大的饋入機制，因此具有極

為寬廣的頻帶寬度[6-7]。因此我們希望能在

相同的天線面積下，減低操作頻帶寬度，但

以激發更低操作頻率為目標，達到縮小化天

線的設計。由上述可知，我們若能在五邊形

金屬輻射體中，適當的植入「金屬蜿蜒」與

「晶片電感」，當能達到縮小化的效能。從實

驗數據可知，應用此整合技術的縮小化五邊

形偶極天線可將原先五邊形偶極天線的最低

操作頻率由 1.904 GHz 降頻至 0.676 GHz，其

頻率的下降率達 36%因此天線的長度可縮減

2.8 倍。此天線最低頻帶的中心頻率(671 MHz)

的天線增益約為-6.6 dBi，雖然也跟著下降，

但是縮小天線尺寸的目的確實能符合預期。 

2. 天線設計 

圖一為本文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的結

構圖，此天線是設計製作在厚度為 1.6 mm 的

玻璃纖維(FR4)電路板上，電路板的相對介電

係數(relative permittivity, εr)為 4.4，正切損

耗為 0.0245。天線的尺寸如下：總長度(L)為

45 mm，總寬度(W)為 20 mm；輻射金屬的外

框是一個對稱五角形金屬板，金屬的切角(θ)

為 26.6 ﾟ，兩條金屬的間距(d)為 1 mm，分別

植入 5 個槽線(slit)，產生金屬蜿蜒的特性，

槽線的寬度(ws)為 1 mm，蜿蜒金屬的線寬

(wm)為 1 m，第一個槽線到饋入頂點的距離

(c)為 10.4 mm，蜿蜒處共形成 5 個彎折點，

分別為 p1 – p5，我在 p4 彎折點處，將連接金

屬改換為 33 nH 的晶片電感器(CL)；S 點與 G

點為訊號饋入點與接地點，在此處連接 50-Ω

的同軸電纜傳輸線，做為輸入信號的饋入，

並完成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的製作。 

 

圖一、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結構。 

3. 實驗量測與討論 

圖二為五邊形偶極天線(Ref 1)與本文天

線(Proposed)的反射係數測量值，因為本文屬

於高度縮小化的天線設計，可預期其頻帶寬

度會下降很多，因此我們選用 VSWR = 3 作

為可操作頻帶的定義。由圖中可知，五邊形

偶極天線確實具有極寬廣的頻帶，從 1.902 

GHz 開始，延伸超過 6 GHz 以上；然而本文

天線，卻僅能產生 2 個窄頻帶的低頻頻段，

分別為 0.676 – 0.699 GHz 及 1.102 – 1.508 

GHz。雖然低頻段的頻帶寬度較窄，但是最

低頻率卻降至 Ref 1 參考天線的 0.36 倍，因

此本文天線的長度可縮小 2.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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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五邊形偶極天線(Ref 1)與本文天線

(Proposed)的反射係數測量值。 

本文之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的縮小化

技術是利用槽線來產生金屬蜿蜒及植入晶片

電感，因此我們將針對這二個參數，做詳細

的探討。首先，我們將探討槽線對五邊形偶

極天線的操作頻率的影響，圖三是不同槽線

數量對天線反射係數的模擬數值，其中 SN0 – 

SN5分別對應到 0 - 5 個槽線，槽線數為 0時，

代表五邊形偶極天線(Ref 1)；槽線數為 1時，

代表僅保留 p1 的彎折點，其餘槽線完全用金

屬填滿；依此類推，槽線數為 n 時，代表僅

保留 p1 - pn 的彎折點，其餘槽線完全用金屬

填滿。由圖中可知，當槽線增加時，如預期

的其頻帶中心頻率會有下降的趨勢，會由 2.4 

GHz 下降至 1.07 GHz，但是增加到一定數量

時(槽線數量大於 3 以上時)，降頻的現象就會

趨緩。隨著頻率的下降，頻寬會變窄，天線

的阻抗匹配會劣化。如何再次降頻且提高阻

抗匹配將是我們要改善的問題，因此我們在

彎折處(p1 – p5)嘗試植入晶片電感器。 

 

圖三、槽線數對五邊形偶極天線的反射係數

的影響。 

 

接著，我們將探討不同數值的晶片電感

對天線操作頻率的影響，圖四為不同晶片電

感數值對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的模擬數值，

其中晶片電感的數值分別有 23 nH、30 nH、

33 nH、40 nH，由圖中可知，晶片電感的數

值越高，阻抗匹配會變得更好、操作頻率會

變得更低，然而，相對地其操作頻寬卻也會

變得更狹窄，因此本文選用 33 nH 的晶片電

感作為天線縮小化的設計參數。 

 

圖四、晶片電感值對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

的反射係數的影響。 

接著我們針對晶片電感的擺放位置對天

線操作頻率的影響做詳細探討，33 nH 的晶片

電感被安置在 p1 – p5 的彎折處，圖五為各個

晶片電感位置對天線反射係數的影響，由圖

中可知，晶片電感放置在 p4 時，在最低操作

頻率處可以得到最佳的阻抗匹配 (S11 = 

-10.44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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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晶片電感位置對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

線的反射係數的影響。 

 

圖六為測試值與模擬計算值的比對

(Ansoft HFSS)，由圖中可知，二者的趨勢極

為吻合，因此我們的設計得以驗證。 

 

圖六、本文天線反射係數的測量值與模擬

值。 

 

圖七、圖八分別為本文天線操作在 0.688 

GHz 及 1.455 GHz 時的輻射場型，由圖中可

知，測量數據與模擬數值極為相似，無論是

低頻段或高頻段，都具有半波長偶極天線的

輻射特性，亦即，在 zx 平面上具有近似全向

輻射的特性，在y軸上具有最小的輻射場型。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輻射金屬蜿蜒的原因，

其交叉極化的分量偏高，再者天線增益會降

低。 

(a). xy 平面 

 

(b). yz 平面 

 

(c). zx 平面 

圖七、本文天線在 0.688 GHz 的輻射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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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z 平面 

 

(c). zx 平面 

圖八、本文天線在 1.455 GHz 的輻射場型。 

 

圖九為測量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所得

的天線增益，低頻帶 (0.68 – 0.7 GHz)的天線

增益介於-0.82 ~ -0.58 dBi 之間，與標準偶極

天線的天線增益(~ 2 dBi)比較，此縮小化五邊

形偶極天線的天線增益明顯降低，主要的原

因在於天線尺寸的縮小率過高及輻射金屬蜿

蜒所造成的影響。高頻帶 (1.4 – 1.5 GHz)的

天線增益介於-1.1 ~ 0.72 dBi 之間，天線增益

略為降低，主要的原因在於天線尺寸相對於

操作波長而言，縮小率較低。 

 

(a). 低頻頻帶的天線增益 

 

(b). 高頻頻帶的天線增益 

圖九、縮小化五邊形偶極天線的天線增益。 

4. 結論 

我們應用「金屬蜿蜒」與「植入晶片電

感」的整合技術，成功地完成縮小化五邊形

偶極天線的設計。藉由此整合技術可將對稱

五邊形偶極天線的最低操作頻率由 1.904 

GHz(以電壓駐波比等於 3 來定義)降低至

0.676 GHz，其頻率的下降率達 36%，因此天

線的長度可縮減 2.8 倍。再者，由於天線尺寸

僅為最低操作頻率之波長(λ0 = ~ 443 mm)

的 10%，因此，可以預期的是此天線的天線

增益一定會有明顯地降低。也由於這種天線

設計技術具有極佳的縮小化特性，因此在小

型行動裝置商品上，極具有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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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ovel extended true-single-phase-

clock (E-TSPC) based divide-by-2 counter for 

low voltage and high performance applications is 

presented. By using pseudo n-MOS logic circuit 

technique, the proposed design successfully 

reduces clock loading and thus achieve both 

speed and power-delay-product performances. 

Post-layout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design can speed up over 1.9 times 

operation speed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E-

TSPC design.  

 
Keywords—E-TSPC, low voltage, frequencies. 

1. INTRODUCTION 

A high speed divide-by-2 counter is a 
fundamental module for FF (Flip-Flop). It 
operates at a higher frequency and thus draws 
significant power consumption [1].  
 In FF circuit designs, the extend true-single-
phase-clock (E-TSPC) based FF has been 
considered a popular choice for high speed 
applications [2-4].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TSPC designs, the E-TSPC design eliminates the 
transistor stacking structure to free all the 
transistors from the body-effect. The E-TSPC 
design is thus more sustainable in low voltage 
operations [5-6]. Due to E-TSPC to give 
simplified CLK/Data control at TSPC, thus there 
is a short-circuit current and static power 
consumption problem are generated. These 
problems can further reduce by using carefully 
adjust transistor size to ensure that the advantages 
obtained on high-speed and low voltage 
operation. 

The schematic of a conventional E-TSPC 

based divide-by-2 counter is shown in Fig. 1. 

When input signal CLK=0 will keep the last time 

state, it must be changed until the next CLK 

trigger. For example when CLK=1 and Din=1 it 

will get Lo output. Second when CLK=0 and 

Din=1, it still keep the last state. Third when 

CLK=1 and Din=0, it will change Lo to Hi, Thus 

successful achieve dive-by-2. 

In addition, due to E-TSPC have ratioed-logic 

circuit style i.e. CLK=1 and Din=0, there are 

short-circuit current situation as show in Fig.1.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circuit is correct operation, 

this circuit must be careful to adjust the transistor 

size to making node x0 can be got logic Hi in this 

situation. Thus, the conventional circuit can 

achieve a dive-by-2 operation. 

 
Fig. 1 Conventional E-TSPC based divide-by-2 

counter design. 

2. PROPOSED CIRCUIT DESIGN 

 
Fig. 2 Proposed divide-by-2 counter design. 

 

The MOS schematic of the proposed divide-

by-2 counter is given in Fig.2. The only different 

between proposed design and conventional 

design is that the second stage p-MOS now is 

controlled by Ground i.e. pseudo n-MOS logic. 

The loading of node x0 is successfully reduced, 

and thus the operation speed can thus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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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imulation waveforms of proposed design. 

 

 

(a) 

 

(b) 
 

Fig. 4 Simulation waveforms of both designs operate at maximum operation-frequency@600mV. (a) 

Conventional E-TSPC design@570Mhz. (b) Proposed design @1090MHz. 

 

The principle of the proposed design 

operation as show in Fig.3, First, when CLK=0, it 

will maintain the input of previous level. Second, 

when CLK=1, Din=1 and node x0. It will get Lo 

inputs. But the middle of inverter’s transmission 

x1=1 will get Lo output. Third, when CLK=0 and 

Din=1, it will get Lo output for CLK=0. On the 

other hand, when CLK=1 and Din=0, it makes 

x0=1 and x1=0 gets Hi output. Finally, when 

CLK=0 and Din=0, the propose design will 

maintain Hi output of the previous level. In 

conclusion, the function properly is designed by 

all of these proo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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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MULATION RESULTS 

To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oposed design post-layout simulations on 

both divide-by-2 designs were conducted to 

obtain their performance figures. The target 

technology is the TSMC 180-nm CMOS 

process technology. All designs are further 

optimized subject to the trade-off between 

power and delay, i.e., minimizing the product 

of the two terms. . To mimic the signal rise and 

fall time delays, input signals are generated 

through buffers. Considering the loading effect of 

the FF to the previous stage and the clock tree, 

the power consumptions of the clock and data 

buffers are also included. The output of the FF is 

loaded with a 5.6fF capacitor. An extra 

capacitance of 3fF is also placed after the clock 

buffer.  

Fig.5 shows the curves of operation speed 

versus supply voltage. The operation speed 

values of proposed design are the biggest in both 

designs. For example, the highest operation 

frequency of proposed design and traditional 

design is 1.1 GHz and 0.57 GHz when the supply 

voltage is 0.6 V. When the supply voltage raise 

from 0.6V to 0.9V, it shows the traditional design 

is 2.28 GHz but the proposed design highest can 

reached up to 4.3GHz. Thus, the proposed design 

won’t affect the performances by changing the 

supply voltage.  

Table.1 summary detail simulation data (TT 

corner) including total transistor-count, layout-

area, maximum operation frequency and average 

power consumption (at maximum speed) of both 

designs. Owing to the enhancements in the 

proposed design, the area is 8% less than 

conventional design. The power-delay-product is 

also reduction as well (21.3%). Finally, the 

layout schematic of both designs is shown in 

Fig.6. 

 

 
Fig. 5 Supply voltage versus operation speed. 

 

Table.1  

Simulation results and features (TT)@600mV 

Divide-by-2 Counters Conventional  Proposed 

# of Transistor-Count / 

Area (μm2) 
6/54.91 6/50.38 

Max. Frequency (GHz) 0.57 1.1 

Average Power (μW) 3.84 5.75 

Power-delay-Product(fJ) 6.7 5.27 

 

                                             
(a)        (b)                                       

 

Fig. 6 Layout schematic, (a) Conventional E-TSPC. (b) Propos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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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CLUSIONS 

A novel divide-by-2 counter design consisting 
of E-TSPC FF and simplify the clock loading is 
presented. Post-layout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against 
existing best E-TSPC FF design for low voltag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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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一發光二極體實現顯示/光感測設計 

 

 

 

 

 

 

 

摘要 

光線感應裝置在 3C產品中被廣泛當作開

關使用。但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數的做法大多是

採用光敏電阻或是光二極體進行實現導致額

外增加成本和功率消耗。 

本論文提出一個全新的電路設計，主要的

想法是僅利用目前市面上設備現有之 LED 指

示燈實現光線感應和顯示之功能。主要的概念

乃是利用 LED(發光二極體)除了本身發光的能

力外並具有些微感光之能力。因此，本論文提

出一設計允許只用一個無需任何額外費用的

LED來實現顯示和感應的功能。 

關鍵詞: LED、單晶片、光感測、數位類比轉

換器、光電效應 

Abstract 

Lighting-sensor as a control switch is widely 

used in many 3C applications. However, most of 

the current practice is to use the common 

photo-resistor or lighting-diode to achieve this 

function leading to extra cost and power 

consumption. In this work, a newly design i.e., 

conventional LED (Lighting-Emitting-Diode) as 

lighting-sensor is presented. The main idea is 

only use currently existing equipment's LED to 

achieve both emitting and lighting sensitive 

functions due to LED weak photo-sensibility. 

Therefore, the proposed design allows us to use 

only one single LED to accomplish the function 

of indication and sensing without any extra cost. 

Keywords: LED, MCU, ADC, Photoelectric 

Effect 

 

1. 前言 

開關不管在過去、現在乃至於未來科技產

品設計中都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輸入裝置，而開

關的演變也從以前機械式實體按鈕經由科技

的進步慢慢演進為非實體按鈕。而非實體按鈕

分為觸控式和感應式這兩種類型，觸控式目前

主要常見的分為電阻式和電容式這兩種；感應

式目前常見的分為紅外線感應和光線感應，而

光線感應的部分主要是利用光敏電阻和光二

極體。但不管是實體按鈕或是非實體按鈕在設

計上都需額外保留空間，使在外觀的設計上以

及硬體面積的節省下都造成困難。 

然而一個科技品中不僅僅只有輸入設備，

大多數都會含有ㄧ或多個輸出指示設備，而發

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 LED)是目前科

技產品中最常被使用當作各種狀態功能之指

示輸出設備，藉由各種不同的數量、顏色和形

狀作表示設備各種不同的狀況。 

故本論文利用光電效應在 LED 產生之電

壓再透過類比數位轉換器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轉換成數值經由微處理器

(Micro Processor Unit, MPU)進行數值判斷的方

式完成使用單一 LED 達到同時擁有指示和感

應式按鈕之輸入輸出設備，使之不僅能大幅節

省設備成本開銷亦能減少硬體設備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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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前技術 

 

Fig.1 a) Normal use of an LED, b) Reverse biased LED, c) Circuit for light sensing 

 

Fig.2 [1]所提出之電路流程圖 

文章所提出之方法主要觀點如 Fig.1 是利

用當 LED逆向偏壓時 LED內會有一漏電流產

生，而此漏電流大小會因為環境光線的不同而

改變，當光線越大時會產生較大的漏電流。 

而整體之動作如 Fig.2，先將 LED 給一逆

向電壓(腳 A為接地，腳 B為+5V)，然後將腳

B設為高阻抗輸入，剛開始腳 B所得到邏輯 1

之值，但因漏電流放電之關係，當腳 B之電壓

低於
 

 
   時腳 B所得到之邏輯準位為 0，而從

邏輯準位由 1轉變為 0的時間經由計數器計算。

由於漏電流的大小會跟光線強弱有關，故當遮

蔽 LED 時邏輯準位改變之時間會大於沒有遮

蔽的時間，以此放電時間之差異來判斷 LED是

否被遮蔽。 

 

Fig.3 Prototype LED input/output device 

但此種方法會因為環境因素而造成不穩

定，例如當環境光線太暗時，會無法正確判斷

是否是因為遮蔽或是環境光線太暗而造成漏

電流降低，故作者最後是使用矩陣 LED如 Fig3，

並將其中一 LED 當作感應 LED，而附近其他

LED當作補光燈，其用途是當進行感測時會亮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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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感測 LED沒被遮蔽時，補光 LED產

生的光線會因為沒有反射物體的關係而無法

進入感測 LED，此時漏電流會較小放電時間較

慢；而當感測 LED被遮蔽時， 補光 LED產生

的光線會因為物體的反射進入感測 LED，此時

漏電流會較大放電時間較快，依此方法才能使

整個系統穩定，但使用此方法會大幅增加產品

成本以及硬體空間浪費。故本論文希望提出一

個新的方法來改善此種做法 

3. 所提出之技術 

本論文是利用光線照射在金屬時使其發

出電子的物理效應稱之為光電效應，當照射在

金屬之光線越多時所得到之電壓值越大，反之

當照射在金屬光線越少時則所得到之電壓越

小。而由於 LED之外觀包裝為透明因此可適用

光電效應產生電壓且 LED 可發光作為一指示

元件，故適合做為同時具有感測按鈕以及指示

之輸入輸出元件。 

臨界值  未遮蔽電壓數值 靈敏度   

未遮蔽電壓數值為當 LED 藉由環境光線

照射進 LED 半導體金屬時因光電效應在兩側

金屬產生一定的電壓，並再將所產生之電壓經

由ADC轉換成數值傳輸給MPU進行處理以及

判斷；靈敏度是依據不同產品需求設定的值，

此值不僅僅會影響整體設備對於光線感應之

靈敏度，也會影響使用者對於設備遮蔽偵測之

距離；臨界值為一提供給 MPU 進行判斷目前

LED是否被遮蔽之基準值，此值代表是目前為

遮蔽時環境之電壓，如當 LED感測得到之值小

於臨界值時，則表示目前 LED是處於被遮蔽之

狀況，反之大於臨界值則為未被遮蔽之狀況，

藉由判斷感測電壓值與臨界值相比之大小得

知 LED 現在是否是處與被遮蔽或是沒有遮蔽

之狀況。而此臨界值會隨著裝置環境光線改變

而增加或減少，而經過本論文多次實驗後，得

知每 0.1 秒後再進行重新偵測修正臨界值是最

穩定做法。 

所提之技術動作如下，系統一開始會先使

用 LED制定出臨界值，使整套系統可以在最穩

定狀況下使用，接下的每 0.1 秒會再次重複此

動作。接下來電路會持續切換成兩種不同狀態，

分別為感測輸入狀態以及指示輸出狀態。 

當電路狀態為指示輸出狀態時，此時腳 A

為一數位輸出狀態腳 B為接地端，此時由於腳

A為一數位輸出腳故可以使LED呈現亮或暗，

使 LED可當作一狀態指示元件。 

當電路狀態為感測輸入狀態時，此時腳 A

為一類比輸入腳位腳 B為接地，此時環境光線

會進入 LED 內之半導體金屬會因光電效應之

關係產生電壓，再經由 ADC 轉換成數值經由

MPU 判斷後如數值高於臨界值則判斷為未遮

蔽，而如果所得到之值小於臨界值則判斷為遮

蔽。但為了增加電路的穩定性，本論文經由多

次實驗得知，完整判斷成一次遮蔽須連續得到

三次小於臨界值才能使電路達到最穩定且即

時之狀態。 

 

Fig4.傳統方法示意圖 

 

Fig5.所提出之方法示意圖 

由 Fig.4與 Fig.5相比得知，本論文所提出之方

法僅只需一MPU與一 LED就能完成輸入與輸

出之功能，目前科技產品大多都是使用 MPU

進行各項動作之控制因此本論文所提出之方

法能大幅減少因使用額外感測元件之成本，而

物聯網觀念的崛起造就穿戴式產品的盛行，本

論文所提出來之方法可以大幅減少設備之硬

體面積以利於設計各項科技產品使之更適合

穿戴。 

LED as simple displays MPU

Tradition 
photo-components

INPUT

OUTPUT

MPU
INPUT

OUTPUT

LED as photo-components

LED as simple dis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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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種感測方法之正確動作 

4. 實驗結果 

實驗工具：Arduino UNO 實驗板 , GE012 

LX-1010B(數位式電子式照度計) 

本論文採用 Arduino UNO 實驗板進行程

式撰寫實現[1]所提出之方法與本論文所提出

之方法，而在光線控制的部分是在實驗室經由

可控制光線檯燈進行調整，並且經由數位式電

子是照度計進行測量。 

由表 1.實驗結果得知[1]所提出之使用單

一顆 LED進行感測時，在大約 200Lux時將會

產生不穩定，也就是 LED會持續地閃爍，而其

提出之 Arrays LED 方法雖然可以改善使用單

一顆 LED之穩定度不足的部分，但卻會大幅增

加硬體使用面積。而本方法不僅在穩定度部分

與 Arrays LED相同，而在消耗的硬體空間部分

因為是採用單一顆 LED進行動作，故其消耗面

積將可大幅減少。 

5. 結論 

因應物聯網時代的來臨，各家廠商對於穿

戴式產品研發都極為的重視，而低功率消耗以

及擁有極小的硬體面積是穿戴式產品最為重

視的環節。 

本論文所提出之技術，讓原本在產品上用

於指示之 LED增加感測光之功能。而所提出之

方法不須增加新的元件，只需程式撰寫的修改

即使 LED可以獲得額外的感測功能，不僅能增

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也可以使產品的製造成本

大幅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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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mart hom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Z-Wave wireless 

transmission and mobile devic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to realize electronic lock 

control remotely. We use the Raspberry Pi as 

a smart home controller. The mobile devices 

access the control system using IP via LAN or 

WAN. The control system uses the DDNS, 

which is provided by NO-IP, to map the 

dynamic IP at home to domain name. Then, 

the dynamic IP can be analysed. As result, the 

control system can achieve to remotely 

control the electronic lock functions via 

Z-Wave wireless transmission. 

 

Keywords—smart home, Z-Wave, Raspberry 

Pi, DDNS, remote control 

1. INTRODU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emand of people in the home 

environment is increasingly high. The demand 

for modern people is not only to construct an 

electronic home environment, but also to 

achieve the concept of smart home [1].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ising of the smart phone 

penetr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ideas of remote home 

control were 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home is gradually important, and many 

manufacturers have introduced smart home 

products. Most smart home systems consist of 

three parts, which are network, control devices 

and home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in smart 

home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We use the 

Raspberry Pi, which is an embedded system, as 

the control system to remotely control the 

equipment in home environment. 

Raspberry Pi is a single board computer based 

on the Linux system, and its size is similar as a 

credit card [2]. We use the board of raspberry pi 

which is B version and contains a Broadcom 

BCM2835 700MHZ ARM architecture 

processor with 512MB memory, an Ethernet, 

two USB interfaces, HDMI video output and SD 

card as storage media, as shown in Fig. 1. On the 

other hand, we use the Z-Wav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between the control system and 

electronic lock. Z-Wave is 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protocol designed for home 

automation [3]. The characteristic of Z-Wave 

communication chip is that it can be always at 

the dormant state, so that the power 

consumption is very low. It can provide the 

longer battery life for devices, thus makes the 

Z-Wave chip suitable for implementing a home 

automation system. There are two main bands, 

one is 868.42MHZ (for Europe) and the other is 

908.42MHZ (for the US), as shown in Fig .2. 

 

 
Fig .1 Raspberry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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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module of Z-Wave 

 

In this study, we build a web server in 

Raspberry Pi and programming a control web 

page for controlling the electronic door lock by 

the web server. The user can use the smart 

phone or tablet, and access the control page in 

web server through our application program. 

Thus, the user can control the electronic lock by 

this control page. The majority of home Internet 

use dynamic IP, so we use the dynamic domain 

name system (DDNS) provided by NO-IP to fix 

a domain name. Then the domain name is 

mapping to server’s dynamic IP. Consequently, 

the user’s mobile device can connect to the 

control system by local area network (LAN) or 

wide area network (WAN) environment. 

2. THE CONCEPT OF SMART 

HOME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home have evolved 

into smart home. With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phones and the Internet, the smart home 

technology is also growing fas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many researches for smart home 

have been proposed. The smart hom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which are controlling device, 

network and home automations. These 

equipments were connected by network, and 

then becom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n IOT, 

the communica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ings and people, and between things 

themselves [4], [5]. The smart home is mainly 

through control system to manage and 

automatically control the home appliances. Then, 

we can achieve the home security, convenience 

and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comfortable 

living life. In smart home environment, the 

control system and the home devices are 

connected by way of the wired or wireless 

network. The user sends commands to the 

control system and the home devices can be 

automatically controlled. 

3. THE ARCHITECTURE OF SYSTEM 

 
Fig. 3 The architecture of system 

 

Since the user may be in a LAN or WAN 

environment, we designed the control system for 

the LAN and WAN, as shown in Fig .3. The user 

can use mobile device to control the electronic 

lock at home or outside. In the LAN, users who 

used mobile devices can connect to control 

system via Wi-Fi, and the control system 

through Z-Wave send the command to the 

electronic lock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control 

in LAN environment. In WAN, the system was 

designed that the user can use the 3G network to 

link the control system through the domain name 

which is provided by the DDNS. Via Z-Wave, 

the control system sends the command which 

was sent from user to the electronic lock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control in WAN 

environment. 

4. TH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In the system, we installed the Z-Wave 

module on Raspberry Pi that Raspberry Pi can 

communicates with the electronic lock via the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such as 

Z-Wave. Because the current Internet protocol 

(IP) still uses IPv4 and most addresses provided 

by IPv4 have been used,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ovide a static IP address for each control 

system [6]. We fixed a domain name which is 

provided by NO-IP and transplanted NO-IP to 

Raspberry Pi for mapping the dynamic IP that 

the dynamic IP can be analysed. We installed the 

apache which is http server to build a web server 

in the Raspberry Pi and established a program 

for control web page. In the control page that we 

programming the functions to open and close the 

lock. In additions, the user can input the date, 

time and unlock password so that the control 

system will set the password of the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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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ally when the time is reached for user. 

We simulate an application scenario that the 

administrator of control system can set password 

to the lock and made it available to a designated 

person who can input the given password on the 

electronic lock keypad to unlock the door. If a 

few days or even months later, the administrator 

did not admit this person to unlock this 

electronic lock. The administrator can reset the 

time and password so that the control system can 

automatically change the password to unlock the 

electronic lock. Then, the pre-allowed person will 

no longer be allowed to unlock the electronic lock. 

Consequently, we completed a smart control of the 

electronic lock by network. 

In the user side, we use PhoneGap which is a 

cross-platform framework in the Eclips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o develop a smart 

phone application APP, as shown in Fig .4. The 

user is able to access the control page for remote 

control easily with this smart phone application. 

These devices can be connected by the Wi-Fi in 

LAN at home or the 3G network in WA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APP, we can access the 

function page and control system to control the 

electronic lock. Using the control page transfer 

command to the control system by the POST 

method of HTTP protocol, the control system 

receives the command from user, and then the 

control system send control commands to 

electronic locks to complete the functional by 

Z-Wave. 

 

 
Fig. 4 The control page on mobile device 

5. CONCLUSION 

This paper studies to use Raspberry Pi as a 

control system. In addition, the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uses Z-Wav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smart electronic locking system. 

The system fixes a domain name which was 

provided by NO-IP that the dynamic IP of 

Raspberry Pi can be analysed to offer the user 

applying the control system not only in LAN, 

but also in WAN. We developed a control page 

and smart phone application for user to access 

the system to achieve the remote controlling. 

Consequently, the electronic lock system will 

become smart. In future, we will combine more 

appliances into the system. Thus, the home 

control system will become sm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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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系統特色是在利用「CMS」的概念

進行網站前端的版面配置、內容的編輯以

及後端的系統管理，讓企業在節省軟硬體

成本下，進行網站的所有管理。其內容包

括「全站設定」、「會員管理」、「文章

編輯」及「模組管理」四大部分，其中除

了「全站設定」專屬於管理者使用外，其

餘皆可做權限配置的動作，便於企業內部

不同層級方便管理。「會員管理」可記錄

會員申辦順序、基本資料及網站可觀看內

容權限設定，且可對會員內容進行編輯修

改，「文章編輯」可於後端系統管理區，

進行網頁中文章方面的內容編輯，而「模

組管理」可在系統後端對前端網站頁面進

行版面配置，可自由化添加或刪除模組區

塊，並且於線上提供許多制式化模組，可

供使用者做選擇使用，在模組區塊內也可

進行文字編輯，並可放置圖片及影音檔，

模組系統仍有權限管理可為不同階層使用

者做不同的管理及會員中不同全縣之會員

可觀看網站內容。 
本論文以 UML 為塑模工具輔助系統分

析與設計，依照使用者需求進行系統設計

，從中了解系統的功能規模及流程及可能

面臨的問題，藉此快速解決問題。 
 

關鍵詞：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網站內容

管理系統 
 

Abstract 
A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 

is a system used to manage the content of a 
Web site. The features of a CMS system 
can build, organize, manage and publish 

content for websites, blogs, Intranet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CMS)-based web site using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  in 
order to help develop the integrity of the 
system. 

 
一、緒論 
      隨著網絡應用的快速多元發展，許多網

站大多無法迅速跟進大量訊息衍生及業務

模式變革的腳步，常常要花很多時間、人

力和物力來處理更新及維護工作；當遇到

網站擴充的時候，整合內外網及分支網站

的工作就變得更加複雜，甚至需要重新架

設網站；如此下去，用戶始終在一個高成

本、低效率的循環中升級、整合；對於網

站建設和信息發佈人員來說，他們最關注

的就是系統的易用性和功能的完善性，因

此對網站建設和信息發佈功能提出很高的

要求並能有效管理網站訪問者的登入權限

，使內部網路數據庫不受攻擊，保證網站

的安全穩定，免於用戶的後顧之憂。面對

複雜的市場環境，企業必須提供快捷的因

應策略，一套專業的內容管理系統（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CMS

）應運而生來有效解決用戶網站建設與信

息發佈中常見的問題和需求。企業單位開

始意識到內容管理的重要性，因為企業可

以透過 CMS 能對公司各種運作流程、訊息

數值進行有效地產生、儲存、管理、增值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383 AIT / CEF 2015



 

和再利用，進而改善組織的運行效率以提

昇企業競爭能力。 

     CMS 的目的是把非結構化的訊息出版到

intranets 、 extranets 和 ITE(Internet 

Trading Exchanges)，而用戶可以檢索、使

用、分析和共享，商業智慧系統(BI)側重於

結構化數據的價值提取，而內容管理則著

重於企業內部和外部非結構化資源的戰略

價值提取。CMS 的功能不只限於文本處理

，還可以處理各種媒體如圖片、動畫甚至

電子郵件檔案。Gartner Group [1]認為內容

管理應該包括企業內部內容管理、Web 內

容管理、電子商務交易內容管理和企業外

部網 (Extranet)信息共享內容管理等，而

Merrill Lynch 的分析師認為內容管理應著重

於企業員工、企業用戶、合作夥伴和供應

商中獲得非結構化信息的處理過程。 

CMS 可分成後端內容管理管理系統

、整合 Portal 入口資訊系統和前端的發佈

管理系統。此外 CMS 具有許多以模板為基

礎的設計，“網站模板與網站程序完全分

離＂和“模板方案＂是目前 CMS 的主流設

計特點，讓網站的模板設計與程序徹底分

開，可加快網站開發速度和減少開發成本

。而此系統後台管理方便、易用、人性化

的操作方式，並創新採用書籤式管理的

Web 界面，切換畫面方便以節省使用者和

瀏覽者的時間，且所見所得編輯的功能可

以在系統裡直接進行文字的排版處理，並

可以線上直接對圖片進行簡單處理，系統

支援崁入 Flash、音頻、視頻、超連結及特

殊字符等功能。 

有鑑於 CMS 強大的網站管理、發布與

維護的特性，以開發一個有彈性的 CMS 系

統為標，本論文研究目的如下: 

（1）以統一塑模語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為工具建構網站內容管

理系統模型以有助於系統開發。 

（2）提供系統在開發時所需考慮到的問題

，以助於系統開發的完整性。 

 

二、文獻探討 
隨著內容管理系統的不斷發展，其功

能變得越來越複雜，用戶開始意識到這些

系統不僅局限於發佈於一些網站內容，還

有更大的發展潛力在等待挖掘。為了滿足

客戶的不斷變化的需求，內容管理系統也

正在發生這變化，從中創造了新的發展趨

勢。們根據現在市場上較有名的網站內容

管理系統針對 Php+Mysql 開發、多樣化模

板、支援多種語言、支援手機平板軟體、

權限系統、檔案下載系統、嵌入影片、需

下載程式安裝、電子報發送等功能做研究

比較(如表 1 知名網站內容管理系統功能比

較)，判斷此系統未來趨勢及觀察其系統主

要之工作。如下： 

 
表 1.知名網站內容管理系統功能比較 

                               CMS 
功能 Joomla Xoops Top Cayin SiteServer 

I See 
Markets 

Php+Mysql 開發 v v v 雲端 STL 語言  

多樣化模板 v v v v v v 

支援多種語言 v v     

支援手機平板軟體 v  v  v v 

權限系統 v v v  v v 

檔案下載系統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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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入影片 v v v v   

需下載程式安裝 v   v   

電子報發送 v     v 

       

2.2 系統分析方法論 
在系統開發的過程中，系統分析與設

計扮演了極重要的角色，不論是新舊系統

的銜接，或不同系統間之跨平台需求，完

整的分析與設計文件皆能使系統開發與維

護的相關人員迅速且清楚地了解現有系統

之目標與限制、可完成之工作內容、作業

時主要的資訊傳遞、介面元件的設計與所

使用的資料等。系統分析的工作大概分為

下列幾個步驟：需求確認  (Requirement 
Determination)、需求分析  (Requirement 
Analysis)、評估各項可行方案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s) 

完 成 系 統 需 求 規 格 書  (System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s)。 

結構化分析使用一連串的流程模型，以

圖形來描述一套系統。以流程為主體，側

重於資料轉變為有用的資訊流程，也稱為

流程中心法 (process-centered technique)。

結構化分析焦點放在如何將問題分解成為

一群處理。對於每個處理，如果其執行邏

輯還是很複雜，可以再將它分解成為更小

的處理。依此類推下去。對於資料的態度

也是如此。然而資料與處理基本上是息息

相關的，因此有了物件導向技術的發展。  

物件導向之分析與設計是新興的系統

分析與設計技術，且有越來越受歡迎之趨

勢 。 Rational Software(1994-1995) 請 來

Grady Booch, Jim Rumbaugh 以及 Ivar 
Jacobson 共同發展出一套以物件導向為主

的統一塑模語言(UML –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並於 1997 年將研究成果送交

物 件 管 理 聯 盟 (OMG –  Object 
Management Group)審理。OMG 在 1997
年 11 月正式通過並且接受 UML 為物件導

向開發的標準塑模語言。UML 開啟了物件

導向系統開發的新紀元。不像結構化技術

是將企業流程與資料分開處理，該技術是

將企業流程與資料封裝成物件。此外，物

件導向之另一特徵是繼承的概念，也就是

當物件類別之層級結構被建立時，低層物

件可繼承高層物件之性質，以減少因需求

改變而造成相關程式之修改。物件導向技

術常用的塑模工具為統一塑模語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包含常用的圖

形 工 具 ， 如 使 用 個 案 圖 (Use Case 
Diagram)、循序圖(Sequence Diagram)、
溝通圖(Communication Diagram)、活動圖

(Activity Diagram)、狀態圖(State Machine 
Diagram) 、 互 動 概 觀 圖 (Interaction 
Overview Diagram)等等。 
 

三、CMS 的 UML 系統分析設計 
 
3.1 功能性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 

此系統是為了避免受限於硬體軟體的

規格需求而衍伸的文章管理技術訂定下列

目標： 
 
A.身分驗證： 

    利用身分的權限、讓使用者輸入帳

號密碼驗證身分，使用者可以更加安心的

使用此平台。也讓公司不需額外擔心資料

流失而造成公司損失，使公司不需額外花

費一筆資料管理費，達到減少成本又安全

功用。 
 
B.全站設定： 

     一個系統必須要有最高權限的人來

主導網站發佈，而使用這個網站的人又有

誰有權力來使用，使用的權限到哪裡，就

是經由這邊來設定，網站設定主要設定有

網站名稱、網站離線時需要顯現甚麼訊息

、網站 Meta 說明、搜尋引擎優化設定、

Cookie 設定，這些設定依據權限者依自己

喜好設定。 

 
C.會員管理： 

     會員管理系統是指企業用於對會員

進行有效管理的資訊系統。通過這套系統

企業就可記錄所有會員的基本資料並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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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的興趣愛好、消費特點、意向需求等

；同時針對會員的需求提供優質的個性化

服務；會員管理系統還能為企業產品開發

提供可靠的市場調查數據，是企業經營不

可或缺的有利工具。會員管理系統可以對

會員進行註冊及分類和權限管理。 
 
D.文章群組： 

企業有都會好幾百筆的文章，甚至上

千上萬筆文章，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文章群

組的功能來進行文章的分類，不同的群組

裡有許多文章可以查詢，並可以選取此群

組然後直接在前端顯示群組裡的文章，讓

管理者可以快速的管理所有的文章，並做

查詢的功能。 
 
E.文章新增、編輯： 

現今網路蓬勃發展，許多人在使用

joomal!、xoops 等內容管理平台時，都有

一個可以管理文章編輯的頁面，因此我們

可以透過此頁面中的編輯器就可輕鬆撰寫

文章，並可以加粗體、變換字體顏色、上

傳超連結或是圖片上傳等功能，即便完全

不懂任何 HTML 語法，就可編輯出漂亮的

文章頁面出來，且支援多種不同瀏覽器、

還可以進行文章刪除、修改，這是個相當

方便的功能。 
 
F.模組管理： 

   一種顯示在頁面，但較為輕巧的擴充

套件。模組用來製作頁面上較小、較沒那

麼複雜的部分，且能在不同的元件上出現

，不論你載入哪一個元件，模組都可以被

顯示出來。 

 模組就像小型的迷你 applet，可以放

在網站的任何地方。有些是與元件聯合作

業，有些則是完整獨立的程式片段，用來

顯示來自資料庫的資料；通常像是文章模

組用來輸出資料，也可以是互動的表單項

目來輸入資料。模組的位置是由佈景主題

定義，並於後台用模組管理來編輯位置設

定。例如："left" 和 "right" 是最常用的位置

。如果希望同一個模組於兩個不同的位置

都可顯示，則必須複製該模組，並將複製

版指定到一個新位置上才能顯示，也可以

設定模組要顯示於哪些選單項目(就是哪些

頁面)。 

 
3.2 系統使用案例明細 

系統使用案例圖為使用者以圖示提點

出網站管理平台的功能：整個主系統為中

間的大方框，中間矩形為功能，小人物表

示系統的主要使用者為一般使用者及管理

員，後台管理為針對管理員所使用，使用

者使用系統後產生的資料，皆連結到資料

庫做資料儲存動作。圖 1 為網站內容管理

系統使用案例圖。 
使用案例名稱: 「網站內容管理系統」 
使用案例描述:使用者利用系統，可以開發

自己的網絡平台。 
主要參與者:使用者 
利害關係人與目標: 

(1). 使用者:查閱管理者所發布的項目。 
(2). 管理員:進行網站維護、會員管理、

文章管理等功能。 
前置條件:使用者輸入帳、密碼登入系統，

並更新資料的程序。 
後置條件:即時在前台更新最新內容、同步

會員資料。 
主要成功情節: 
(1). 管理者輸入帳號、密碼，登入網站管理

系統。 
(2). 管理者進行會員、文章管理。 
(3). 使用者註冊、登入網站。 
(4). 使用者查閱文章或其他管理者發布的資

訊。 
 
擴充情節: 

*a.任何時間點，當電腦當機或資料儲

存失敗時。 
(1).重新執行系統。 
(2).系統偵測到無法復原的非正常狀態，則

還原到原始尚未新增資料的狀態。 
1-1a 登入錯誤;重新輸入帳號密碼 
2-1b 文章編輯中儲存失敗 
(1).重新儲存文章 
(2).資料備份，文章重新編輯 
2-2b 上傳圖檔失敗 
(1).重新上傳 
(2)回到未上傳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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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系統

系統

使用到的

示類別與

包含各種

系統所使

 

圖 2
 

3.4 系統

系統

互動關系

能，管理

、模組管

由資料庫

1「網站內容

統領域模型圖

統領域模型

的類別以及

與類別之間

種使用者資

使用。 

2「網站內容

統互動圖 
統互動圖為

系：顯示出

理者操作此

管理及全站

庫所儲存。 

容管理系統」

圖 
型圖以圖顯現

及其屬性：以

間的關系，主

資料提供給網

容管理系統」

為簡易表示系

出系統如何運

此系統可達到

站設定等功能

」使用案例圖

現本系統內所

以被動形式表

主要以資料庫

網站內容管理

 
」領域模型圖

系統功能之間

運作其系統功

到會員、文章

能，且其資料

 
圖 

所

表

庫

理

圖 

間

功

章

料

(1
(2
(3
(4
(5

3
A

明

圖

及

表

驗

需求

da0
da0

圖 3「網

 
1). 管理者登

2). 管理者進

3). 管理者進

4). 使用者登

5). 使用者瀏

 
.6 系統活動

A.身分驗證

「網站內

明如圖 4。

圖 4「網站內

 
下列根據

及環境圖說明

表 2 為身分驗

驗證環境圖。

 
1.身分驗

求編號 優先

0001 1
0002 2

2.身分驗

網站內容管理

登入帳號密碼

進行會員、文

進行全站設定

登入帳號密碼

瀏覽管理者所

動圖 

內容管理系統

內容管理系統

據系統各功

明設計的描述

驗證設計需

。 

驗證設計需求

先順序 需求

保管

快速

驗證功能需求

理系統」互動

碼 
文章、模組管

定 
碼 
所發布之功能

統」身分驗證

統」身分驗證

功能需求，表

述及呈現。

需求表。圖 5

求說明 
需求描述 
保管帳號的安全

快速的登入網站

求說明 

 
動圖 

管理 

能及資訊 

證設計說

 

證活動圖 

表列需求

表 1 到

5 為身分

全性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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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身

需求編號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表 2.「
管理後端

需求編碼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身分

業環境

輸至資料

 
B.全站設

「網

圖 6。表

表 6 為

定環境圖

身分驗證系統

da0001 

確保管理者

保管帳號的

使用者、資

由使用者輸

統管理後端

、修改網站

使用者已經

資料庫儲存

日後可以登

身分驗證系

端需求表 
da0002 
登入網站

快速的登

管理者、

管理者輸

網站 
已架設且

進入網站

分驗證環境

：使用者輸

料庫做資料比

圖 5.身分驗

設定 
網站內容管理

表 3 進行全站

為全站功能需

圖。 

圖 6 全站

統」安全性需

者帳號安全性

的安全性 
資料庫 
輸入申請的帳

端，避免非管

站。 
經申請註冊為

存管理者之帳

登入系統。 

系統」登入網

站內容系統管

登入網站 
、網站 
輸入帳密後，

且設定好管理

站 
境圖為表示身

輸入帳號密碼

比對。 

驗證使用個案

理系統」全站

站設定需求說

需求說明。圖

站設定活動圖

需求表 

性 

帳號密碼進入

管理者隨意瀏

為網站管理者

帳號密碼已確

網站內容系統

管理後端 

可以快速的登

理者及網站資料

身分驗證之作

碼後，資料傳

案圖 

站設定說明如

說明，表 4 到

圖 7 為全站設

圖 

入系

瀏覽

者

確保

統

登入

料

作

傳

 

如

到

站設

 

需求

db0
db0
db0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3 全站

求編號 優先

0001 1
0002 2
0003 2

 

表 4「全站設

求編碼 db0
稱 網站

述 管理

與人員 管理

程 無

前條件 管理

後條件 存入

 

表 5「全站設

求編碼 db0
稱 成功

述 成功

與人員 管理

程 管理

資料

前條件 管理

後條件 顯示

 

表 6「全站設

求編碼 db0
稱 存取

述 存取

與人員 伺服

程 管理

，跳

前條件 管理

後條件 顯示

 

圖

 

站設定需求說

先順序 需求

管理

成功

存取

設定」網站管
0001
站管理

理者登入後可

理者、伺服器

理者已登入 
入資料庫

設定」成功存
0002
功存取

功存取網站管

理者、資料庫

理者登入介面

料庫進行傳輸

理者已登入 
示更改後選項

設定」存取失
0002
取失敗

取失敗網站管

服器

理者登入介面

跳回原始未更

理者已登入 
示原始選項 

圖 7 全站設定

說明 
求描述 
理者進行網站

功存取 
取失敗 

管理需求表 

可進行網站管

器 

存取需求表 

管理選項 
庫 
面，系統建立

輸 

項 

失敗需求表 

管理選項 

面，系統建立

更改之畫面 

定使用個案圖

站管理選項

理

立連結，與

立連結失敗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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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會員管

「網

明如圖

到表 10
 

表 7 會員

需求編號 
da0001 
da0002 
da0003 

表 8「會

需求編碼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表 9「會

需求編碼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表 10「
求表 

需求編碼 

管理 
網站內容管理

8。表 7 是會

為會員管理

員管理功能設

優先順序 
1 
2 
3 

圖 8 會員

會員管理系統
da0001 
登入會員系

管理者登入

管理者、伺

開啟畫面然

入 
事先註冊好

帳號密碼輸

會員管理系統
da0002 
新增 
新增會員資

管理者、資

管理者新增

資料，將資

身分必須是

帳號不可重

「會員管理系

da0003 

理系統」會員

會員管理功能

理功能需求說

設計需求說明

需求描述 
管理者登入

新增會員資

管理會員資

員管理活動圖

 

統」登入需求

系統

入會員系統 
伺服器 
然後輸入帳號

好帳號及密碼

輸入無誤 

統」新增需求

資料及群組 
資料庫 
增會員基本資

資料送至資料

是管理者 
重複

系統」管理會

員管理設計說

能需求，表

說明。 

明 

入會員系統

資料及群組

資料及群組

圖 

求表 

號及密碼按下

碼 

求表 

資料、會員群

料庫 

會員及群組需

說

表 8

 

下登

群組

需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D

文

文

環

程

服

表

需求

dd0

dd0

dd0
dd0
dd0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稱 管理

述 管理

與人員 管理

程 管理

前條件 身分

後條件 無

 
D.文章群組

文章群組

文章群組設計

文章群組功能

環境圖， 作為

程：管理者進

服器進行文章

表 11 文章群

求編號 優先

0001 1

0002 2

0003 2
0004 3
0005 4

圖

表 12「文章群

求編碼 dd0
稱 新增

述 在新

與人員 管理

程 無

前條件 管理

後條件 顯示

 
表 13「文章群

求編碼 dd0
稱 成功

述 在表

理會員及群組

理會員及群組

理者

理者可進行修

分須是管理者

組設計說明如

計需求說明

能需求說明。

為表示文章群

進行文章群組

章分類。 

群組設計需求

先順序 需求

新增

成功

組 
新增

將要

成功

圖 9 文章群

 
群組功能」新
0001
增文章群組 
新增頁面輸入

理者、伺服器

理者已做登入

示新增後的項

群組功能」成
0002
功新增

表單頁面顯示

組 
組 

修改及刪除功

者、已有新增

如圖 9。表 1
，表 12 到表

。圖 10 為文

群組功能之

組時，文章將

求說明 
求描述 
增文章群組 
功新增顯示出

增失敗跳回原

要分類的文章

功進行文章群

群組活動圖 

新增文章群

入群組資訊 
器 

入動作 
項目 

成功新增需

示新增的群組

能

會員

11 進行

表 16 為

文章群組

之作業流

將與伺

出新的群

原本頁面

章選取

群組

 

群組需求表

需求表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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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表 14「

需求編碼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表 15「
需求表 

需求編碼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表 16「
需求表 

需求編碼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圖 10 文

 
E.文章新

「網

輯活動說

編輯設計

新增、編

增、編輯

管理者、資

管理者登入

結，秀出已

已輸入需要

可進行文章

文章群組功
dd0003 
新增失敗 
跳回原本頁

伺服器 
無 
在已登入的

重新新增 
「文章群組功

dd0004 
選擇文章存

將文章做群

管理者、伺

在群組中選

群組新增成

存放置資料

「文章群組功

dd0005 
成功文章存

將文章做群

管理者、資

在群組中存

群組新增成

存放置資料

文章群組環境

新增、編輯

網站內容管理

說明如圖 11
計需求說明

編輯功能需求

輯環境圖。 

資料庫 
入介面，系統

已存資訊 
要項目 
章存取 

功能」新增失

頁面

的狀況 

功能」選擇文

存取位置 
群組

伺服器 
選取多個文章

成功

料庫

功能」成功文

存取位置 
群組

資料庫 
存入已選取的

成功

料庫

境圖 

： 
理系統」之文

。表 17 進行

，表 18 到表

求說明。圖

統與資料庫做

失敗需求表

文章存取位置

章 

文章存取位置

的文章 

文章新增、編

行文章新增

表 21 為文章

12 為文章新

做連

置

置

 

編

增、

文章

章新

圖

需求

de0

de0

de0
de0

表

求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求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求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圖 11 文章新

表 17 文

求編號 優

0001 1

0002 2

0003 2
0004 3

 
表 18「文章

求表 
求編碼 d
稱 新

述 在

與人員 管

程 無

前條件 管

後條件 顯

 
表 19「文章

求表 
求編碼 d
稱 成

述 在

與人員 管

程 
管

連

前條件 輸

後條件 可

 
表 20「文章

求表 
求編碼 d
稱 新

述 直

與人員 伺

程 無

前條件 管

後條件 重

 

新增、編輯活

文章新增、編

優先順序 需

新

成

文

新

進

章新增、編輯

e0001 
新增文章

在新增畫面輸

管理者、伺服

無

管理者已登入

顯示新增後的

章新增、編輯

e0002 
成功新增文章

在表單顯示新

管理者、資料

管理者登入介

連結，秀出已

輸入需求之項

可以進行修改

章新增、編輯

e0003 
新增失敗

直接跳回原本

伺服器

無

管理者已登入

重新新增

活動圖 
編輯需求說明

需求描述 
新增文章 
成功新增顯示

文章 
新增失敗跳回

進行修改、刪

輯功能」新增

輸入所需項目 
服器 

入 
的項目 

輯功能」成功

章 
新增的文章 
料庫 
介面，系統與

已存資訊 
項目 
改、刪除 

輯功能」新增

本頁面 

入 

 

明 

示新增的

回頁面

刪除

增文章需

功新增需

與資料庫做

增失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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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需求表 

需求編碼 
名稱 
描述 
參與人員 
流程 
事前條件 
事後條件 

圖

 
F.模組管

「網

說明如圖

說明，表

說明。圖

 

 
表 23 模

需求編號 
de0001 

de0002 

de0003 
de0004 

「文章新增、

de0004 
文章修改

進行文章

管理者、

將更改之

已有新增

將更改後

圖 12 文章新

管理 
網站內容管理

圖 13。表 2
表 23 到表

圖 14 為模組

圖 13 模

模組需求說明

優先順序

1 

2 

2 
3 

、編輯功能」

改、刪除 
章的刪除及修

、資料庫 
之項目存進資

增文章 
後資料顯示在

新增、編輯環

理系統」之模

2 進行模組管

27 為模組管

組管理環境圖

模組管理活動

明 
序 需求描述

新增模組

成功新

模組 
新增失敗

進行修改

」修改、刪除

修改 

資料庫 

在表單 

環境圖 

模組管理活動

管理設計需求

管理功能需求

圖。 

動圖 

述 
組 
增顯示新增

敗跳回頁面

改、刪除

除

動

需求

需求

 

增的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表

需求

名稱

描述

參與

流程

事前

事後

肆

精

爭

網

流

表 24「模組管

求編碼 d
稱 新

述 在

與人員 管

程 無

前條件 管

後條件 顯

 
表 25「模組管

求編碼 d
稱 成

述 在

與人員 管

程 
管

連

前條件 輸

後條件 可

 
表 26「模組管

求編碼 d
稱 新

述 直

與人員 伺

程 無

前條件 管

後條件 重

 
表 27「模組管

求編碼 d
稱 模

述 進

與人員 管

程 將

前條件 已

後條件 將

 

圖

肆、結論與

企業所發

精準性、效率

爭力。內容管

網站內容發佈

流水線式的操

管理功能」新

e0001 
新增模組

在新增畫面輸

管理者、伺服

無

管理者已登入

顯示新增後的

管理功能」成

e0002 
成功新增模組

在表單顯示新

管理者、資料

管理者登入介

連結，秀出已

輸入需求之項

可以進行修改

管理功能」新

e0003 
新增失敗

直接跳回原本

伺服器

無

管理者已登入

重新新增

管理功能」修

e0004 
模組修改、刪除

進行模組的刪除

管理者、資料庫

將更改之項目存

已有新增模組 
將更改後資料顯

圖 14 模組管

與建議 
發布的訊息

率性、與加

管理系統的

佈更加容易

操作。 

新增模組需

輸入所需項目 
服器 

入 
的項目 

成功新增需

組 
新增的模組 
料庫 
介面，系統與

已存資訊 
項目 
改、刪除 

新增失敗需

本頁面 

入 

修改、刪除

刪除 
刪除及修改 
料庫 
目存進資料庫 
組 
料顯示在表單 

管理環境圖 

息則須具有一

加值性，才能

的開發主要是

易，實現對網

需求表 

需求表 

與資料庫做

需求表 

除需求表 

 

一致性、

能增加競

是為了使

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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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L 近來發展的重心著眼於程序

(procedures)及方法(processes)。本研究對

於網站內容管理系統(CMS)是以物件導向分

析與設計來進行功能需求分析，再運用

UML 為工具，以圖形化的方式來呈現分析

設計的過程，運用案例圖描述使用者與系

統的互動關係，清楚的定義出使用者的功

能需求。以需求功能及子系統需求描述將

「網站內容管理系統」的細部活動建立系統

的細部流程。利用互動圖呈現軟體系統模

型的邏輯觀點、流程觀點、開發觀點及實

際觀點。利用領域模型圖定義類別、類別

的屬性與操作方法。    

經過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對於「網

站內容管理系統」的實際開發能事先提供

完整考量，未來在進行程式開發時就能夠

依照類別圖設計出類別與物件，並根據循

序圖使用時間軸方式描述物件之間的互動

，強調物件之間訊息傳遞的時間順序，撰

寫程式流程，以能夠降低失敗的風險，並

且使系統具有高品質以及易維護性的特性

。 

網站內容管理系統研究並未完善，還

有須多需要改進的空間，本系統為初期雛

型階段，尚未進入系統開發階段，故無法

提供完善之系統成效評估，未來在系統測

試及維護階段，應有相關系統需求及功能

需要調整，將會再修正本文的設計，另外

，在導入公司實際運行亦有相關的需求可

再做為後續研究議題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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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use motion capture 
device to develop a stair-up workout system. 
This system is based on the gestur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supported by Microsoft Kinect for 
Windows. This system aimed the home 
environment for easy using with or without 
professional expert assistance. The Microsoft 
Kinect is a low cost motion sensing device with 
colourful video, depth and skeletal sensors that 
promise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interface for 
the users, while maintaining the robustness 
and body tracking capabiliti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and evaluates the potential usage and 
the limitation for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of 
Kinect with a personal computer for fitness 
exercise. The goal is to turn a tedious route 
training exercise into a game like multimedia 
interactive process which requires no other 
physical attachments or devices to do a normal 
workout program. The proposed experimental 
system has single user mode or double user 
mode which the selection is automatic. A 
prototypic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primitive evaluation. This protocol has 
successfully recognized and correctly recorded 
the movement of stair-up exercise. 
 
Keywords—Motion Capture, MS Kinect for 
Windows, MS Visual Studio, Skeletal Sensor, 
Stair-up Exercise 

1. INTRODUCTION 

The process of health training exercise is a 
tedious, time-consumed, boring procedure for 
many people. An artificial computer-based 
system may help different users to practice the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results of treatment. 
Increasing demands for an entertaining exercise 
systems are developed for physical exercise 
purposes [1]-[4]. These supporting training 

systems normally contain computer systems and 
specifically developed programs. These programs 
can monitor and evaluate the status of its user. 
The purpose is to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enhance 
the results for the end-users. The advantages of 
computer simulated exercise systems are 
designed for anyone which it is very simple to 
use. The people can simply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console without spending 
too much to learn how to operate the device. 

The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is able to track 
and recognize human gesture are widely used in 
the computer simulated exercise systems [4]-[5]. 
Such systems turn a boring tedious routine 
processes into an attractive adventure with a self-
competitive challenge. The tasks used these 
entertainment physical exercise devices are more 
likely to apply a fitness exercises and able to 
choose training levels freely. The increasing 
levels are normally combined with new 
challenges to gain a better outcome. Other similar 
applications of health improvements or medical 
therapy applications are also used the newly 
developed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to help 
people easier to reach their goals, such a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7]-[10]. Our proposed 
developed stair-up exercise system takes the 
advantages of gesture detection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omputer programs 
which can help users to get benefits of health and 
may have more fun to take such kind exercise.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is an introduction. The 
following section is the background of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and its related software 
requirements. Our proposed stair-up system is 
explained in details in section 3. Section 4 shows 
the results for players who really practice the 
stair-up exercise developed stair-up system. The 
last section is the conclusion of propose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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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CHNICAL BACKGROUND 

The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is mainly to do 
the gesture recognition and skeleton tracking 
processes. Microsoft has developed a new motion 
sensing device called MS Kinect for Windows. A 
brief description is given in this section to explain 
the basic operations. 

2.1 Motion Capture Devices 

Motion capture is a new research field which 
its purpose is to trace human movement which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game systems. The 
early developers include Wii system [14] 
developed by Nintendo [17] and the following 
version, such as Wii Remote Plus for Wii and Wii 
U. The original PlayStation and PlayStation Eye, 
PlayStation Move Motion for PlayStation 3, and 
PlayStation Camera for PlayStation developed by 
Sony are motion sensing devices which are very 
popular game systems [18]. The Xtion PRO 
LIVE from ASUS has similar functions [19].  

Microsoft is one of competition companies for 
developing motion capturing techniques [13]. It 
developed a motion capture device, called as MS 
Kinect for Windows, shown on Fig. 1, which is 
built with a set of sensors for mainly using with 
the Xbox 360 device. These new developed 
sensing equipment may depend on external 
sensors to correct more information of objects’ 
movement, but the Kinect is a true image-based 
sense detection device which doesn’t rely on 
other sense except its build-in image sensors. The 
range camera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an Israeli 
company, PrimeSense [15], which its system can 
interpret specific gestures, making hands-free 
control of Kinect device possible. The new 
technology uses infrared projector and camera 
and a SOC microchip to track the movement of 
human objects individually in three dimensions.  

Fig. 1 MS Kinect Sensor 

 

2.2 MS Kinect for Windows 

The motion detection of MS Kinect project [8] 
(historically developed Project Natal) is a line of 
motion sensing input devices used by Microsoft 
for Xbox 360 video game consoles and Windows 
7 PCs. Based around a webcam-style add-on 
peripheral, it enables users to control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console/computer without the need for 
a game controller, through a natural user interface 
using gestures and spoken commands [11]. A 
version for Windows was released on February 1, 
2012 [12]. The 3D scanner employs a variant of 
3D image reconstruction. It turns out to allow a 
player using only his own body to control a game. 
These cameras and microphone is assembled in in 
a horizontal bar attached to a base with a motor to 
adjust the angle of device. The skeleton of MS 
Kinect is shown on  Fig. 2. 

 

 
Fig. 2 Joints of Skeleton of MS Kinect 

 
The joint tracking functions of Kinect SDK [16] 

can track 20 joints of human body which its three 
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include X, Y, and Z in 
the player space in Fig. 3. Kinect is capable of 
detection of two player and Kinect one is up to 6 
persons. An algorithm from Microsoft identifies 
and tracks these joints by processing the depth 
image [6]. Each joint is derived by evaluating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each pixel in the depth frame. 

 

 
Fig. 3 The orientation of Skeleton of Ki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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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Hardware Devices of System 

The proposed stair-up workout system had 
used MS Kinect for Windows as the motion 
capture device. Combining a newly developed 
program, this workout exercise is able to execute 
independently in an x86 personal computer 
system. The image and video sensors of MS 
Kinect include an RGB video camera, an infrared 
depth sensor and skeletal sensor combining for 
motion capture processing. The resolutions of 
video camera and depth of skeletal camera are 
640×480 pixels and 320×240 pixels (can choose 
640x480 pixels, too). An audio microphone is 
also included for MS Kinect. Using image, audio, 
and depth sensors, Kinect can detect body 
movements, skeleton structure and the speech of 
players. The hardware components of stair-up 
workout system include PC system, MS Kinect, 
video display monitor, speakers, and an optional 
aerobic step board, shown on Fig. 4. If one 
doesn’t have professional step board, it can be 
replaced any stool which is strong enough to hold 
the weight of an adult. 

 

 
Fig. 4 Aerobic step board 

2.4 Software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5][7] of 
MS Kinect for Windows 7 allows developers to 
write Kinect apps in C++/CLI, C#, or Visual 
Basic language. MS .NET Framework is also 
used to provide useful tools for developing a 
motion capture application. In our study, a new 
program for recognition of stair-up process is 
developed by using C# language to call functions 
of Kinect SDK in the environment of MS Visual 
Studio 2010.  

The computer language chosen for our 
program is C# language which is an object 
oriented language. This language has been used 
to build a variety of secure and robust 
applications which can run on .NET Framework 
environment. Recently, many applications are 
developed by using C# language. The SDK of 
MS Kinect also supports C# language. The 

gestures detected by Kinect sensor are assembled 
into a developed program for an exercise for end 
users [6]. If one is not familiar with XNA game 
programming, the alternative method for 
graphical interface and controlling for calling 
Kinect SDK function is using MS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WPF). WPF provides a 
graphical sub-system for rendering user interfaces 
in MS Windows applications supported by 
Microsoft. WPF, previously known as "Avalon", 
was initially released as part of .NET Framework.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it is better to use XNA 
for the development tool. 

The software tools used for the developed stair-
up exercise system include MS Windows 7, MS 
Visual Studio 2010, MS .NET Framework v4.0, 
MS XNA 4.0, MS Kinect SDK v.17, shown in 
Table 1. 

 

TABLE 1 
SOFTWARE USED TO DEVELOP STAIR-UP 

EXERCISE SYSTEM 

No Name of Software 
1 Microsoft Windows 7 
2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3 Microsoft XNA 4.0 
4 Microsoft Framework .NET 4.0 
5 Microsoft Kinect SDK v1.7 

3. METHODS 

The proposed stair-up exercise are written by 
C# language in the environment of MS Visual 
Studio 2010. The MS Kinect SDK kit is included 
to communicate the Kinect and main process. The 
MS XNA game software tool is included to 
enhance real-time 3D graphical presentation. The 
background music and audio effects are based on 
the XNA prototype which provides multimedia 
fitness training experiences. The details of 
developed system is described as follow.  

3.1. Architecture of System 

The system includes two parts: one is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the other consists several 
hardware devices. The architecture of system is 
shown on Fig. 5. On the top of figure, the 
requirements of software are exhibited in several 
blocks and the bottom shows the hardware 
devices.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ardware 
and software are mainly using USB to transfer 
real-time information for each other. The 
introduction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setting is 
explained as the previous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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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Windows 7
MS Visual Studio 2010

MS .NET
MS XNA 4.0

Video/Audio 
Multimedia 
Presenation

Players Motion 
Capture Engine

 
Fig. 5 The architecture of stair-up workout 

system 

The motion capture engine is the core of this 
system. The essential of the function is dedicated 
to control MS Kinect. It used the MS Kinect SDK 
subroutines which is able to link and control the 
Kinect functions. Kinect detects the body 
movement and interpret the gesture of joints of 
skeleton. A flowchart of this stair-up workout 
process is shown on Fig. 6. It shows that after 
starting to process, the first thing is to setup 
hardware. Then a loop is executed which is 
continuously detect and verify the movement of 
players. Meanwhile, the core update the status of 
player and proper graphic display and audio 
effects are presented on monitor and speakers for 
multimedia interactions. When the predefined 
duration of time is due, the whole process will be 
terminated and wait for the next exercise restarts. 

 

Start

Hardware 
Setup

Executing 
Program

Detect/Verify 
Body 

Movement

Staus Update 
& Display

End

Yes

Time is up?

no

 
Fig. 6 Process of Stair-up Exercise 

 

In order to properly operate the hardware, our 
developed programming codes must first adjust 
the settings of MS Kinect for Windows.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of Kinect SDK should 
be settled orderly. The routes of setting of Kinect 
is shown on Fig. 7. The initialization of Kinect is 
first to execute, then a video and skeletal streams 
from Kinect are requested by this process. The 
video stream is acquired from the built-in RGB 
sensor and it results a live video display of our 
application. The processing of video stream is a 
resource-consumed procedure. From the real 
experiment of test, it is obviously slowing down 
the performance of system.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peed for real-time displaying, the resolutions 
of live video stream are scaled into 1/16 of the 
original magnitude. The skeleton stream is 
obtained from Kinect skeletal sensor which is 
calculated by the internal processing of the 
infrared data from depth senor of Kinect. The 
skeleton stream contains 20 joints of human body. 
These joints are later to be used for stair-up 
motion capture engine.  

 

 
Fig. 7 The setup of MS Kinect system 

3.2 Algorithms of Motion Capture 

The flow chart of stair-up physical workout 
training program is shown on Fig. 8. The 
algorithm of stair-up exercise is responsible to 
analyze and make decisions from the skeletal data 
provided by MS Kinect. Using the skeletal stream, 
our process continuously tracks the joints of 
human body. The process of stair-up 
continuously scans the skeletal stream and 
extracts the locations of the joints of human body. 
It can be completed by calling the subroutines of 
MS Kinect SDK. Each joint of skeleton contains 
joint nam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its current 
position. These coordination of positions will be 
re-mapped to match the true location of real-
world for player. The first skeleton frame will be 
used to initial the initiating status of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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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e Skelton Frames

Skelton Tracked

Record the Starting 
positions of Hip and 

Right/Left Knee

One foot is already on 
the step board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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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position of one 

foot i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th.

Get the current positions of 
joints of Hip/Right Knee/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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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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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 is low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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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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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ing  whether players was stepping 
up or stepping down

 
Fig. 8 The algorithm of stair-up recognition 

engine 

 
At the beginning, a user who is going to 

exercise the stair-up operation stands still at the 
front of our system. The process of algorithm 
records the current positions of hip, right knee 
and left knee, labelled as Jh, Jr, and Jl. These data 
are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 of players. They are 
used to be reference points to judge the relative 
movement when player start moving. After the 
player starts to do stair-up exercise, the first 
movement will step up on the board. During the 
period of going up, the positions of hip, right and 
left knee are closely scanned which will 
determine the maximum variation of vertical 
movement. As the exercising continuing, our 
method checks and updates the values of position 
of hip and both knees from new coming skeleton 
frame. If the new values is higher than older one, 
it will replace the highest positions of hip. If it is 
not exceed the height of the previous one, the 
original maximum value will be kept. The middle 
positions of hip, right/left knee between the 
starting position and the highest point are also 
updated. In order to judge whether user are 
stepping on the board or not. It has selected a 

threshol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layers have 
stepped on or stepped down the board. The 
threshold, th, is chosen by setting 10% of the 
maximum vertical shift of hip and right/left knee 
separately. Players has been considered that he 
already stepped on the aerobic board if the 
upward position of all three joints are higher 
more than threshold from the middle position. If 
the criterion is not satisfied, it will continue to 
scan until it reaches the requirements. 

As the consequence of stair-up workout, 
players will eventually completely stand on the 
stepping board. All the traced joints (Jh, Jr, and Jl) 
are larger than the selected thresholds, th. A flag 
is set to indicate that the up process is finished. 
Then the algorithm is starting to check whether 
players process to step down from the board. By 
monitoring the height of hip and both feet, if the 
vertical positions are lower the threshold from the 
middle point between the initial location and 
maximum height. Once the conditions were fitted, 
our method will recognize the players have been 
completed a complete cycle of stair-up 
procedures. In our recognition of body movement,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left or right foot were 
first to detected. The triggering of identification 
whether a process is completed or not is 
determined by all requirements being satisfied.  
When the player has completed a cycle of stair-up 
exercise, our system will update the indication of 
current status, including counting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cycle and updating remained 
processing time. Similar procedure will be 
processed to recognize the body movement of 
stair-up workout. Our method will stop 
processing when the pre-determined time period 
is expired. At the end, all status of stair-up 
exercise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for 
further reference of players. 

The graphical drawing of user is using XNA 
subroutine. It created a sprite which its position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formation of MS Kinect. 
The joints of human body is extracted from 
skeleton stream. The program will re-drawn the 
sprite when the new skeletal frame has been 
updated.  

The procedures of this proposed algorithm is 
summarized as follows: 

 One or two players stand still before the MS 
Kinect. 

 Record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hip, right and 
left knees from the skeleton frame. 

 When the players start to climb the step 
board, the height vertical posi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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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three joints are updated, so as the 
middle position from the initial ones. 

 Set the threshold for judging players have 
been step up or step down the aerobic board 
is set as 10% of maximum vertical 
variations.  

 It is called a completed cycle if only if one 
has been finished climbing up and climbing 
down of board. 

 Graphical presentation of players are real-
time. 

 A live RGB video stream is also included 
on the screen. 

4. RESULTS 

Our developed stair-up system using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based on MS Kinect 
technology has been tested to check its 
capabilities. This system can handle one or two 
players separately. When two players practices 
the stair-up exercise, the main program will 
recognize both players simultaneously. The 
system is running on Intel x86 PC with MS 
Windows 7. The Kinect is connecting PC with 
USB interface. The end-user does not need to 
touch PC after the program starts. The method of 
hovering button allows human body as a virtual 
mouse to control computer system. Once the 
program being executed, player is able to choose 
the options that one needs and the stair-up 
exercise is ready to go. Users can start to climb 
up and step down on the stepping board 
repeatedly. Our system automatically counts how 
many steps have been processed. Meanwhile, the 
processing time and the remaining time will be 
shown on computer screen. A live video is on the 
monitor which player can see his/her own 
movements. The movement of step up/down is 
detected by Kinect motion capture sensors and 
the joints of human body are plotted as many 3D 
objects, i.e. round balls. The plotting of these 
objects will totally depend on the gesture of 
human body. It will increase the level of fun and 
also enhance the experience using this exercise 
system. The processing of two players practicing 
stair-up exercise is similar to one player condition. 
The starting of game is up to one player to control 
the setting of software, then the exercise will start. 
The detection of our developed codes can 
automatically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players without wrong recognition. The 
progress of each player is recorded separately.  

Fig. 9 is the photo for one player condition. 
Two users practicing this newly exercise machine 

is shown on Fig. 10. The status of players and 
animated figure for them are drawn on Fig. 11. At 
the top middle area, a live video stream displays 
the activities of players is continuously updated 
which one can watch himself on screen. The total 
exercise can be seen on YouTube [20]. 

 

 
Fig. 9 One player practices stair-up exercise 

 
Fig. 10 Two players do the stair-up exercise 

together 

 

  
Fig. 11 Animated Graphical Display. The top middle 

area is a live video screen showing the status of player. 

5. CONCLUSIONS 

MS Kinect for Windows gives a gateway for 
development of motion capture applications. In 
this paper, it used as a home physical exercise 
device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cost, 
environment convenient, schedule flexible for 
people. The users will do these required tedious 
repetitive therapies more frequent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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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tly. The primitive study of this paper 
suggests with attractiv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real-time response system, and proper body 
movements, this system can be more popular and 
feasible for helping at hom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he SDK of MS Kinect supports multiple motion 
capture functions which is useful for an engine of 
health training applications. The displaying image 
by using 2D/3D technology provides a better 
entertaining effects.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puter game is that it can be improved to 
provide training results. In this way the training 
activity becomes more attractive and interesting.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s a feasible 
system with the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of MS 
Kinect is able to use as a workout exercise. It is 
expected to be interesting and effective in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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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腦波情緒回饋於智慧音樂紓壓系統之建置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EEG-based 
Emotion Relaxing Music System 

摘要 
本研究建置了能分析使用者腦波即時回饋的

訊息，並利用分析後結果來智慧選播當下最能

讓使用者放鬆紓壓的音樂系統 (EEG-based 
Emotion Feedback Intelligent Music Relaxing 
System, EIMR)。 EIMR 能自動播放儲存於資

料庫內不同音樂之片段，並藉由 eSense ™演算

法即時分析由腦波測量儀(NeuroSky Co., Ltd.)
所得到的腦波訊息，EIMR 會進行智慧挑選使

用者放鬆指數最高的音樂播放給使用者，讓使

用者達到最高之放鬆效果。EIMR 是利用

C# .NET 語言與 SQLite 資料庫建置完成，具備

良好可攜性並可快速安裝執行於不同之電腦

系統。除此，EIMR 具備後台管理功能，能儲

存使用者的測量記錄與使用紀錄，同時也可依

個人喜好自行擴充音樂資料庫。EIMR 可用於

個人情緒管理及壓力釋放，未來希望可以運用

於臨床心理諮商等領域協助心理諮商師在諮

商時可以形塑高度友善性與人性化的諮商氛

圍。 
 
關鍵詞：腦波、eSense ™演算法、情緒管理、

壓力管理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mplemented an EEG-based 
Emotion Feedback Intelligent Music Relaxing 
System (EIMR) which can perform intelligent 
music selections for user according to user’s 
brain wave analysis result. EIMR employed 
eSense ™ algorithm to analyze the received brain 
wave and select the most relief melody for the 
user。EIMR is implemented by using C# .NET 
and SQLite database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portability and usability. Furthermore, EIMR 
provides pers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functionality and scalability for future 
psychology environmental design.    

 
Keywords: Brain wave, eSense ™, emotional 

management 

1. 前言  

近年來，科技飛速發展，社會高度進步，

伴隨著這快速發展的節奏，人類也在不斷的改

變與提高自己的知識與技能，鍛鍊自己社會適

應能力，成就越高、責任越重、壓力就越大，

但是人們能掌握如何取得知識與技能，卻不懂

如何面對壓力和如何有效地管理壓力，由各種

壓力引起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能因工作、課業等

外在因素而感到壓力，這時有些人會藉由聆聽

音樂來調整他們的情緒，隨著音樂類型、頻

率、節奏之不同，會讓聆聽者有著不同的感

受，且不同人對於同一首音樂之感受也不盡相

同，然而如何在眾多的音樂中找尋最適合自己

的紓壓音樂，則顯得非常重要，但目前市面上

紓壓音樂播放系統只是單向播放紓壓音樂，或

是偵測使用者情緒感知後仍以事先預設之紓

壓音樂播放，似乎都缺乏一套能與使用者互動

偵測後即時播放使用者當下最能紓壓的音樂。 
本研究利用最新發展之腦波儀(NeuroSky 

Co., Ltd)設計一套能偵測使用者腦波並智慧選

擇、播放最是音樂之系統，本系統之應用有以

下兩項功能: 
在心靈治療層面：我們希望能透過腦波科

技來了解使用者對於音樂的放鬆度，並且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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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協助挑選能讓使用者可以達到最放鬆的

音樂，並且期望未來能應用在心靈治療等領

域。 
在實用性方面：我們希望本系統不僅只能

用在心靈治療上，也能是一個多功能的音樂播

放器，藉由後台管理機制，能記錄使用者之腦

波變化及音樂選擇播放歷史，日後可應用情緒

與腦波相關分析或資料探勘領域。 

2. 文獻探討 

2.1 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人類的大腦由許多神經細胞組成，當大腦

進行心智運作時，構成大腦的神經細胞會不斷

放電。成千上萬的神經細胞一起放電的結果，

就可以讓科學家在人類頭皮上測得微弱的電

波或磁波變化，此即是腦波測量的原理。偵測

腦神經細胞活動用的是神經電生理的方法，此

法可量測到人類大腦在不同狀態下的腦神經

細胞的電位活動變化，以波型圖呈現，即稱為

腦電波圖(electroencephalogram，簡稱 EEG、腦

電圖)。心理學家 Davidson 指出，腦波會反應

情緒模式，正面情緒狀態與腦波之 α 波屬性

有關聯(簡佑宏, 陳建雄,黃室苗, 張文德, & 江
潤華, 2005)。 

2.2 eSense(tm)演算法 

eSense(tm)是由神念科技(NeuroSky)所發

展出來的一種可以計算放鬆與專注的演算

法。他的範圍是 1~100 的區間值，一般狀態大

概是在 40~60 區間的數值，如果數值大於 60
就是代表現在非常專注或是放鬆。我們在

Google 搜尋學術論文，發現 eSense 相關文獻

有 182 筆，可見 eSense 可信度之高。 
NeuroSky eSense™參數用於描述被試者進

入專注狀態(類似於注意力集中程度)或者沉思

狀態(類似於精神放鬆程度)的程度。以下說明

此兩參數的意涵： 
專注度（ ATTENTION eSense ）： 
反映了使用者當前的注意力集中程度。若

旁有外物干擾、心存雜念、注意力不集中以及

焦慮等精神狀態時數據會降低。 
放鬆度（ MEDITATION eSense ）： 
反映的是使用者的精神狀態，而不是其身

體狀態，所以，這是測試使用者平靜度或放鬆

度強弱。通常在閉眼時可以提高放鬆度，若心

煩氣躁，焦慮、精神散渙、激動時放鬆指數降

低。雖然並非針對身體的狀態做反應，一般而

言，身體自然放鬆也會有助於精神狀態的放

鬆。 
2.3 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 

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是利用音樂的

頻率讓腦波進入到 Alpha 波(8~12Hz)狀態，可

以使人的身心處於放鬆的狀態，此時人腦接受

外部訊息或者內部思考都較為敏銳，在這時

候，由專業的治療師給予適當的心理或生理上

的調整。以達到治療之成效。Davis & Thaut 
(1989)探討輕鬆音樂對生理與心理的反應，結

果發現能使焦慮的狀態改善且放鬆。廖允在

（2007）在研究中，發現受試者在聆聽音樂

時，腦波各頻率波段(δ, θ, α, β)，會隨音樂情境

的改變而產生變化。金恩緯（2011）在研究中，

運用腦波探討紓壓之效果，發現聆聽音樂同時

使用按摩椅有良好的舒壓成效。孫光天等學者

（2007）研究腦波訊號在不同音樂情況下的變

化，發現α波與θ波有明顯的變化。林威志等

學者（2005）研究發現，在聆聽不同音樂時的

腦波與心律變化發現，音樂的喜好因素會影響

α波能量的強度。 
2.4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資料探勘(Data mining)是從大量資料中挖

掘潛在有用的資訊與知識，以做為決策分析的

參考資訊。資料探勘是從資料庫或其他大量儲

存體中，挖掘出有用資訊的一個過程，資料探

勘技術目前已普遍地應用在許多的領域中

(Han and Kamber, 2006)。Cabena(1997) 認為資

料探勘是將之前所不知道而有效的資訊從資

料庫中抽出的過程。 
2.5 情緒管理 

情緒具有多重指標，包括感官、知覺、個

人經驗、信念、生理反應以及目的，而龍育民

(2000)認為情緒是一種感覺、激勵的心情、興

奮的狀態、一種思想、生理與心理的狀態或行

為的傾向。而管理在本質上是一項合理控制的

行為，因此情緒管理的意義就是對個體的生

理、心理與行為採取合理之控制行動，其目的

在於持續維持個體情緒和諧，達成生理與心理

平衡的狀態。 
2.6 壓力管理 

壓力的定義最早由 Selye（1956）提出，

將壓力界定為：「對任何需求所產生的一種非

預期反應」。「壓力是個體對任何外在要求，產

生的一種非獨特性的生理反應」。壓力是指任

何會使個體身心產生不舒服感覺的情境或反

應；亦即任何會破壞個體身心恆常狀態，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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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不平衡的情境或反應。（施政文，莊榮輝，

翁上錦，2002）。吳清山、林天佑 ( 2001 )等認

為壓力管理是為了化解過度壓力，以避免對個

人及團體造成負面的影響，使個人能夠維持身

心健康，在團體上也能夠有正常的表現。羅皓

誠 ( 2001 ) 認為個體在面對壓力時，若放任不

去處理，就會對個體身體、心理、行為及認知

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必須要採取一些預防的

步驟，最好能夠在壓力對人未造成負面影響之

前先予以處理，這樣便稱為『壓力管理』。 
2.7 NeuroSky MindWave 腦波耳機與腦

波量測介紹 

我們讀取腦波訊號的硬體採 NeuroSky(神
念科技)的 Mindwave 耳機，其耳機的技術概念

為對大腦思維過程中產生的腦電波信號的探

測及分析。透過乾式單極傳感器採集受試者大

腦的生物電信號，並將這些讀取到的信號送入

ThinkGear™晶片。ThinkGear™將混雜在訊號中

的噪音和運動產生的擾動進行濾除，並將有用

信號放大。因僅包含一個參考電極和電路接地

系統，所以主要接收到的是以前額葉掌管的視

覺專注度為主的訊號，再通過 NeuroSky eSense
™專利算法讀取出受試者目前精神狀況。本研

究將採用此裝置以及 eSenseTM 演算法進行系

統的建置與開發。 
 

3. 系統介紹 
 

3.1 系統流程 

 

圖 1.系統流程圖 

1. 腦波測量儀器透過藍芽傳送腦波數據資料

到接收端電腦。 

2. 聆 聽 每 一 首 音 樂 的 片 段 同 時 利 用   
eSense(tm)演算法算出即時腦波放鬆指數。 

3. 音樂播放完畢後 EIMR 智慧的挑選放鬆指

數最高的音樂來播放。 

3.2 系統架構介紹 

本系統之系統架構如圖 2，共包括四個部分：

腦波測量平台、使用者管理子系統、音樂管理

子系統、測量記錄子系統。 

 

圖 2.EIMR 系統架構 

(一)腦波測量平台 

使 用 者 戴 上 且 透 過  NeuroSky 
MindWave 腦波耳機傳遞腦波參數到 
EIMR 系統，在腦波測量平台上可看到不

同類型的音樂影響使用者各波段(δ, θ, α, β) 
之能量變化  (腦波曲線圖 )，再藉由

eSense(tm)演算法計算使用者聆聽每首歌

所產生的放鬆指數，進而找出最適合使用

者之紓壓音樂。圖三為 EIMR 腦波測量平

台畫面。 

 

圖 3.腦波測量平台 

(二)個人化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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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化管理系統可填寫個人資料(姓名、性

別、生日)，並依照個人資料不同進行登入

及儲存個人資料於資料庫。 

 
圖 4.使用者管理介面 

(三)音樂管理子系統 

    不同使用者可登入後，透過音樂管理子系

統做歌曲(新增、刪除、修改)，以建立個

人化專屬歌曲清單並儲存於資料庫中。  

 

圖 5.音樂管理介面 

 
圖 6.音樂管理-建立個人音樂清單 

(四)測量記錄子系統 

使用者在不同日期、時間，測量自己聆

聽每首歌所產生的放鬆指數會經由測量記

錄子系統儲存於資料庫，未來可供個人或

心理諮商師檢視及資料探勘作使用。 

 

 

圖 7.查詢測量記錄畫面 

4.實驗過程 
(一) 實驗對象： 
實驗過程中，實驗對象為兩男兩女共四名

大學生以及三名上班族，平均年齡為 25.5
歲。受測對象都有聽音樂的習慣，並且喜

歡不同類型的音樂。 
(二) 實驗音樂種類： 
請使用者安裝建置個人喜歡的音樂，另外

經蒐集不同心靈治療所使用的歌曲後也一

併放入歌曲清單供測試。 
(三) 實驗設計： 
讓受測者在接受測量前，先讓受測者填寫

個人資料並進行資料登入，休息靜氣 10 分

鐘後讓使用者戴上 NeuroSky(神念科技)的
Mindwave 耳機後進行測量。每首歌曲將播

放 20 秒，EIMR 則進行腦波分析功能，最

後 EIMR 根據分析後之分數為使用者挑選

及播放最能放鬆之音樂。 
(四)測驗結果畫面： 

 
     圖 8.粉紅色區塊中的歌曲則是 EIMR 為

使用者挑選出最令使用者放鬆的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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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說明了不同腦波之涵義。 

 
圖 9.不同腦波涵義說明表 

 
5.結論 

 
本研究利用最新發展的腦波科技來建置

一套能更明確清楚了解腦部接受刺激時的

變化，同時將接受到的訊息進行分析，並智

慧選擇使用者最適合之放鬆音樂的系統

(EIMR)。EIMR 特點是能進行即時智慧挑

選，並不需偵測及辨識使用者當下之情緒模

式。且可以適用於個人身心紓發及情緒管

控，或協助心理諮商師在諮商時可以有更人

性化的諮商氛圍。EIMR 在實用性上也提供

許多附加功能，讓使用者不只具備紓壓放鬆

的音樂系統，也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個人音樂

播放器。本研究的限制是目前尚未進行系統

之有效性與可用性確認，未來應招募使用者

延續研究、開發放鬆度自我認知問卷，並於

EIMR 使用後進行量測，將資料進行分析，

以期能在統計上確認系統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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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銀薄膜厚度之 Kretschmann 組態對紅茶表面

電漿波共振角之研究 

 
 
 
 
 
 
 
 
 
 
 

摘要 
    本文主要是利用光學受挫式全反射方法和

新樣式的 Kretschmann 組態(砷化鎵稜鏡-銀金

屬薄膜-紅茶)為基礎(原 Kretschmann 創始基

本組態是:玻璃稜鏡-金屬薄膜-空氣)激發金屬

表面電漿波對本研究量測物質-紅茶之研究。 

     我們的研究方法除了根據光學受挫式

全 反 射 方 法 與 激 發 金 屬 表 面 電 漿 波 之

Kretschmann 組態外，也參考了Kretschmann,E. 

於1971年後，陸續所發表之論文的理論、量測

金屬表面電漿波的光學實驗架構、三層反射率

公式及 MATLAB 軟體進行整個研究。 

    本研究組態在銀薄膜厚度 55(nm) 時，所

產生的表面電漿波具有深且窄的最佳化表面電

漿波共振角。 

關鍵字: 光學受挫式全反射方法、新樣式的

Kretschmann 組態、表面電漿波共振角、紅茶、

三層反射率。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he use of optical frustrated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method and style of the 
new style Kretschmann configuration (GaAs 
Prism - silver Metal film - black tea) basis 
(Kretschmann founding basic configuration is: 
Glass Prism - Metal film - air) metal surface 
plasma waves Arouse in this study to measure 
substance studies of black tea. 
    Our research methods in addition to the total 
reflection type optical frustrated Kretschmann 
configuration methods and stimulate the metal 
surface of the plasma wave. Reference 
Kretschmann, E. After 1971. Theory of papers 
published in succession, optical experiments 
measuring the metal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plasma wave, three reflectance formulas and 
MATLAB software performed throughout the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black tea substance measured in the thickness of 
the silver thin film Kretschmann configuration 
new style of 55 (nm), the optimum detector 
response. 
Keywords: Frustrated total reflection type optical 
method, Kretschmann configuration of the new 
style, Plasma surface wave resonance angle, Black 
tea ,Three reflec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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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你曾感覺奇怪，為何到處都有紅茶的飲品，

且如此受大家的歡迎嗎？但在真的了解紅茶對

人體健康的益處後，所有的疑惑必然會一掃而

空，紅茶中的咖啡鹼藉由刺激大腦皮質來興奮

神經中樞，促成提神、思考力集中，進而使思

維反應更形敏銳，記憶力增強;它也對血管系統

和心臟具興奮作用，強化心搏，從而加快血液

循環以利新陳代謝，同時又促進發汗和利尿。 

 本論文利用光學受挫式全反射模擬結果，

以金屬薄膜厚度對紅茶的共振角做分析與研

究 ，利用全反射法配合 Kretschmann 組態激發

表面電漿波對紅茶之研究，並以市售的紅茶來

做實驗，收集相關資料和分析結果來探討出在

何種程度上會對人體產生好壞。 

2.基本理論原理 

2.1 表面電漿波(Surface Plasma Waves) 

     表面電漿波（Surface Plasma Waves, SPW）

又稱為表面電漿子（Surface Plasmon, SP）。

要在金屬或是介質的表面激發出表面電漿波就

必須要有耦合器。利用受挫式內部全反射(FTIR)

法來產生微小的衰逝波，使晶體表面的電子受

垂直於表面方向上之電磁波的電場分量震盪，

感應出電磁場波動。 

2.2 受挫式內部全反射(Frustrated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如圖 1 光從稜鏡進入金屬時，光由光疏介

質進入光密介質，若入射角大於臨界角 c
(Critical Angle)，會發生全反射(Total Reflection)
的現象。但從量子力學理論來說，在隧道效應

下會產生衰減波，這時全反射現象會被破壞，

稱受挫式內部全反射。 

2.3 三層反射率公式 

    如圖 2 所示，將根據 Fresnel Formula，三層

介質的入射光反射率可推導為(1)式[2-5]。  123R

為總反射率， 123r
代表總反射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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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 12r 及 23r
代表1-2層及2-3層的反射係數，

如(2)、(3)所示。 

2.4 Kretschmann 組態 

    如圖 3為 Kretschmann 組態由稜鏡/金屬薄

膜/空氣﹝本文三層介質為：稜鏡(BK7)/ 銀金

屬薄膜/紅茶﹞等三層介質組成，入射光源會射

入至此架構，並透過量子力學理論中的指數型

式衰減，進而激發表面電漿波。不同的入射角

度會影響入射光被吸收的程度，而不同的金屬

薄膜材質會改變表面電漿波的共振角的角度。 

 

3.模擬實驗架構 

    入射光源是採用波長 632.8nm 的氦氖紅光

雷射及波長 405nm 的藍光雷射。首先將雷射光

源置於一準直透鏡的焦距上，雷射光由氦氖雷

射發出，經過準直透鏡而形成一平行輸入光。

而後入射光源再經過一分光極化器，將光束以 1：

1 的比例分開成入射及參考兩束光，我們於參考

光源處，置一功率量測計，量測參考光的功率。

同時將 Kretschmann 組態放置於旋轉平台上，並

於稜鏡的反射光處，置一光功率量測計，以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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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入射光進入稜鏡並經由稜鏡底部反射後的反

射光功率大小，其中量測反射光功率的偵測器，

是隨著待測樣品容器同步旋轉，以便量測入射

光在不同入射角入射時，經由稜鏡底部反射後

所得到的功率大小，並運用實驗中 Kretschmann

組態的架構，第二層採用金屬(銀)層、第三層

採用紅茶，如圖 4。 

4.模擬結果與討論 

     圖 5~圖 7 為紅茶共振角之模擬圖，用紅茶

在不同的銀薄膜層厚度中共振角之偵測，從圖 7

圖中可得知，圖 5紅茶在空氣層厚度(55nm) 所

激發出的表面電漿波共振角及吸收深度在圖 7

中與其他不同銀薄膜層厚度中為最佳，反之，

圖 6 紅茶在銀薄膜層厚度(65nm)所激發出的表

面電漿波在圖 7中之吸收效果為較差。 

     利用Kretschmann組態激發表面電漿波共

振角之偵測，我們利用銀金屬層厚度進行紅茶

之共振角偵測，銀薄膜厚度 55(nm) 時，所產

生的表面電漿波具有深且窄的最佳化表面電漿

波共振角。 

5.結論 
    此實驗結果讓我對紅茶更有一般見識，原

來紅茶是這麼單純的健康食品，能帶給人們健

康，紅茶中的多酚類化合物具有消炎的效果，  

所以細菌性痢疾及食物中毒患者喝紅茶頗有益，

民間也常用濃茶塗傷口、褥瘡和香港腳。 

    本篇利用受挫模擬結果，以金屬薄膜厚度

對紅茶的共振角度做分析與研究式全反射法配

合Kretschmann組態激發表面電漿波對紅茶量測，

量測結果在銀金屬薄膜55nm表面電漿波共振角

有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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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睡眠呼吸障礙的呼吸自動調節機構 

方義維，杜日富 

聖約翰科技大學電子研究所，聖約翰科技大學電子系 

cryscal.school@gmail.com, tu@mail.sju.edu.tw 

 

摘要 

  於十大死因中高血壓性疾病佔第八位；

而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約有一半會併發高血

壓，長期血壓偏高會發生嚴重的併發症，造成

腦、眼、心腎等器官的損害。 

本論文提出改善睡眠呼吸障礙的呼吸自

動調節機構，是應用微控制及感測器原理，再

輔以迴授控制理論，以調節鬆緊度的止鼾帶機

構。首先，利用溫濕度和二氧化碳感測器來偵

測患者呼吸狀態，並將狀態回授到微控制主系

統，進而由微控制系統來調節一個具高扭力的

馬達以控制止鼾帶的鬆緊度。此一呼吸自動調

節機構具有的改進傳統止鼾帶無法自動調節

鬆緊度而造成鼻塞患者無法呼吸的情況。 

經過實際測試驗證得知本論文所提出的

呼吸自動調節機構，應用於阻塞型睡眠呼吸中

止症患者，其中對於非懸雍垂阻塞呼吸道的情

況具有顯著改善呼吸中止症患者，提高睡眠品

質的功效。 

關鍵詞：呼吸自動調節機構，呼吸中止睡眠器

裝置，非懸雍垂阻塞。 

 

Abstract 

 

In the top ten causes of death, the 

hypertensive disease is eighth. In general, 

the sleep-apnea associate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Long-term 

serious complications can occur the added 

damage to the brain, eyes, heart and kidney 

other organ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breathing disorder-sleep apnea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 which is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control and sensor 

principle, supplemented by feedback control 

theory. It can be made to adjust the tightness 

of snoring belt mechanism. First, the use of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carbon dioxide 

sensors detect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status. And then the detection status is 

feedback to the micro-control of the main 

system to adjust and control torque motor 

snoring belt tightness. This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 having a breathing 

improvement, such as traditional with 

snoring does not automatically adjust the 

tightness of the situation caused by nasal 

congestion in patients unable to breathe. 

Keywords: Respiratory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 sleep apnea device, 

and uvula non-blocking. 

 

1. 前言 

 

 現代人因睡眠呼吸障礙症所導致年輕就

得高血壓或糖尿病，夜間發生之氣喘、心臟病

或中風發作，白天嗜睡容易在會議中或看電視

時短時間內就會睡著，曾因打瞌睡發生車禍或

意外災害。根據 R&K 手冊[1]，睡眠時呼吸障

礙可分成兩種：1. 無呼吸（Apnea）：口、鼻

的氣流停止流動超過十秒， 2. 低呼吸

（Hypopnea）：十秒以上的換氣量降低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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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以 上 「 無 呼 吸 〃 低 呼 吸 指 數 」

（Apnea-hypopnea Index, AHI）是指平均一小

時無呼吸及低呼吸事件的次數。在成人，普遍

將 AHI 值高於 5 以上就診斷為患有睡眠呼吸

暫停。在兒童，診斷數值未有定案，有人將

AHI 值高於 1.5 定義為睡眠呼吸暫停[2]。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開發一套可以容易

配戴使用並且自動偵測呼吸的二氧化碳含量

的方式，並能自動調節相配戴鬆緊度，使配戴

者於沒有壓力下可舒適的睡眠器裝罝，來改善

睡眠呼吸障礙。 

 

2. 相關研究 

 

根據醫學資料的報導，男性超過 40 歲以後，

有 60%會有得到睡眠呼吸中止症，此狀況多發

生於中年男性，男性的發病率約為女性的 2 至

8 倍，平均 20 個成年人則有一個患上，老年

人的病發率則為 10%。另外，肥胖、扁桃腺過

大、鼻骨移位、酗酒、吸煙及服用安眠藥的人

士較易患上睡眠呼吸中止症。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自我判斷準則有以下幾個

特徵：1. 睡眠時,停止呼吸超過十秒鐘；2. 或

者是呼吸的氣流降低 50%，並且伴有氧氣濃度

降低 4%的情形[3]。 

 

2.1 呼吸中止症類別 

 

對於呼吸中止症的分類，主要可區分為三

個類型：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喉嚨附近的軟組織鬆弛而

造成上呼吸道阻塞，呼吸道收窄引致睡眠

時呼吸暫停。 

 中樞神經性睡眠呼吸暫停（Central Sleep 

Apnea, CSA）：呼吸中樞神經曾經受到中

風及創傷等損害而受到障礙，不能正常傳

達呼吸的指令引致睡眠呼吸機能失調。 

 混合性睡眠呼吸暫停（Mixed Apnea）：混

合複數以上原因所造成的睡眠疾病，例如

同時患有阻塞性和中樞神經性睡眠呼吸

暫停的情形。 

 

在三種類型的患者中，罹患 OSA 的情形

最普遍佔 84%，相對的罹患純粹的 CSA 的情

形相當罕見，只佔了總患者的 0.4%，大部分

CSA 的患者都同時併有 OSA 的情況，約佔睡

眠呼吸中止症 15% [4]。 

 

 

圖 1正常的呼吸道 

 

圖 2阻塞的呼吸道 

 

圖 3 呼吸道正常與阻塞型的 X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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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約有九成患者是此類型，起因是咽喉附

近的軟組織阻塞呼吸道，使上呼吸道變得較狹

窄，一般於正常且健康的呼吸道於吸氣時，舌

頭是不會擋住呼吸道，也就是呼吸道應通暢如

圖 1 的示意[5]；但當舌頭下移並擋住呼吸道

使其堵住如圖 2 的示意，就會引起發鼾聲與呼

吸中止。可以透過圖 3 的 X 光觀察[6]比照於

圖 1 與圖 2 。 

另外，如患有上呼吸道結構異常者（如鼻

中膈彎曲、鼻甲肥大、鼻息肉增生、懸雍垂過

長、扁桃腺肥大、舌根肥大等）呼吸道肌肉過

度鬆弛與肥胖等也是常見的誘因。 

 

2.1.2中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由於腦部受到中風、創傷或其他問題影

響，大腦不能發出呼吸指令而形成睡眠呼吸中

止。另一種是中樞神經系統發生問題，呼吸訊

息指令傳導異常，無法產生呼吸動作而導致呼

吸停止。  

 

2.2呼吸中止症治療的方法 

 

目前大多數的呼吸中止症治療的方法仍以傳

統的手術方式來解決，較常用有以下的幾種手

術。 

 

2.2.1耳鼻喉科手術 

 

 顎部手術：懸雍垂整形術、懸雍垂顎咽

整形術、懸雍垂顎皮瓣手術。 

 懸雍垂整形術：位於喉嚨頂端的懸雍垂

過長，可以是呼吸道阻塞及鼻鼾的「元

兇」，患有這問題的病人可以用手術方法

摘除懸雍垂(圖 4)。 

 懸雍垂顎咽整形術：全身麻醉下，切除

多餘的軟顎及懸雍垂，以擴大顎後的呼

吸道；若扁桃腺過於肥大，將於手術中

一併切除。病患接受此手術須住院 3 到 4

天，術後最大的不適為吞嚥疼痛。 

 手術可能帶來的風險和併發症為疼痛，

出血，喉嚨不適和鼻液倒漏，聲音改變，

感染，風險高於 1%。雷射的危險風險低

於 1%： 

* 顎咽閉合不良，引致進食和喝水時液體

返嗆、 發音改變 

* 咽狹引致呼吸困難、 打鼻鼾、 睡眠窒

息和發音改變 

* 失去味覺 (暫時或永久) 

* 氣道阻塞和呼吸困難 

* 手術或麻醉的嚴重併發症引致死亡 

 

 

圖 4 懸雍垂手術前圖左與手術後圖右[7] 

 

 懸雍垂顎皮瓣手術：在局部或全身麻醉

下，將懸雍垂及周圍軟組織往上提並固

定縫合於軟顎上，擴大顎後的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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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術不須住院，術後疼痛與發生鼻腔

逆流的機會較懸雍垂顎咽整形術小。 

 

2.2.2鼻部手術 

鼻部手術依手術部位的不同又分有以下

三類型的手術醫療方式：鼻中隔整形術、下鼻

甲部份切除術、鼻瓣區整形術。 

 鼻中隔整形術 

鼻中隔是將鼻腔分成左右兩邊的分隔板，

是由硬骨與軟骨共同組成，如果鼻中隔不是在

正中央，出現彎曲的現象，我們都稱為鼻中隔

彎曲如圖 5。 

 

圖 5 鼻中隔彎曲圖左矯正後圖右[8] 

 

鼻中隔彎曲與下鼻甲肥厚是相當普遍的

疾病，引起的原因，除了外傷以外，大部份是

青少年時期，兩側鼻中隔軟骨發育的速度不同

所引起的，這是鼻內解剖結構的問題，通常表

現出來的症狀是鼻塞很嚴重，傳統手術是最佳

解決方式。 

約有 50%鼻中隔彎曲與下鼻甲肥厚的患

者合併有過敏性鼻炎，鼻黏膜肥大細胞過多。

如果合併鼻中隔彎曲與下鼻甲肥厚，手術效果

相當好，如無，上述治療即可。鼻中隔亦是鼻

整形相當重要的素材。 

 

 下鼻甲部份切除術 

於鼻腔內有 1 顆圓圓粉紅色的軟組織，

即是下鼻甲(圖 6 [9]。當下鼻甲的黏膜因長期

刺激與發炎反應，愈來愈肥大，造成鼻塞，形

成肥厚性鼻炎。大部份的鼻塞都是因為鼻腔結

構異常造成，常見下鼻甲肥大合併鼻中膈彎

曲。 

 

圖 6 上中下鼻甲位置圖[9] 

 

2.2.3頭頸骨架手術 

 

下頜骨併舌根前引術、舌骨懸吊術、上

下頜骨前移術。 

 

2.2.4   無線電波手術 

 

可應用於縮小過度增生的下鼻甲、軟顎、

扁桃腺及舌根。此項新的技術是利用無線電波

產生離子振盪，導致組織加熱。隨著溫度上升，

組織逐漸乾燥，蛋白質亦隨之凝固，組織體積

因此縮小。臨床上可應用來縮小下鼻甲體積以

減輕鼻塞，縮小硬化軟顎以改善打鼾，縮小舌

根體積以治療睡止症。本手術不須住院，局部

麻醉，手術時間只要 5 到 10 分鐘，手術幾乎

不流血，手術後只有輕微疼痛。然而此手術只

適用於輕度睡止症病患。 

 

2.2.5  雷射手術 

 

以二氧化碳雷射切除肥大的軟顎或舌扁

桃。利用二氧化碳雷射的熱能，來切除部分多

餘的軟顎及懸雍垂，以改善打鼾。本手術不須

住院、局部麻醉，手術時間約 10 到 15 分鐘，

術後會有吞嚥疼痛。此手術亦只適用於輕度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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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症病患。 

利用二氧化碳雷射的熱能，配合顯微鏡

與直接喉鏡的操作，將肥大的舌扁桃汽化，以

擴大舌根後呼吸道。本手術須全身麻醉，病患

約住院 3 天，亦可合併懸雍垂顎皮瓣手術，以

加強減輕打鼾的效果。 

 

2.2.6 迂迴手術 

 

氣管切開術。此手術乃是避開上呼吸道

阻塞，直接切開頸部氣管，並置入一氣切管，

以維持呼吸通暢。一般而言，此本手術只應用

在重度睡止症病患發生致命的呼吸困窘時，用

以建立暫時的呼吸通道 

 

2.2.7 陽壓呼吸器（CPAP） 

 

陽壓呼吸器(圖 7)治療，對於阻塞性睡眠

呼吸暫停是一種很重要的治療方法，其治療效

果可達 95％以上，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最

有效的治療方式。對於有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礙

的病人而言，陽壓呼吸器治療能有效地使病人

恢復正常的睡眠及呼吸型態，其治療原理是當

病人睡覺時，在鼻子部位戴上一個很輕的罩子，

由空氣加壓器將空氣加壓打出，經由鼻部的罩

子注入鼻腔及喉部。此種經過加壓的空氣可以

使你的喉部張開，撐開狹窄阻塞的呼吸道，將

空氣送進肺部，改善呼吸困難及呼吸中止的情

形，減輕缺氧現象，維持正常的睡眠和呼吸

[10]。 

 

圖 7 陽壓呼吸器[10] 

 

 定壓型：根據醫生處方度數，呼吸機全

晚會輸出一個固定的氣壓，一般價錢最

經濟，所以較多人選用。 

 自動型：感應使用者整晚不同時間的呼

吸模式，而自動調節至最適合的氣壓。

當用者出現氣道阻塞或窒息情況，呼吸

機會自動增加氣壓打通呼吸道；而當呼

吸道回復暢通時，又會自動減低氣壓。

所以使用上一般較為舒適。 

 雙氣壓型呼吸器：於用者吸氣時輸出較

高氣壓，而呼氣時輸出較低氣壓，再配

合用者之呼吸節奏，使用上較單一氣壓

呼吸機更為舒適。 

 

2.2.8牙科止鼾牙套 

 

牙科止鼾牙套是讓病患在睡覺時戴上止

鼾牙套(圖 8) [11]，將其下巴或舌頭前置 

藉此擴張睡覺時塌陷的呼吸道，用來增加病患

睡眠時的呼吸氣流通道的體積。 

 

圖 8固定式止鼾器  

 

3. 研究方法 

 

3.1裝置簡介 

 

現今有關於阻塞型呼吸中止症的改善大

致分成手術或是非手術兩大類，而手術有負作

用還有風險，而且效果也不是百分之百能改善

又有不可復原的特性，而非手術性就相對安全，

目前效果以陽壓呼吸器最好，但是因使用不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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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且價格昂貴而不普遍。 

 而本裝置可以改善阻塞型呼吸中止症，

且穿戴相對舒適價格低對於患者來說是很好

的設備。 

 

3.2系統架構 

 

本呼吸自動調節機構的系統架構如圖 9

所示，分別由呼吸偵測模組、微控制器模組、

嗡鳴器、以及自調適模組所組成；各模組的相

對應關係說明如下： 

1. 微控制器模組負責驅動自調適模組，當

鬆緊度達到設定值時則停止，當呼吸偵測模組

回傳的資料顯示受測者呼吸有異常時，則調整

鬆緊度讓受測者可以呼吸，如經調整後呼吸偵

測模組回傳的資料顯示受測者呼吸還是有異

常時啟動警報模組，喚醒受測者。 

2. 呼吸偵測模組負責把測到的呼吸數據

傳給微控制器模組，由微控制器模組做後續的

判斷與處理。 

3. 自調適模組負責把調整後鬆緊度的情

況傳給微控制器由微控制器來依據當時的情

況給予鬆緊度的調整。 

4. 嗡鳴器負責把從微控制器收到的觸發

訊號轉成警報音。 

 

 

 

 

 

 

 

 

圖 9 呼吸自動調節機構系統架構圖 

 

3.2.1微控制器模組 

 

微控制器模組是以 Arduino Leonardo (圖

10)來當控制核心，這是架構在 Atmel 公司的 8

位元微控制器 Atmega32u4[12]的一塊微控制

器板此 MCU 具備 USB 通訊加上 ATmega328

二合一功能，它有 20 個數位輸入/輸出腳（其

中 7個可以用作PWM輸出，12個為類比輸入），

一 16 MHz 的晶體振盪器，micro USB 接口，

一個電源插孔，一個 ICSP 頭，和一個復位按

鈕。它包含支持微控制器所需的一切；只需用

USB 電纜或電源連接到電腦。 

Leonardo 所用的 ATmega32u4 具有內置

USB 通信，省去使用二級處理器來處理 USB

通訊。這允許 Leonardo 像滑鼠和鍵盤連上計

算機，適合希望透過 USB 控制到計算機的場

合。 

 

圖 10 微控制器模組 

 

3.2.2呼吸偵測模組 

 

由二氧化碳與溫濕度感測器所組成，藉

由監測患者的呼吸將呼吸情況轉成電子訊號

傳給微控制器。 

 

圖 11 DHT11溫濕度感測器 

 

呼吸偵測

模組 

自調適

模組 

嗡鳴器 

微控

制器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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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溫濕度感測器偵測模組採用了可偵

測溫濕度的 DHT11(如圖 11)。DHT11 是一個

數位溫度感測器它包括了一個電阻式感濕元

件和一個 NTC 測溫元件，並與一個高性能 8

位元單晶片相連接，每個 DHT11 感測器都在

極為精確的溫度校驗室中進行校準，並將校準

系數存在 OTP 內部記憶體，其中 8 位元單晶

片會將所量測到的溫、濕度資料拆解成為數位

訊號，再由 data pin 腳將資料送出，訊號傳輸

距離可達 20 公尺以上。使用上很簡單，但是

抓取資料時必須要特別注意時間的掌控，而且

每筆資料的採樣週期間隔不可小於 1 秒鐘。 

DHT11 的供電電壓為 3-5.5V。感測器接

上電源後需等待 1 秒鐘來達到穩定狀態。而

DHT11 的電路接法則是如圖 12 所示 

 

圖 12典型的應用電路 

 

其中二氧化碳感測器偵測模組採用可偵

測二氧化碳的 TGS4161 模組所組成。 

 

3.2.3自調適模組 

 

由可調式幫浦所組成，藉由微控制器所

給的加壓訊號來調整壓力讓鬆緊度變緊，當微

控制器給予洩壓訊號時，則調整壓力讓鬆緊度

變鬆，使患者如因鼻塞時需要較低的壓力使患

者不致窒息。 

 

3.2.4嗡鳴器 

 

當控制器判斷患者因鼻塞或其他情況無

法呼吸時，則產生警報訊號給嗡鳴器使其產生

警報音讓患者能夠清醒。 

 

3.3 系統軟體設計 

 

 用微控制器來讀取呼吸模組訊號加以判

斷患者是否處於呼吸中止的情況，圖 14 為整

個系統的控制流程圖。 

 

4. 結果驗證 

 

 先利用Arduino的虛擬com port來傳送由

溫濕度感測器所取樣到患者呼吸所產生的溫

度和濕度變化，並將資料送到 PC 端虛擬 com 

port，並且由 Excel 來接收並做後續折線圖處

理(圖 15 )。 

 當患者因鼻塞或其他原因產生溫濕度變

化時，則由程式起動自調適模組的壓力調整。

於圖 14 所列的程式為利用 Arduino 讀取患者

呼吸所所產生的溫度和濕度變化的測試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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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呼吸自動調節流程圖 

 

#include <dht.h>    

#define dht_dpin 2 //定義訊號要從 Pin 2 進來   

dht DHT;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CLEARDATA"); 

  

Serial.println("LABEL,Time,Humidity,temperat

ure"); 

} 

void loop(){    

  DHT.read11(dht_dpin);  // library 裡面找

DHT.read11   

  Serial.print("DATA,TIME,");  

  Serial.print(DHT.humidity);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DHT.temperature); 

  delay(1000);     //每 1000ms 更新一次    

}   

圖 14 溫度和濕度變化的測試程式 

 

表 1患者呼吸記錄 

時間 濕度 溫度 

10:03:32 43.00 22 

10:03:33 42.00 22 

10:03:34 42.00 22 

10:03:35 42.00 22 

10:03:36 42.00 22 

10:03:37 42.00 22 

10:03:39 42.00 23 

10:03:40 43.00 23 

10:03:41 43.00 24 

10:03:42 44.00 24 

10:03:43 43.00 25 

10:03:44 43.00 24 

10:03:45 44.00 24 

10:03:46 46.00 26 

10:03:47 46.00 26 

10:03:48 47.00 26 

10:03:49 48.00 26 

10:03:50 48.00 26 

10:03:51 49.00 26 

10:03:52 48.00 27 

 

將患者的呼吸偵測結果記錄並傳到 PC 端

以 Excal 管理，其中表 1 所示為其部份數據。

另由圖 15 中可觀察到，當患者正常呼吸時溫

度與濕度會上升，但當患者產生呼吸中止時溫

度與濕度會下降，如經過一段時間未上升則認

定患者產生呼吸中止此時則要調整壓力讓鬆

緊度變鬆，如超過 10 次呼吸中止或鬆緊度為

最鬆時還有呼吸中止則啟動嗡鳴器來喚醒病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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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患者呼吸記錄 

 

5. 結論 

 

由於生醫產業是未來的藍海市場而穿戴

裝置又是未來的明星產業，如能結合兩者所設

計出來的隨身監控的穿戴設備對人類的健康

情況更能有立即的掌控。 

現階段的呼吸自動調節機構仍有許多改

善的空間： 

1.未來可針對微控制器模組改採用 Arduino 

Nano或自訂制的方式來縮小體積。 

2.針對嗡鳴器部份加強成警報器模組，模組可

藉由無線傳輸方式與微控制器溝通。 

3.微控制器加入與手機溝通的部分，如此可擴

充更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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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族電子寵物之研製 

 

 

摘要 

 
    世界各已開發國家都已進入高齡化社

會，我國也不例外。剛退休的樂齡族必須面臨

社會角色截然轉變的壓力。本研究認為若能把

握退休初期身心狀態與適應能力仍佳的黃金

時期，有效營造健康退休生活型態，則將會大

大影響其後老年生活的整體品質。 
    本研究已經成功的製作出結合手機 APP、

應用電路之電子貓頭鷹寵物。本研究旨在探討

樂齡族使用電子寵物產品的喜好與功能需

求。藉由定量的分析，了解電子寵物產品形態

特徵與樂齡族感性與產品功能的相關性，以有

效的掌握消費者偏好與感受。由分析中得知樂

齡族對於目前電子寵物中之醫療健康、能夠互

動以及能夠安排自己的時間有較高的必要性

與滿意度。 

 

關鍵字:樂齡族、手機 APP、電子寵物、醫

療健康 

 

Abstract 

 

“   All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entered the aging society, Taiwan is no exception. 

Newly retired seniors family must face the 

pressure of changing social roles diametrically. 

We have successfully produced a novel electronic 

pet with the appearance of owl. The electronic 

pet combines the mobile APP and electronic 

circuit for elder peopl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electronic pet products of 

preferences an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seniors group.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rasp the 

preferences and feelings of seniors group,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electronic pet products morphology and 

their emotional and product features. As 

experimental shown that health care and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other people and be able to 

organize their time have the higher necessity and 

satisfaction for the seniors group. 

Keywords: Seniors, APP, Electronic pets、

Health care 

1.前言 

 現在開發中的國家已漸漸進入高齡化社

會，對於退休的樂齡族，假如沒有特定的興

趣，子女又忙於工作缺乏陪伴，很容易適應不

過來退休的生活，導致心理健康的問題發生。

所以本研究希望可以透過電子寵物來幫助退

休在家的樂齡族，多了一項興趣，使樂齡族在

家也能不會感到孤單[1-4]。 

近年來，人們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比率大大

提升，根據資料顯示台灣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

板電腦的族群約有 707萬人，預估到 2015年，

台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將達 56.8%，其中手機

APP的多樣化與方便性也逐漸改變人們的生活

習慣[5,6]。 

製作此電子寵物考量到了樂齡族的需求，

針對下面幾項做考量:(1)設計一個能夠與樂

齡族互動的寵物。(2)整合通訊 APP使樂齡族

可以輕鬆與家人朋友通訊。(3)提醒使用者生

活中各式各樣的注意事項。(4)結合遠端醫療

可以快速連絡家人。(5)配合遊戲增加生活樂

趣。 

 

2.架構分析 

在樂齡族需求電子寵物的原因方面：退休

後的樂齡族自主性很高，會去旅遊、看展覽及

參與樂齡學習中心的課程以獲得新的資訊，而

由於需要心靈上的寄託，若有電子寵物陪伴，

生活上將較為充實；此外，樂齡族需要電子寵

物的原因是要拿它來和孫子互動或贈送孫子。 

 

2.1外觀與電路架構 

本研究之電子寵物以貓頭鷹為主題，包括

外型以及手機操作畫面皆以貓頭鷹造型設

計，其含義除了做為傳承互動之外，仍有博學

多聞的意涵，象徵樂齡族雖然剛退休，但其人

生經驗是最豐富的。其外觀造型如圖一所示。 

林坤緯 呂承澤 胡祖武 廖睿誌 

朝陽科技大學資

訊工程系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

程系碩士生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 

系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 

程系碩士生  

kwlin@cyut.edu.tw s10227611@cyut.edu.tw hutw@cyut.edu.tw liao780710@hotmail.com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418 AIT / CEF 2015



 
圖一 本研究之貓頭鷹電子寵物外觀 

 

硬體電路方面的架構則如圖二所示。當使

用者碰觸到電子寵物設定的部位，音樂、LED

以及馬達將會啟動動作。 

 
圖 2. 電路觸控控制圖 

 

2.1.1 電子寵物觸控點 

此電路主要使用電容式觸控感應，用來觸

發執行貓頭鷹的動作。觸摸到處控點後，會同

時啟動馬達、LED與音效動作。圖 3為貓頭鷹

觸控電路 Layout圖。 

 

2.1.2 馬達轉動設計 

馬達轉動部分，主要是透過單晶片與反向

器的結合，來使寵物頭部馬達正轉與反轉。當

單晶片輸出 A、B輸出 H、L，馬達正轉，反之

則反轉。 

 

2.1.3 LED 閃爍 

 LED閃爍，主要是使用單晶片來控制 LED

跑馬燈的顯示，並使用電晶體將輸出放大，完

成 LED跑馬燈的顯示。圖 4為此 LED電路的設

計 Layout圖。 

本研究在電子寵物載具上分別放置了 20個

LED，用來分別裝置在貓頭鷹的背部，當使用

者觸摸到貓頭鷹開心的觸摸點時，LED會隨之

閃爍。並且發出愉悅的音效與頭部左右轉動，

來表示寵物現在開心的心情。當觸摸到寵物不

喜歡的部位時(背部)，寵物則會像下圖一樣頭

只轉向一邊，LED燈不會閃爍，與發出不悅的

聲音來表達寵物不高興的心情 

 

2.1.4 音效模組 

 貓頭鷹音效方面使用了 WTR010-SD模組，

此模組可以支援 SD卡，將貓頭鷹的音效放置

於 SD卡中，再由編碼控制播放的音效。此模

組可以編碼為 0x000至 0xFe00。 

 

 
圖 3. 觸控電路 Layout圖 

 

 
圖 4. LED Layout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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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寵物開心表現圖 

。 

2.2 APP 製作 

2.2.1 寵物動畫 

 為了能夠使手機內的寵物能夠與主人互

動，包含吃飯、玩遊戲、休息等，我們將動畫

放置於 imageView中，以事先存放於資料夾中

的圖片做連續的播放，以下簡述設計動畫之技

術:以<animation-list> 元素為根元素，可以

包含一或多個<item>元素；android:onshot如

果定義為 true的话，此動畫只會執行一次，

若為 false的話則會將動畫做連續撥放。

<item>元素代表一個畫面，android:drawable

指定此畫面所對應的圖片資源，

android:druation代表此畫面停留的時間，單

位為毫秒。圖 6為電子寵物 APP主畫面 Layout

圖。 

 

 
圖 6.電子寵物 Layout 圖 

 

2.2.2 Intent 呼叫外部 APP 

 為了呼叫外部 APP。採用技術為:隱式

Intent 並不需要明確指定要跳轉的活動與服

務，而是間接呼叫其他活動或服務，被呼叫的

應用程式，必須預先在 AndroidManifest.xml

中設定 Intent Filter，接受隱式 Intent呼叫

的條件。此電子寵物利用 Intent呼叫的程式

包含相機、緊急電話、小秘書、翻譯軟體、遊

戲、視訊 APP等。 

 

2.2.3 多執行緒 

 此外我們使用了Handler用來不時的將寵

物表情動畫播放，讓使用者可以知道寵物的心

情，Handler可以把它想成介面與執行緒之間

的經紀人，先宣告 Handler 與 Thread執行緒

後，接著 Handler再將工作派遣給 Thread做

處理。 

 

2.2.4 其餘功能 

APP行事曆部分如圖 7所示，備忘錄可以新

增代辦事項，並且設定提醒時間，時間到了會

開啟鈴聲與震動通知使用者。 

 
圖 7. APP行事曆 

 

 APP通訊則是整合了 SKYPE，用來與家人

通訊。如圖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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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APP 通訊 

 

 APP助手則是提供了語音聊天的功能，可

以與使用者做日常的對話，陪伴使用者。如下

圖 9所示。 

 
圖 9. APP語音小助手 

 

 APP遊戲則是整合了象棋，在使用者閒暇

時，可以與手機進行象棋對弈，動動腦筋活化

腦細胞。 

 
圖 10. 象棋對弈畫面 

 其餘的整合 APP包含有相機、錄影機、緊

急電話、翻譯，整合了一些常用的程式，讓使

用者使用起來能夠輕鬆愉快。 

 

3、結果與討論 
 本次開發產品雛型於控制電路與手機應

用 APP完成後，針對載具功能部份進行問卷調

查，以做為將來設計電子寵物時的參考方向。

此次實驗共施做 120人，由於是現場操作解

說，並讓受測者實做後進行問卷填答，因此沒

有遺漏值。全部受測者中男性 75人，女性 45

人；年齡分佈為 50-54歲 43 人，55-59歲 43

人， 60-64歲 34 人；教育程度，小學 27 人，

國中 32人，高中 43人，大學 18人；受測者

中有使用電腦以及智慧型手機經驗的有 98

人，無經驗者為 22人；上網頻率則是每天使

用手機上網 59人，經常使用、但非每天上網

27人，偶爾、很少使用的則佔 28.3%；有無飼

養真實寵物部分有的為 52人，沒有飼養真實

寵物的為 68人；是否擁有電子寵物部分，填

答有的為 10人，填答沒有擁有電子寵物的 110

人，佔絕大部分，顯見這是一個值得開發的領

域，依據研究載具可操作的功能， 包括 1) 撫

摸會出現並表示開心或喜歡的表現、2) 觸碰

特定部位會展現出喜歡或是不喜歡的表情、3) 

能記錄或是錄影生活中的活動、4) 提醒使用

者每天需要注意的事項、5)可以連結相關視訊

APP(例如：Skype或是類似 APP 的視訊功能)、

6) 遠端醫療(例如:當使用者身體不適可以立

即聯絡家人的緊急聯絡按鈕)、7) 平時會有互

動功能(例如:基本對話定時問使用者早安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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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或是活動)、8) 自動學習能力(可以使用者

或是使用者的家人增加對話)、9) 能在特定的

時後翻譯語言(用說或是打字上，有英文能做

即時翻譯)以及 10) 能連結現有的遊戲(類似

LINE的使用方式) 等，逐一操作後進行問卷填

答。其後則有研究載具電子寵物與受測者基本

資料題型，進行填答後完成實驗施測。 

 
表 1電子寵物操作功能之必要性平均值與標準

差表列 

必要性 平均值 標準差(SD) 

操作功能 1 4.18 .80610 

操作功能 2 4.20 .77351 

操作功能 3 4.22 .74680 

操作功能 4 4.03 .81924 

操作功能 5 3.95 .98604 

操作功能 6 4.46 .65972 

操作功能 7 4.05 .81838 

操作功能 8 3.90 .87351 

操作功能 9 3.65 .94957 

操作功能 10 3.97 .83950 

 

各項可操作功能其物理層面的必要性，依

據研究載具可操作的功能， 包括 1) 撫摸

會出現並表示開心或喜歡的表現、2) 觸碰

特定部位會展現出喜歡或是不喜歡的表

情、3) 能記錄或是錄影生活中的活動、4) 

提醒使用者每天需要注意的事項、5)可以

連結相關視訊 APP(例如：Skype 或是類似

APP的視訊功能)、6) 遠端醫療(例如:當使

用者身體不適可以立即聯絡家人的緊急聯

絡按鈕)、7) 平時會有互動功能(例如:基

本對話定時問使用者早安午安或是活

動)、8) 自動學習能力(可以使用者或是使

用者的家人增加對話)、9) 能在特定的時

後翻譯語言(用說或是打字上，有英文能做

即時翻譯)以及 10) 能連結現有的遊戲(類

似 LINE的使用方式) 等，逐一操作後進行

問卷填答。其後則有研究載具電子寵物整

體造型感性驗證題型與受測者基本資料題

型，進行填答後完成實驗施測。 

各項可操作功能其物理層面的必要

性，透過 5階段的李克特尺度量表(Likert 

Scale)檢核，平均值都在偏向必要的 3.5

以上，尤以「遠端醫療聯絡家人」為最高 

(4.46)，「能記錄生活中的活動」、「觸碰特

定部位會展現出喜歡或是不喜歡的表

情」、「撫摸會出現並表示開心或喜歡的表

現」、「平時會有互動功能」、「提醒使用者

每天需要注意的事項」等功能選項也都高

於 4.0，顯示樂齡族最關心的是生命健康

(遠端醫療)，退休後能有社交活動及安排

自己的時間(能記錄生活中的活動、提醒每

天需要注意的事項)，還有強調互動的擬生

命行為的溫馨感覺(觸碰特定部位會展現

出喜歡或是不喜歡的表情、撫摸會出現並

表示開心或喜歡的表現、平時會有互動功

能)都有很高的必要性，其次「能連結現有

的遊戲」、「可以連結相關視訊 APP」、「自動

學習能力」平均值也都高於 3.9趨近 4.0，

如果能再強化功能連結，這三項結合現有

功能的選項也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平均

值最低是「能在特定的時候翻譯語言」

(3.65)，顯示樂齡族的生活型態使用外語

機會較少，因此本項功能必要性較低。 

4.結論 
本研究已經成功設計與製造新穎之電子寵

物。該電子寵物結合感性外觀設計、電路設計

以及手機 APP。由驗證之操作功能必要性與滿

意度之結果說明，甫退休之樂齡族認為遠端醫

療聯絡家人以及能記錄生活中的活動兩項最

為必要也最為滿意，因此未來的方向可以針對

這兩項功能做更進一步的改善，讓大眾可以更

接受電子寵物這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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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代理人的無 Prolog 的推理週期 

 

 

摘要 
Jason是目前開發BDI agent最流行的平台

之一，然而，它並不容易使用。我們認為主要

原因在於 Jason 使用 Prolog 做為開發工具，且

其邏輯結構與一般開發者所熟悉的物件導向

語言在思考過程及執行流程上大不相同。本研

究以 Java, JADE 及 OWL 來實作 Jason agent 的

reasoning cycle。我們在實作的過程中發現，無

須使用麻煩難懂的 Prolog（即 Prolog 非實作

BDI agent 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以本研究

的實作方式與 Jason Prolog 的方式相比，能大

幅 改 善 BDI agent 的 usability 及 

maintainability。 

關鍵詞：Jason、Prolog、Java、Jade、OWL 

 

Abstract 
Jason is the most popular platform to 

develop BDI agent. However, we argue that 

Jason is difficult to use because of its using 

Prolog, whose logic construc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object-oriented language with 

regard to deliberation and execution. In the 

research, we use Java, JADE, and OWL to 

implement the 10-step reasoning cycle of 

Jason agent and found that we can implement 

Jason agent without the cumbersome logic 

construct of Prolog and further improve 

agent program usability and maintainability. 

Keywords: Jason, Prolog, Java, Jade, OWL  

1. 動機 

近年來  agent 的觀念散佈在  CS 的領

域，但 agent-oriented 相關的平台卻不流行。

探討原因，發現不是因為 agent 觀念不適用於 

CS ，而是 agent-oriented 相關的平台缺少了 

usability 和 maintainability。 

吸引開發者的關鍵之一，在於平台的學習

門檻。當平台使用與開發者原本觀念差異極大

的技術時，開發者需要跳脫原本的觀念來學習

這項技術，此時學習的門檻便會提高。在學習

門檻很高的情況下，開發者自然會評估是否需

要學習此技術。此時，在開發者心中，學習此

種技術的優先權通常很低，甚至希望以其他的

方式來取代，就算這個技術能解決以前無法解

決的問題。 

Jason 擴充自 AgentSpeak [1]，AgentSpeak

屬 於 logic programming language ， BDI

（Belief-Desire-Intention software model）的部

分是利用 Prolog [2]表達。雖然 Prolog 在表達

力上非常簡潔，但與我們一般所熟悉的程式語

言（如 Java）在執行流程及結構上很不一樣，

我們必須先捨棄原先熟悉的程式思路，才能進

一步了解 Jason 平台，這對初學 agent 的人無疑

是一大障礙。另外，logic programming 用於

agent-oriented programming 還存在幾個問題： 

 

1) Logic programming 興起時，網路不如現在

蓬勃發展，因此都採用 single thread 的方

式，然而 single thread 無法模塑網路世界

分散的特性。 

2) Logic programming 都立基於自身封閉的

beliefs ， 未 能 不 斷 地 sense 外 界 的

environment 故只在封閉知識庫裡推理。 

3) Logic programming 表達雖簡潔，但隱藏

control flow，讀者難理解程式的執行流

程，尤其複雜龐大的程式更難理解。 

 

我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使用 Java、JADE

及 OWL 實作 Jason agent reasoning 的十個步

驟。此實作指出去除 Prolog 邏輯語法也可以做

到 Jason agent reasoning 十個步驟，證明在

agent-oriented programming [3]中，複雜難懂的

Prolog 語法並非必要。本論文其餘章節為，第

二節相關研究，第三節去除 Jason Prolog 語法

系統與簡例，第四節系統評估，第五節結論。 

2. 相關研究 

JADE （ Java Agent Development 

framework）  [4]為一個以 Java 實作 FIPA 

（Foundation for Intelligent Physical） 的 agent 

platform。Agent與 agent的溝通可透過FIPA 裡

22 個 communicative act 來達成，因此 JADE

擁有良好的 agent 溝通能力，但不具備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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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JADE agent 執行的任務都必須定義在

behaviour中，每項工作可以用不同的Behaviour 

class 來代表，並透過 addBehaviour() 將

behaviour 加入。在 behaviour 有 2 個必須

implement 的 abstract methods：  

 

1) action()： 定義 behaviour 所要實際執行任

務的程式碼。 

2) done()： 回傳一個 boolean value，告訴 agent

所要執行的任務是否已完成。 

 

OWL （Web Ontology Language） [5] 在

W3C 上的定義為「描述真實世界各種事物及其

關係的語言」，讓電腦能夠容易處理這些資

料。在語法上是以 XML 的 tag 撰寫，與 XML

比較，更能描述出事物間的關係。 

Jason [6] 則是將 belief 、 goal 的部分用 

Prolog [7] 語法的形式寫在同一個 asl 檔案，

語法上十分簡潔，但對熟悉物件導向程式思維

的開發者來說並不友善。Prolog 與一般程式的

執行流程大不相同。對初學者來說，一個簡單

的 Jason 程式就需要花費許多時間來理解。另

一方面，使用 Jason 開發時須在兩種不同思維

中，不斷地轉換。當開發複雜的 agent 程式

時，由於 belief 、 goal 、 plan 都在同一個

asl 檔案，這會造成維護上相當不易。此外， 

Prolog 變數的值是透過  unification 綁定機

制，舉例來說有一個 predicate 為： 

 

weather（taipei，W） 

 

這時 weather（taipei，W） 會與 fact 作

匹配（在 Jason 中 fact 為 belief），若有一個 

fact 為： 

 

weather（taipei，hot） 

 

根據匹配結果，變數  W 的值綁定為 

hot ，當 predicate 及 fact 的數量變多，匹配

的過程中會更加複雜，這使得開發者更難追蹤

變數的值。 

Jason 採用 Prolog 和 Java 這兩種語言， 

Prolog 處理 agent 邏輯推理的部分，而 Java 

則實作 Prolog 裡某些 literal 的功能。關於 

Prolog 整體的 code 看似簡潔，但事實上其所

有 execution cases 都需想得很清楚才能定義

出一條 rule [8]，若一條 rule 錯誤可能會導致

整個程式錯誤。以 Prolog 與 Java 混和的方式，

會導致整個程式在測試上非常不容易，在這個

盛行 test-driven development 的時代， code 

品質會明顯下降許多。 

3. 去除 Jason Prolog 語法與簡例 

3.1 系統 

本系統模擬 Jason agent 執行 reasoning 

cycle，而實作上使用 Java, JADE, OWL 取代

Prolog。在 Jason 中，agent 必須不斷執行

reasoning cycle，這可使用 Jade 中 Behaviour 

class 的 CyclicBehaviour [9] 子類別達到此目

的。 

在本系統中所使用的 CyclicBehaviour，適

合做為 reasoning cycle 的基礎架構。將

reasoning cycle 所要執行的步驟放入 action()

中，讓 agent 反覆執行 reasoning cycle 的步驟。

BDI agent即是透過不斷執行 reasoning cycle來

運作。在 Jason 中，reasoning cycle 被分成十個

步驟，如圖 1 所示。以下分為十小節分別解釋

Jason reasoning cycle 十個步驟 [10] 並與本系

統比較。 

3.1.1  Step 1 

Agent 的一大特色在於 environment，而

environment 的資訊被所有 agent 共享。Jason 

agent 依據這些資訊及自身的 belief 做出反應，

在反應的過程中，有可能改變 environment。 

例如，天氣很熱，Bob 打開冰箱找飲料喝，

發現有他喜歡喝的啤酒 5 瓶，因此從冰箱拿一

瓶啤酒喝 [11]。從此例子來看「天氣很熱」及

「啤酒 5 瓶」就是 environment 記錄的事實，

而「喜歡喝啤酒」就是 Bob 自身的 belief。Bob

根據「天氣很熱」，因此做「Bob 打開冰箱找飲

料喝」這個反應，在依照「喜歡喝啤酒」的

belief，從冰箱拿一瓶啤酒出來，這個動作使得

冰箱裡的啤酒少一瓶，environment 被改變了。 

Environment 應具備能清楚描述語意和關

係的能力。另一方面，一個 multi-agent system

的多個 agents 通常是散佈在不同電腦上執行，

所以 environment 要能夠儲存在 web 上讓其他

agent 存取。因此 Java 在本質上並不適合做為

environment。然而，Jason 的 environment [12] 

僅利用 Java 檔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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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Jason Reasoning cycle 

 

本系統利用 OWL 來取代 Java 檔作為

environment 的儲存媒介，OWL 的優點在於能

夠明確的定義出每一項資訊的含意，並清楚地

用 tag 去描述，使用起來非常有彈性。此外，

OWL也有一套完整的 Java API供 agent去存取

這些資料。 

3.1.2  Step 2 

在 Jason 中，每個 agent 都有自己的 belief，

稱為 belief base [13]，environment 得到的資訊

會用來更新 belief base。例如，冰箱開啟時，

Bob 才能得知冰箱內存放的物品。當啤酒的數

量多於一瓶，就會加入一個 belief 為“available

（beer, true）” [11]，這表示 Bob 相信還有啤

酒。Belief base 是由一群 beliefs 組成，以 Prolog

的形式表達，例如上述“available（beer, true）”

要加到 belief base 的寫法為： 

 

addPercept (available(beer, true)) [12] 

 

本系統用 Java 的 HashMap [14] 來存放

belief base，HashMap 用(key, value)的形式存放

資料，並提供 put（key, value）將資料加入，

上述例子可以寫為： 

 

put (availableBeer, true) 

3.1.3  Step 3 

多個 agents 常會互相溝通，Jason 提供一

系列的 API 供開發者使用。舉例來說，Bob 向

超市訂購一箱啤酒，當啤酒到貨時，超市必須

主動通知 Bob [11]。在 Jason 中的寫法為： 

 

send（Bob，TELL，deliveredBeer） [15] 

 

本系統以 JADE 為基本架構，使用 JADE 

22 個 FIPA 溝通動作中的 INFORM （類似上例

中 Jason 的 TELL），並利用 JADE 中的

ACLMessage class [9]設定 message，最後由

Agent class [9] 的 send() 傳送，如下圖所示： 

 

 
圖 2  Jade 訊息傳送 

 

此外，Agent class 所提供的 receive()可接

收其他 agent 傳遞的訊息，如下圖所示： 

 

 
圖 3  Jade 訊息接收 

 

3.1.4  Step4 

當接收到 agent 的訊息時，Jason 預設不會

過濾接收到的訊息，開發者可自行定義，而在

本系統也能利用 Jade 的 MessageTemplate [9] 

來進行篩選。例如，只接收 INFORM 的訊息，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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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Jade 訊息過濾 

 

3.1.5  Step5 

Event 是驅動 agent 的主要核心，在 Jason

中，每一個 agent 都有自己的 event queue 存放

event，當 event queue 中有 event 時，會取出一

個 event 來處理， agent 就是透過不斷處理

event 來完成工作。Jason 的 event 可分為 1) 

external event, 2) internal event： 

 

1) External Event：當 Agent 有 initial goal 或是

belief base 更新時，belief 發生改變，所產

生的 event 稱為 external event。 

2) Internal Event：agent 在執行 plan 時所出現

的 sub goal，所產生的 event 稱為 internal 

event。 

 

本系統利用 Java 的 Queue [14] 來儲存

event，而原本在 Jason 中的 2 種 event 將其簡

化並通稱為 event，並無區分 external/internal 

event。 

3.1.6  Step6 

從 event queue 取出 event 後，agent 需要對

event 做出反應，根據 event 的名稱，會有相對

反應動作，這些動作稱為 plan。在 Jason 中，

plan 格式為： 

 

triggering_event : context <- body [16] 

 

Triggering_event 為 plan 用來辨識 event

的名稱。當要處理的 event 與 triggering_event

相符時，這些 plan 稱為 relevant plans，即與

event 相關的 plans。而 context 則是邏輯條件，

若 context 成立則執行 body 的動作。 

3.1.7  Step7 

Context 是從 relevant plans 中根據 agent 的

belief，動態地選擇執行的 plan，當 context 為 

true 時，這些 plan 稱為 applicable plans，即是

agent 考慮執行的 plans，body 則是 plan 實際執

行的動作。在 Jason 中，一個簡單的 plan 例子

如下： 

 

+!drink（beer）: true <- sip（beer） [11] 

 

+!drink（beer）代表 agent 增加 drink（beer）

這個 goal 的 event，true 則代表此 plan 被認定

為 applicable plan，並無考慮 belief，sip（beer）

則被實作為 Java method。這邊提出 Jason 在撰

寫 plan 上的兩個問題 1) 可讀性， 2) context

語法結構： 

 

1) 可讀性 

agent 定義的 plans 即為 plan library。在結

構上，plan library 會與 initial belief、initial goal

定義在同一個 asl 檔案中。當 agent 定義的 plan

越多時，由於 plan library 沒有從 asl 檔切割出

來， 使得整體結構不易開發者閱讀及維護。

因此，本系統將 plan library 另存成 OWL 檔，

並定義一個 Plan 的 class，而 class 中有兩個

property，分別為 triggerint_event 與 body，對

應 Jason 在 plan 的結構，如下圖所示： 

 

 
圖 5  Plan library 結構 

 

plan 的例子如下圖所示： 

 

 
圖 6  Plan 的例子 

 

2) context 語法結構 

由於 Jason 在 context 的語法結構上只能使

用一般的邏輯運算子，例如&、|、┐等。若希

望在 context 定義較複雜的運算來更精確地選

擇 applicable plans，由於結構上限制，並不容

易達成。因此在系統中將 context 實作為 Java 

method，稱為 context method，並回傳 boolean 

value 來判斷是否為真，而 context method 命名

規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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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ing_event〉Context 

 

找出 relevant plans 後，會自動到 plan 

library 找出對應的 context method 執行，並根

據回傳的 boolean value 來決定 plan 是否加入

applicable plans 中，如下圖所示： 

 

 
圖 7  drinkBeer 的 context method 

3.1.8  Step8 

一個 event 的 applicable plans 可能有很多

個。對 agent 來說，這些 plans 都被認為適合去

處理 event，必須要從中選擇一個來執行，被選

定執行的 plan 稱為 intended means，會被加到

intention 中等待執行。在 Jason 預設是以 asl 檔

中最先定義的 applicable plan 作為 intended 

means。在本系統中，利用 OWL 所提供的 API，

將 plan 依序讀入，並存在 Java 的 Queue 中。

因為是依序讀入並取出第一個 applicable plan

來當作 intended means，與 Jason 的預設行為並

無不同，而 Java Queue 提供的 get（index）能

讓我們取出第一個 plan，例如： 

 

applicablePlans.get(0) 

 

3.1.9  Step9 

在 Jason 中，有許多的 intentions。在一個

reasoning cycle 中必須選擇一個 intention。每一個

intention在結構上指的是 a stack of plans，存放 agent

所要執行的 plans。Intended means 加到 intention 的

方式會根據所選擇的 event 種類不同有所差異，以

下根據 event 的兩種類型  1) external event, 2) 

internal event 解釋： 

 

1) External event：intended means 會被加到一

個新的 intention。 

2) Internal event：intended means 會被 push

到 intention 的最上層。 

 

Jason agent 在每次 reasoning cycle 都會以

round-robin 的方式來選擇不同的 intention 準備執

行。本系統為了簡化程式結構，結構上只使用一個

intention，因為沒有多個 intention 的關係，因此在

event 部分也不需區分 external event 與 internal 

event。 

3.1.10  Step10 

Intention 結構上是 a stack of plans，Jason

將 plan body 中的一個 method 稱為 action [16]，

一個 action 會對應到一個 Java method，而每個

plan 實際執行的部分（body），是由多個 actions

所組成。在 Jason 中，每次 reasoning cycle 只

會執行一個 action。因為 intention 是一個

stack，從 intention 中選出一個 action 執行時，

會先 pop 出 intention stack 最上層的 plan，並選

擇 plan body 中所出現的第一個 action 來執行，

當 action 執行完成時，就將 action 從 plan body

中移除，這樣一來，便可得知 intention 中的 plan

已執行到哪個 action。 

在本系統中，每個 plan 從 OWL 檔案讀取

出來時被存為 Queue<Action>的格式， Action 

class 代表上述的 action，並用 Java 所提供的

stack 來實作 intention 的結構。下圖為 intended 

means 加到 intention 的示意： 

 

 
圖 8  Intended means 加到 intention 

 

由於 intended means 是 Queue 的結構， 

action 的執行順序應是 A->B->… ，若直接從

queue 中的元素（ action）取出並 push 至

intention，這會使得之後 action 的執行順序顛

倒，因此我們先將 queue 的元素先逐一取出並

push 至一個暫存的 temp stack，在 push 至

intention 中。這麼一來，在 intention 的結構中， 

intended means 就像是 a stack of actions， 

intention 則是 a stack of intended means。 

在 reasoning cycle 最後步驟會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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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中的一個 action 來執行，由於我們利

用 Java Stack [14] 的結構，利用 pop()就可以取

出下一個要執行的 action，並呼叫 plan library

中對應的 Java method 執行，下圖為系統中

intention 執行過程示意： 

 

 
圖 9  Intention 的執行過程 

 

3.2 簡例 

本節以 Jason所提供的Domestic Robot [11] 

為範例，3.2.1 小節介紹 Domestic Robot 的

scenario，3.2.2 小節利用本系統實作此範例的

程式。 

3.2.1  Scenario 

本 scenario 包含 1) owner, 2) robot, 3) 

supermarket 三個 agents 進行互動，分別如下： 

 

1) Owner 

Owner 唯一的 goal 就是不斷地取得啤酒： 

get(beer) ， 取 得 啤 酒 的 方 式 為 通 知

robot:send(robot, achieve, has(owner, beer）） 將

啤酒送交至 owner，取得啤酒後會開始喝酒，

當酒喝光時，會再次取得啤酒，但以 10 瓶為

限。 

 

2) Robot 

Robot 一開始則處於被動的狀態（沒有

initial goal），當收到 owner 的要求取得啤酒

時，根據自身的 belief，有 3 種不同的 plan，

以下分別解釋這 3 種 plan 的 belief 條件： 

 

 去冰箱拿啤酒給 owner。當 Robot 認

為冰箱還有啤酒時，且 owner 沒有喝

太多啤酒時執行。 

 拒絕 owner 的要求。當 Owner 所喝啤

酒超過限制時執行。 

 Supermarket 訂購啤酒，收到到貨通

知後，再拿啤酒給 owner。當 robot

認為冰箱沒有啤酒時執行。 

 

3)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接收啤酒的訂購通知，當啤酒

送達，通知 robot 啤酒到貨。 

 

3.2.2  實作 

以 owner 的 get（beer） goal 作為系統實

作的介紹，在 goal 的資料夾中有定義相對應的

owner.owl 作為 initial goal，如下圖所示： 

 

 
圖 10  goal/owner.owl 

 

OWL 中定義的 goal 會被讀取並加到 event 

queue 之中，如下圖所示： 

 

 
圖 11  Initial goal 加到 event queue 

 

當我們從 event queue 中選出 getBeer event

處理，會到 plan 資料夾中對應的 owner.owl 根

據 triggerEvent property 找出 relevant plans，下

圖為 getBeer 的一個 relevant plan。 

 

 
圖 12  getBeer 的一個 relevant plan 

 

篩選出的 relevant plans 則會根據 plan 

library 中定義的 context method 來判斷是否為

applicable plans，下圖為 getBeer 的 contex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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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getBeer 的 context method 

 

選出一個 applicable plan，根據 funcName 

property 找出對應的 Java method，上述例子即

為： 

 

send（Robot, ACHIEVE, ownerHasBeer） 

 

下圖為 send method 的程式碼： 

 

 
圖 14  send method 的實作 

 

4. 系統評估 

本節從兩個 perspectives: 1) usability ，以

及 2) maintainability 評估本系統以及 Jason 的

優劣。 

4.1 Usability 

本節會從語言與邏輯推理兩方面來總結 

Jason 以及本系統的 usability ，如表 1，本系

統使用的是  Java 與 OWL （Web Ontology 

Language），但 Jason 卻使用了 Prolog 這個不

普遍的語言，對沒用過這語言的人顯然 

usability 少了許多。在邏輯推理的部分， Jason 

使用 Prolog 這不易撰寫的語言，在寫複雜邏

輯時會變得比較難以上手，且在測試時也因沒

有許多額外的測試元件 （如 Java 的 Junit 等

等）變得困難許多。而本系統在邏輯推理方面

以 Java 開發，無上述問題，並能以 test-driven 

development 的方式，提高 agent-programming

的品質與 usability。 

 

表 1  Usability 

usability 語言 邏輯推理 

Jason Prolog 和 Java 使用 Prolog 

Jadexx OWL 和 Java 使用 Java 

 

4.2 Maintainablility 

本節會從三個方向來判斷 Jason 以及本系

統的 maintainability ，分別為 1) 可否執行 unit 

test。2) 可否 reuse control flow。3) 可否限制

control flow 的影響性。 

 

表 2  Maintainability 

maintainability Jason 本系統 

可否執行 unit test 否 是 

可否 reuse control flow 是 是 

可否限制 control flow 的影響

性 

是 

（複雜） 

是 

（簡單） 

 

表2可看出 Jason 以及本系統都能重覆利

用 control flow，但 Jason 因使用 Prolog 語法

無法進行單元測試，且在控制 control flow 的影

響範圍上也較為複雜。本系統則可靈活運用

unit test 與 reuse，故在 maintainability 上較為優

異。 

 

5. 結論 

本研究指出實作 BDI agent 無須 Prolog。

以 Jade 為基本架構，提供 agents 之間溝通的平

台，再以 Jade 的 CyclicBehaviour 及 Java 實作

Jason reasoning cycle，並使用 OWL 儲存 goal、

plan、environment，優點如下： 

 

 用 Java 取代 Prolog 少了麻煩難懂的

邏輯語法，讓使用者開發 agent 系統

前，不需要學習 Prolog 的執行流程及

語法，使得 agent 的思考過程更能以

平易近人的 Java 開發而廣為人知。 

 

 將 Jason 原本定義在同一檔案的

goal、plan、belief 從中抽出並分別儲

存，使開發者較容易維護，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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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結構的可讀性。 

 

 用 OWL，而非 Jason 的 Java，做為

environment，OWL 可儲存於 web

中，且較適合作為 agent 的存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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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區域二維影像描述子及影像比對應用 

 

 

摘要 
雖然影像比對技術日漸成熟。但是，影像

資料因為受到光照環境，常常導致比對準確率

降低。在影像比對技術中，較高的比對準確率

與較短的計算時間是很重要的。本文提出動態

區域二元圖形運算(LBP)，此項技術可用來描

述區域紋理變化的特徵。LBP是一種簡單又有

效率的紋理表示法，在分析的過程中，圖片大

小並不會影響到分析結果所影響，分析完的特

徵圖檔大小將相同於原始圖片，但分析結果將

會因光線的不同而影響比對結果。LBP不僅運

算方式簡單，單一區塊的運算速度也相當快

速，但特徵值的多寡將影響分析時間，所以我

們將利用減少特徵值，縮減比對次數來增加效

率，為了達到辨識的效果，我們將利用階層式

比對的方式，驗證影像。 

 

關鍵詞：影像比對、特徵擷取、區域二元圖形 

 

Abstract 
The image matching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ese decades. However, due to the 

variant lighting environment, the system may 

results in lower accuracy rate. For the technique 

of image matching, a higher accuracy with a 

shorter computation time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applys the Local Binary Pattern (LBP) to 

describe chang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ure in images. LBP is a simpl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for the texture analysis. Image size of 

the result will be the same size of the original 

image,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t lighting condition. LBP is under simple 

arithmetic mode, and single block operation 

speed is quite fast. The number of features will 

affect the amount of analysis time, so we need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them. The reduction ratio 

of the number of times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recognition of the results, 

we will use the hierarchical way once again to do 

verification. 

Keywords:Image matching、feature extraction、
Local Binary Pattern 

1. 前言 

今在辨識技術的領域中，紋理分析和分類

已經成為電腦視覺與影像處理的重要領域之

一。藉由紋理分析這項技術，在我們生活中可

以大幅的提升檢測的效果，在各式各樣的偵測

辨識工具上，都需要運用到紋理分析這項重要

的技術，例如視覺對象的識別與檢測[1] [2]、

行人分類[3] 、圖像檢索方法[4] [5]、人臉識別

[6]等等的重要工具都藉此發揮重要作用。目

前，許多紋理特徵已達到良好的紋理分類提取

演算法。 

計算特徵大部分是對一張影像作每個像素

點運算，有一種作法是由芬蘭的 Oulu 大學

Ojala 等[7]研究學者所提出，是一種區域紋理

變化的特徵描述方式。許多 LBP的變化已經提

出了旋轉不變紋理分類，例：Tan 和 Triggs [8]

提出了將它們所編碼的相鄰像素值轉換成三

值的代碼（-1，0，1），而不是 2值代碼（0，1）

通過添加用戶的閾值。這個操作符被稱為區域

三元特徵（LTP） 

Guo等[9]結合每個模式的所有圖案全部中

央灰階值的符號和大小的不同，提出 LBP的完

成建模，完成區域二元特徵（CLBP）等等方

式。 

本文提出區域二元圖形運算，此技術主要

用來描述 區域紋理特徵變化的計算方法，是

簡單又有效的運算，在分析中圖片大小不會受

到分析結果來影響。LBP的優點在於運算方式

簡單速度也相當快速，但對整體而言，特徵值

的多寡會影響分析時間，所以我們將利用有效

的比對方式，以減少特徵值，縮減比對的次數

來增加效率，為了達到辨識的效果，將利用階

段式比對的方式。 

2. 特徵擷取-Local Binary 

Pattern(LBP) 

區域二元特徵，此運算方法由芬蘭的 Oulu

大學 Ojala 等[7]，特色為在灰階影像中相鄰中

心點像素的周圍每個像素點與中心像素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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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此方法特色為提高辨識度的紋理資訊。 

傳統 LBP 通過與中心像素來表示每個像

素的 3×3區塊標記的圖像的像素，然後 LBP已

顯示出許多的比較研究的優異性能。  

基本的 LBP運算流程，先將彩色影像轉為

灰階影像，接著把 3X3的固定矩陣對映在 9 個

灰階值，接著把 3X3 周圍的灰階值跟中心灰階

值做比較，大於或等於中心灰階值的區塊以 1

來表示，反之小於中心灰階值的區塊以 0來表

示，接下來給權重編碼以左上的點為基礎，依

順時鐘的方向依序排序變成一串 2 進位的數

字，可以轉換成 0~255的特徵值，影像經由 LBP

的運算後每個中心像素會產生不同的特徵

碼，可以轉換成圖像，也可稱之為特徵向量。 

 

下圖說明 3X3 區域的 LBP運算意識圖。 

 

   
      圖 1、3X3區塊範圍 

 

If  207  >= 中心灰階值 =1 

If  201  >= 中心灰階值 =1 

If  152  <= 中心灰階值 =0 

If  98   <= 中心灰階值 =0 

If  192  >= 中心灰階值 =1 

If  212  >= 中心灰階值 =1 

If  199  >= 中心灰階值 =1 

If  197  >= 中心灰階值 =1 

 

   
圖 2、3X3區塊經 LBP 運算後結果 

 

   
圖 3、3X3區塊之權重 

最後將圖 2和圖 3相乘後再相加算出 3X3

區域的 LBP值，所以圖 1區塊的 LBP值為： 

( *1)+( *1)+( *0)+( *0)+( *1)+( *1)+

( *1)+( *1)=207 

 

207 為剛才中心灰階值 174的特徵碼 

 

 
圖 4、(A)彩色原始圖，(B)LBP 

 

計算每個像素的 LBP值後，在統計累加出

影像的區域二元特徵直方圖，表示影像的紋理

特徵描述。 

這個過程可以算數表達如下： 

  

 
  

 
其中 為中心像素， 為於中心像素相鄰的

像素，R為一個圓的半徑，P為相鄰的數目。 

將影像中的每個像素點經過 LBP 運算

後，區域會產生 LBP特徵運算的值，整張影像

計算完後統計得出直方圖。 

此 256個 bin的 LBP直方圖則是這張影像

的一種紋理描述，其特性是產生最原始簡單且

獨特的區域紋理描述。 

3. 研究方法 

為了要達到辨識的目的，所以我們將利用

階段式比對，我將會利用兩張圖片做階段式比

對，一次又一次的做比對，將兩張圖分別做LBP

的運算與階層式 LBP運算，得到一張新的特徵

圖來相互做交叉比對，在比對的過程中，只要

比對結果不吻合，代表兩張圖片不相同，將捨

棄此圖片，不需繼續向下比對，如果整張圖片

比對結果數據相吻合，則將這此圖片做第二階

段的比對，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階段式的篩選

方式，逐漸縮減特徵值已達到比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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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階層式 LBP 

 
區域二元圖形運算，主要的概念是將中心

像素點與周圍像素點的區域變化做比較後得

到其特徵值。由於此項技術的辨識力強大和計

算簡單，這使得可以藉此對圖像進行即時分

析。為了縮減運算次數及時間，我們將以我們

將以一個 3*3 的矩陣直接當作一個單元做運

算，當這個矩陣運算完畢後，我們將直接向右

推移一個矩陣繼續做單元運算，如此將可以減

少運算的次數和複雜度，也可以大量的縮減特 

徵值。 

 

如圖 5 所示，先將一張影像像素值作傳統的

LBP，得到 LBP 特徵值。傳統的 LBP 每次運 

算都跳一格來作運算。 

 
圖 5、傳統 LBP作法(LBP第一層) 

 

如圖 6所示，將做完傳統 LBP的特徵值，再做

一次 LBP。此次 LBP非傳統的運算，而直接跳

一格的運算。 

 
圖 6、階層式 LBP作法(LBP第二層跳一格) 

 

如圖 7所示，將做完傳統 LBP的特徵值，再做

一次 LBP。此次 LBP非傳統的運算，而直接跳

二格的運算。 

 
圖 7、階層式 LBP作法(LBP第二層跳二格) 

 

如圖 8所示，將做完傳統 LBP的特徵值，再做

一次 LBP。此次 LBP非傳統的運算，而直接跳

三格的運算。 

 
圖 8、階層式 LBP作法(LBP第二層跳三格) 

 

3.2比對方法-Hausdorff distance 

 
Hausdorff distance[10][11] 是由 Felix 

Hausdorff 所命名，定義為：一個集合到另一個

集合最近點的最大距離，應用在邊緣(edge)和 

物件外形(shape)比對上。 

如圖 9 和圖 10 所示，假設兩個特徵點，

如圖片 A 和圖片 B，分別分布有特徵點的位

置，A圖和 B圖彼此間的特徵點有其相近對應

的最近距離， Hausdorff distance 表示其中最大

的距離。但由於是由圖 A對應圖 B，如果顛倒

由圖 B對應圖 A，則會產生不對稱的情形，所

以 Hausdorff distance 必須考慮對稱情況，如表

示圖 A比對圖 B的 Hausdorff distance值，表示

圖 B比對圖 A的 Hausdorff distance值，兩者不 

一定會相同，則要取最大值。[12] 

 

 
圖 9、特徵點比對示意圖 

 
圖 10、疊合特徵點比對示意圖 

 

將影像擷取特徵點，計算與每筆資料的最

大距離，並選出 Hausdorff distance的值，我們

依照以下公式: 

 

 
x1、y1、 x2、y2、m表示原圖及比對圖的特

徵點位置和特徵數量，找出相近點即將最小值

取出，並選出所有相近距離的最大值。考慮對

稱情況，所以 Hausdorff distance 值為取和的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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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結果 

如圖 11、12、13分別為 300X300 的大理

石、磚頭與木頭圖像。 

  
圖 11、大理石(A)彩色原始圖，(B) 傳統 LBP，

(C) 階層式 LBP(跳一)，(D) 階層式 LBP(跳

二)，(E) 階層式 LBP(跳三) 

  
圖 12、磚頭(A)彩色原始圖，(B) 傳統 LBP，(C) 

階層式 LBP(跳一)，(D) 階層式 LBP(跳二)，(E) 

階層式 LBP(跳三) 

  
圖 13、木頭(A)彩色原始圖，(B) 傳統 LBP，(C) 

階層式 LBP(跳一)，(D) 階層式 LBP(跳二)，(E) 

階層式 LBP(跳三) 

在實驗中，每張圖大小為 300x300，選取

相似的磚頭紋理與木頭紋理先作比對，再來做

大理石與磚頭或木頭的比對。 

如圖 14~圖 17所示，點 1為相似磚頭的紋理、

點 2為相似木頭紋理、點 3為大理石對磚頭、

點 4為大理石對木頭、點 5磚頭對木頭，圖中

可看出磚頭對應的點較低，所以說相似度較

高，反之磚頭對木頭對應的點較高，所以兩者

的相似度低 

  
圖 14、傳統 LBP 

 
圖 15、階層式 LBP(跳一) 

 

 
圖 16、階層式 LBP(跳二) 

 

 
圖 17、階層式 LBP(跳三) 

5. 結論 

我們的方法主要針對傳統的 LBP作法來

作改良，在傳統的 LBP中會得到大量特徵值，

我們的方法可以藉由減少特徵數量，來找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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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不同區域的不同影像內容，使影像重要的

內容不會有特徵被忽略，較複雜的物件也不會

因為失去微弱地方的資訊，導致後來的比對錯

誤及失效。以傳統 LBP的 Hausdorff distance

來對影像相似度做判斷，會失去一些重要的描

述資訊，而考量相近特徵點的距離值，透過運

算找出其差異，則可以提高比對的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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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式區域二元影像描述子與即時人臉辨識應用 
 

 
摘要 

生物辨識技術是近年來最常被提出來討

論的辨識議題，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但現今

發展的生物辨識技術多少都會因變異環境而

產生影響，例如：在雙手拿滿重物時就較不方

便進行指紋辨識；配戴有色隱形眼鏡時進行虹

膜辨識會造成判斷錯誤的情況發生。就人臉辨

識而言，因人臉面積大、特徵大，即使使用者

帶著眼鏡也還有其他部分的特徵能夠進行辨

識。本篇將探討如何克服在不同環境下例如：

夜晚、濃霧的環境拍攝出的人臉影像，利用

Adaboost偵測到人臉位置後，將影像切割成nxn
塊，用 LBP 的方法克服光線的影響擷取特徵並

給予相對應的權重，接著經過 PCA 訓練最後能

正確且快速的辨識出人臉，經過測試與分析，

本篇方法與沒有使用 LBP 及使用 LBP 但無權

重兩種方法相比效果較好。 

關鍵詞：生物辨識、人臉辨識、Adaboost、LBP、
PCA 
 
Abstract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Biometric 
technology is the most frequently raised issues 
discussed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application 
scope is quite widespread. Today the 
development of biometric technology are heavily 
influence by the vari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For example: when 
both hands full with weight is inconvenient for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when wearing colored 
contact lenses may cause errors in iris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exploreing face recognition, due to the large face 
area characteristics, even if the user with glasses 
and others can also be identifie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overcome face recognition 
problem under different lighting  environments 
such as night or fog. Adaboost is applied to detect 
a human face position, and the LBP approach to 
overcome the effects of lighting, and then after a 
PCA training it is finally able to correctly and 
quickly identify a person. 
Keywords: Biometrics, Face Recognition, 
Adaboost, LBP, PCA 

1. 前言  
生物辨識技術是透過人體生理或行為作為

特徵進行辨識，取代以往容易忘記或被人盜用

甚至弄丟的密碼及鑰匙進行解鎖，透過生物辨

識技術的應用，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鑰匙。

目前發展的生物辨識技術有：虹膜辨識、指紋

辨識、簽名辨識、聲紋辨識、DNA 辨識、靜脈

辨識及本篇要探討的人臉辨識，某些辨識技術

需要仰賴較昂貴或接觸式的裝置，因此較不容

易普及。 
人臉辨識[1]的概念相當簡單，僅需隨手可

得的攝影機或照相機將臉部的影像拍攝下

來，接著系統找出並擷取人臉位置，將特徵抓

取出來後與訓練過的資料庫進行比對，即可辨

識出人臉。 
一般人臉辨識系統大致分三個步驟：1.人

臉偵測 2.人臉特徵擷取 3.人臉辨識。人臉偵測

部分最常見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膚色判別法、樣本

比對法以及本篇使用的 Adaboost[2]；人臉特徵

擷取最常見的方法有：賈伯濾波器 (Gabor 
filter)[3]、幾何特徵法、主動外觀模型(Active 
Appearance Models, AAM)[4][5]，本篇使用的是

區 域 二 元 特 徵 法 (Local Binary Pattern, 
LBP)[6][7]；人臉辨識部分最常見的方法有：

貝氏分類法(Bayes classifier)、K 近鄰分類法

(K-Nearest Neighbor, KNN) 、 類神 經網 路

(neutral network) 、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8]，本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PCA)。 
在實務應用上，相機或攝影設備在變異環

境(例如：雨天、濃霧)容易因雨滴或水氣等產

生影像雜訊，在人臉辨識的過程中會造成無法

辨識或辨識錯誤等問題，除了上述提到的困

難，光線也會造成不易辨識的問題，我們必須

克服光線不均、過亮及過暗的問題，且考慮到

即時系統運算速度及排除太過複雜的方法，因

此我們使用 LBP 方法擷取特徵。 
本篇共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為前言，說

明生物辨識技術的種類、簡單整理最常使用的

人臉辨識方法及人臉辨識會遇到的困難；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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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為人臉偵測，介紹人臉偵測使用的 Adaboost
方法；第三章為人臉特徵擷取，介紹人臉特徵

擷取使用的 LBP 方法；第四章為人臉辨識，介

紹人臉辨識使用的 PCA 方法；第五章為實驗結

果；第六張為結論。 
 

2. 人臉偵測 
本篇探討的人臉辨識系統能夠將拍攝下

來的影像即時且快速的辨識出結果，Adaboost
與其他方法相較效能好且準確度高，非常符合

即時系統的需求，因此使用 Adaboost 於人臉辨

識部分。 
 

2.1 矩形特徵 

不同的矩形特徵[9]能偵測灰階影像中不同

區塊的灰階分布，如圖 1、圖 2 所示。計算特

徵值的方法為矩形特徵黑色區塊與白色區塊

的 差 ， 以 圖 3 為 例 ， 特 徵 值 為 ：
(18+45+63+88)-(69+37+41+52)-(48+66+73+18)
+(51+89+45+91)=86 

 

 
圖 1 矩形特徵 

 

    
圖 2 矩形特徵套用在人臉示意圖 

 

 
圖 3 特定對角線特徵值計算示意圖 

2.2 積分影像 

每個不同的矩形形狀和大小都會套用在

影像的不同位置上，若套用的每個矩形都要從

頭加總並計算差值，將拉長特徵值的計算時

間，因此使用積分影像[10]來加速矩形特徵的

計算。計算方式為先計算每個像素點的累計值

並記錄後，當矩形移動到某個地方時可以直接

做計算，不必再重複加總每個像素點可節省計

算時間，特徵值計算方式如圖 4 所示，D 區塊

的特徵值=4+1-2-3。以圖 5 為例，特徵值為：

左上角白色區塊(395+14-117-78)-右上角黑色

區 塊 (709+117-232-395)- 左 下 角 黑 色 區 塊

(741+78-395-219)+ 右 下 角 白 色 區 塊

(1331+395-709-741)=86。 
 

 
圖 4 積分影像示意圖 

 
圖 5 積分影像加總結果 

2.3 Adaboost 

每個不同的矩形特徵形狀和大小套用在影

像中的不同位置都會形成一個弱分類器，這些

弱分類器經過訓練後能得到一個強分類器，進

而判斷該位置是否為人臉。 
 

3. 人臉特徵擷取 
本篇方法是先將擷取下來的人臉影像切

割成 7x7 共 49 小塊，如圖 6 所示，接著對每

小塊做 LBP 計算。 
區域二元特徵(Local Binary Pattern, L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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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計算某區域的紋理變化，其優點為運算簡

單、運算速度快且不受光線的影響，適合用在

本篇拍攝影像為正常及夜晚的情況時。 
LBP 的運算方式為將一個 3x3 的矩形對應

在 9 個灰階值上，如圖 7 所示，將 3x3 周圍 8
個點的灰階值與中心點的灰階值做比較，若周

圍的灰階值大於或等於中心的灰階值，以 1 表

示；若周圍的灰階值小於中心的灰階值，以 0
表示，如圖 8 所示。接著與相對應的權重相乘，

如圖 9 所示，並加總後即可得到 3x3 區域中心

點的特徵值，圖 7 中心點 55 的特徵值為：
(20*1)+(21*0)+(22*1)+(23*1)+(24*0)+(25*0)+(26*
1)+(27*1)=204。圖 6 經過 LBP 的計算結果，如

圖 10 所示。 
 

 
圖 6 將擷取的人臉影像切割成 49 塊 

 

 
圖 7 3x3 區塊的像素示意圖 

 

 
圖 8 LBP 計算結果 

 

 
圖 9 3x3 區塊的權重 

 

 
圖 10 圖 6 經過 LBP 計算後的結果 

 

4. 人臉辨識 
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可以透

過統計的方式快速找出影像中重要的特徵，排

除較不重要的特徵後可以保留數組較為重要

的投影向量來代表數據集。 
經過 LBP 處理之後得到一個未分類的特

徵向量空間，若在這時直接做比對很容易出

錯，因此使用 PCA 將這些特徵向量空間做分

類，經過訓練形成一個模型，將這些模型與使

用者輸入的測試影像作比對，距離小於門檻值

判斷為相同人臉；若距離大於門檻值則判斷為

不相同的人臉。 
計算方式步驟如下： 

1. 先將 M 個樣本的二維陣列轉為一維陣列 
2. 計算 M 個樣本的平均值 
3. 計算每個樣本的差值向量 
4. 求 M 個樣本的差值向量矩陣 
5. 求得共變異數矩陣 
6. 計算出共變異數矩陣的特徵值 
7. 計算出單位特徵向量 
 

5. 實驗結果 
本次實驗共有 8 為測試人員，每人在四種

環境下(正常、夜晚、曝光、濃霧)各拍攝一張

影像作為測試集，共 32 張影像；訓練集為同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439 AIT / CEF 2015



一人在四種環境下拍攝的影像各一張，共 4 張

影像(如圖 11、圖 12 所示)。經過 PCA 計算取

得臉部的特徵向量後，依照臉部特徵的重要性

給予相對應比例的權重。根據實驗數據顯示本

篇方法與沒有使用 LBP 及使用 LBP 但無權重

兩個方法相比，測試集不相同人臉影像與訓練

集人臉影像相比差距最大，最容易設門檻值，

效果最好。 
 

   
 

  
圖 11 四種環境下拍攝的影像(原圖切割後) 

 

  
 

  
圖 12 四種環境下拍攝的影像(LBP) 

 
第五組測試集之影像與訓練集之影像為

同一人，經過實驗結果顯示能有效的辨識出同

一人在不同變異環境下拍攝出的影像(如表 1
所示)。表 1 中的數據為每張測試影像與訓練影

像計算出的距離，距離越大，代表兩張影像為

不同人；距離越小，代表兩張影像為同一人。 
 
 
 
 
 
 
 
 
 

表 1 實驗結果數據 
 正常 夜晚 曝光 濃霧 
1 71781 75963 74985 67635 
2 73215 72841 75163 78974 
3 65161 68324 66066 61404 
4 73164 75167 72818 70035 
5 7771 7825 7376 7636 
6 71988 71218 70644 66286 
7 72608 71418 75766 64255 
8 68434 68034 74060 63921 

 
沒有使用 LBP、使用 LBP 但無權重及本篇

方法相比，測試集影像與第五張測試集影像距

離差距(如表 2 所示)，本篇方法差距最大，最

容易設門檻值，效果最好。 
 

表 2 三種方法比較 
 

沒有使用 LBP 使用 LBP 但 
無權重 本篇方法 

1 4377 9256 64010 
2 4533 9374 65444 
3 3066 8316 57390 
4 3927 9254 65393 
5 0 0 0 
6 3732 9035 64217 
7 4271 8919 64837 
8 4712 8726 60663 

 

6. 結論 
我們利用切割影像並給予權重的方式配

合 Adaboost、LBP 及 PCA 三個方法克服了光

線及其他影像雜訊的問題，組成了一個運算簡

單且快速的人臉辨識系統，透過實驗結果顯示

本篇探討的方法能有效的辨識出同一個人在

不同變異環境下拍攝出的影像。未來我們將針

對各方法做改良讓系統能在更極端的環境中

也能有很高的辨識率，期望未來能將此應用結

合汽車車尾啟閉功能，打造更舒適便利的使用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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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車牌辨識系統 

 

 

摘要 
本論文提出了一個自動車牌辨識系統，系

統之攝影機置於車子的左斜後方約兩米處，系

統在攝影機擷取畫面後判斷是否有車輛進入

並停下，若有車輛進入並停下，則將擷取畫面

依序進行灰階化、Canny 邊緣化處理、切割車

牌、二值化、去除車牌周圍雜訊、字母切割。

欲建立特徵值資料庫之影像在完成字母切割

後，計算 30 個特徵值，以建立資料庫。動態

擷取之畫面則依照處理程序完成字母切割

後，計算所有特徵值，然後與特徵值資料庫比

對，其標準為特徵值差絕對值的和最小值。經

過實驗模擬結果顯示，本系統之辨識成功率為

84.99%，在光線均勻照射於車子上的時候本系

統都能成功的辨識。 

關鍵詞：車牌辨識、灰階化、邊緣化、二值化、

字母切割、特徵值 

 

Abstract 
The paper proposes an automatic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The CMOS sensor 

is around two meters behind the vehicle on 

the left. The system acquires frames and 

detects whether any vehicle comes in and 

stops. If a vehicle comes in and stops, the 

acquired frame is processed to segment all 

the license plate characters. For each 

segmented character, 30 characteristic values 

are extrac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characteristic values in the database. 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minimal 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 the best matched character can be 

fou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rate of successful recognition of the 

proposed system is 84.99%. If the drive is 

under even illumination, the proposed system 

can succeed in all the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Keywords: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grayscale 

transformation, edge detection, binarization, 

character segmentation, characteristic value. 

1. 前言 

現代人們的生活中，汽車已經成為主要的

交通工具，所以車輛的管理顯得格外重要，舉

例來說：校園車輛進出管理、高速公路通行車

輛收費管理、停車場的收費管理、集合式大樓

地下停車場管理、路上的交通違規、甚至到監

理所驗車…等等，這些都需要擷取出車牌號

碼，以便於後續的作業。傳統的方式，是由人

工記錄車牌，再對收集的資料進行管理，但這

些資料的管理，並非簡單輕鬆的事情，所以人

事費用會變得相當龐大，以至於不符合經濟成

本，而且也不可能全天候二十四小時進行，所

以快速地由自動化、電腦化系統所取代。如今

科技的進步，影像擷取與辨識的技術也已經成

熟地發展，幾乎能在任何環境下，一天二十四

小時完全監視車輛，使得取得車牌並辨識車牌

的效率更高、成本也更低，所以自動車牌辨識

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國內外也有很多學者

投入此主題之研究，也有不錯的成果[1-9]。 

2. 自動車牌辨識系統 

2.1 自動車牌辨識系統 

本自動車牌辨識系統示意圖如圖 1 所示，

其畫面擷取單元設置於車後左側大約 2 公尺、

角度 20 度左右，畫面擷取單元將擷取之畫面

傳送給『車牌辨識演算法』單元進行車牌辨

識，並將辨識結果輸出給系統管理者。 

 

圖 1 自動車牌辨識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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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車牌辨識演算法流程圖 

本系統之車牌辨識演算法流程圖如圖 2 所

示。本系統之建置需事先建立車牌特徵值資料

庫，其程序如圖 2 左側淺藍色區塊之『建立特

徵值資料庫』所示，輸入影像經過各流程處理

後，完成特徵值資料庫建立。系統啟動後，畫

面擷取單元將擷取之畫面進行車輛進入與停

車之偵測並計算特徵值，其步驟如圖 2 右側淺

綠色區塊之『偵側停車並計算特徵值』所示，

完成停下車輛之車牌特徵值計算後，比對資料

庫以完成車牌辨識，並將辨識結果輸出給系統

管理者。 

建立特徵值資料庫 偵測停車並計算特徵值

測試影像

影像灰階化

車牌區域分割

去除雜訊

字元切割

計算特徵值

建立資料庫

自動停車偵測

Flag = 0

畫面灰階化

車牌區域分割

去除雜訊

字元切割

計算特徵值

資料庫比對

辨識結果輸出

停車

車牌區域二值化

車牌區域二值化

擷取畫面

Flag = 0
 

圖 2 車牌辨識演算法流程圖 

2.3 演算法流程說明 

2-3.1 擷取畫面 

   畫面擷取單元對監控出入口進行畫面擷

取，圖 3 顯示某一擷取畫面。 

 

圖 3 擷取畫面 

2-3.2 畫面灰階化 

畫面擷取後進行灰階化的工作，每個圖素

由紅色(R)、綠色(G)、藍色(B)三成分組成，依

據 0.299*R+0.587*G+0.114*B 之方法[10]將彩

色畫面轉換成灰階畫面，藉由灰階化減少圖形

的資料量，以利降低後續步驟的處理時間，  

圖 3 所示擷取畫面灰階化後畫面如圖 4 所示。 

 

圖 4 灰階化畫面 

 

2-3.3 自動停車偵測 

自動停車偵測演算法如圖 5 所示。 

Flag = 0

擷取畫面

畫面灰階化

計算diffA

計算 diffB

Flag = 1 

Yes

No

Yes

No

= 0

= 1 Yes

No

停車

diffA < 30000

diffB > 8000

檢驗Flag

連續三張
diffA < 500

 

圖 5 自動停車偵測演算法 

假設 fi-1、fi及 fbg分別表示前一個灰階化畫

面、目前灰階化畫面及背景灰階化畫面，依下

列方式計算 diffA 及 diffB: 

1( , ) ( , )i i

x y x y

diffA f x y f x y    

( , ) ( , )i bg

x y x y

diffB f x y f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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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A 代表目前畫面與前一畫面亮度總和差的

絕對值，diffB 代表目前畫面與背景畫面亮度總

和差的絕對值，自動停車偵測演算法由以下三

個階段來偵測是否有車輛停下: 

第一階段: 監控 diffA 是否大於 30000，當前後

畫面亮度總和差的絕對值大於 30000 時，演算

法判定有車輛進入，然後進入第二階段監控。 

第二階段: 監控是否連續三個畫面的diffA都小

於 500，條件成立時演算法判定監視區域不再

變化，表示車輛通過離開或車輛已經停下，然

後進入第三階段監控。 

第三階段: 監控 diffB 是否大於 8000，diffB 大

於 8000 表示目前畫面與背景畫面差異夠大，

演算法判定車輛已經停下而非通過離開，所以

目前畫面 fi為車輛停下畫面，將此畫面進行往

後一系列的處理，以便進行車牌號碼辨識。 

diffA 及 diffB 的設計可節省軟體模擬與

硬體驗證時的記憶體空間及處理速度，因為只

要儲存前一畫面與背景畫面的亮度總和即

可，不須保留此二畫面。 

舉實際例子說明自動停車偵測演算法，圖

6(a) 與 6(b) 分別代表車輛進入停下與車輛通

過未停的 diffA 變化曲線，第一階段監控車輛

是否進入， diffA 超過 30000 時，表示車輛進

入監視區域，此時演算法進入第二階段監控監

視區域是否穩定而不再變化，演算法以連續三

個畫面的 diffA 都小於 500，來反映監控區域不

再變化，但是監視區域不再變化可能車輛進入

後通過離開或進入後停下。最後第三階段監控

是否有車輛停下，如果 diffB 大於 8000，表示

目前畫面與背景畫面差異夠大，演算法判定車

輛已經停下。判定車輛進入並且停下後，將針

對此畫面進行一系列的處理來進行車牌號碼

辨識。 

 
(a)            (b) 

圖 6  diffA 變化曲線: (a)車輛進入停下，(b)

車輛通過離開 

系統為了維持最新的背景畫面 fbg，會進行

背景畫面更新，更新原則如下: 

(1) 系統啟動後； 

(2)  Flag 為 0 時，每 20 秒更新一次； 

(3) 車輛停下離開後，立即更新。 

 

2-3.4 車牌區域分割 

確認車輛停止後，為了從擷取畫面分割出

車牌區域，將對灰階化畫面進行邊緣化並計算

每一列與每一行的邊緣點數分布圖，設定車牌

區域最大列範圍為 35 列、最大行範圍為 150

行，由行、列的邊緣點數分布圖判斷車牌所在

行、列的範圍，然後分割出此車牌區域，以便

進行後續辨識的動作。 

2-3.4a 影像邊緣化 

利用 Canny 邊緣偵測器 [10,11] 將灰階畫

面邊緣化，使用此偵測器時，設定臨界值為 T1 

= 0.4 且 T2 = 0.7 以及標準差 = 2，圖 4 畫面

經 Canny 邊緣偵測器後所得結果如圖 7 所示。 

 

圖 7 畫面邊緣化 

2-3.4b 車牌所在行、列範圍判斷 

首先計算每一列邊緣點數的總和形成邊

緣點數列分布圖，根據列分布圖找出連續 35

列區域中邊緣點數最多的區域為車牌所在的

列範圍，圖 8 所示為圖 7 對應之邊緣點數列分

布圖與判定車牌所在列範圍。 

然後根據車牌所在列範圍分割灰階畫

面，得到車牌上下邊緣所在之列區域畫面，結

果如圖 9(a)所示。接著對圖 9(a)重複上述的邊

緣化動作，此時設定 T1 = 0.5、T2 = 0.7 及 = 

3，邊緣化之結果如圖 9(b)所示。 

 

圖 8 邊緣點數列分布圖與車牌所在列範圍 

30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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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9 (a)分割灰階畫面所得車牌上下邊緣所在

之列區域畫面，(b)列區域畫面邊緣化結果 

然後於列區域畫面邊緣化之後，計算每一

行邊緣點數的總和形成邊緣點數行分布圖，根

據行分布圖找出連續 150 行區域中邊緣點數最

多的區域為車牌所在的行範圍，如圖 10 所示。 

最後，根據此行範圍分割車牌上下邊緣所

在之列區域畫面，可得到車牌區域，車牌區域

放大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0 邊緣點數行分布圖與車牌所在行範圍 

 

圖 11 車牌區域放大圖 

2-3.5 車牌區域二值化 

得到車牌區域畫面之後，為了切割每個字

元，將車牌區域進行二值化，二值化的門檻值

定為 140，將 140 以下的灰階值轉變為 0，141

以上的灰階值轉變為 255，將圖 11 二值化結果

如圖 12 所示。 

 

圖 12 車牌區域二值化 

2-3.6 去除雜訊 

由於車牌區域二值化之後仍存在雜訊，如

圖 12 所示，所以針對車牌區域二值化畫面進

行周圍雜訊去除，以利後續字元的切割。 

去除雜訊首先使用連通原則[12]找出並標

籤車牌區域中每個白色物體，然後針對每個被

標籤的物體找出質心位置，如果質心位置距離

邊界五個圖素以內，則判斷此物體為雜訊並將

此物體去除，將圖 12 去除雜訊後之結果如圖

13 所示。 

 

圖 13 車牌區域去除雜訊後之結果 

2-3.7 字元切割 

去除車牌區域雜訊後，計算每一行白點數

目，可得到如圖 14 之分布圖，由分布圖中白

點數目為 0 的位置可以切割出每個車牌字元，

將圖 13 依據圖 14 之分布圖進行字元切割後之

結果如圖 15 所示。由圖 15 所示結果可知，完

成切割之後周遭仍有完全未含前景車牌字元

的列或行，將這些列或行刪除。 

 

圖 14 車牌區域每一行白點數目分布圖 

 

圖 15 車牌區域字元切割結果 

2-3.8 計算特徵值 

針對每個切割出來的字元計算其特徵

值，特徵值包括列重心與列高的比值、行重心

與行寬的比值，以及圖 16 以紅線切割後 28 個

區域內前景面積與區域面積的比值，總共 30

個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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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計算前景面積與區域面積比值的 28個區

域示意圖 

2-3.9 字元辨識 

將每個字元計算所得之 30 個特徵值與資

料庫中每個字元的特徵值比對，找出對應特徵

值差絕對值的和最小者，即為比對結果。 

3. 實驗模擬結果 

3.1 實驗模擬設備 

實驗模擬時，採用 Nikon COOLPIX S6600

數位相機拍攝測試影像，以及錄製車輛進入與

離開的畫面，Nikon COOLPIX S6600 數位相機

規格如表一所示。 

表一: Nikon COOLPIX S6600規格 

解 析 度 HD 畫質 1080P 

畫 素 1600 萬畫素 

視 訊 格 式 MOV 檔 

螢 幕 尺 寸 2.7 吋 TFT 

3.2 建立特徵值資料庫 

將數位相機置於系統描述之位置，拍攝車

後影像 250 張，根據圖 2 左側淺藍色區塊之『建

立特徵值資料庫』所示之程序，以 MATLAB

計算特徵值並建立資料庫。 

3.3 靜態模擬驗證演算法 

資料庫建立完成之後，另外拍攝 50 張車牌

影像來測試演算法的成功率，表二為其中 5 張

代表性車牌影像的辨識結果。統計 50 張車牌

辨識過程到字元切割的成功率以及之後的字

元辨識成功率，結果如表三所示。 

表二  5 張代表性車牌辨識之結果 

 

表三  50 張車牌辨識成功率 

車牌總張數: 

字元切割正確張數: 

切割正確率: 

50 張 

45 張 

90.00% 

總共辨識字元: 

字元辨識成功數: 

字元辨識率: 

270 個 

255 個 

94.44% 

總成功率 84.99% 

 

表二展示了演算法在車牌區域分割結果、

字元切割結果及最後辨識結果，清楚看出演算

法能成功完成辨識工作。 

從表三中顯示字元切割正確率為 90%，其

中10%切割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拍攝時照射

於車輛的光線強度與建立資料庫影像的光線

強度差異太大，導致在邊緣化的步驟無法顯示

出車牌部分的邊緣。 

3.4 動態模擬驗證演算法 

將數位相機架設於如圖 1 所示校門口位

置，錄製一段視訊(MOV 檔)，內容包含一部車

輛進入停下以及一部車輛進入經過未停的畫

面，使用應用軟體“Extra Movie to Gif”，以

每秒擷取 2 張畫面的速度將視訊檔轉為連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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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JPG 檔)，畫面的解析度為 960*540，然後根

據車牌辨識演算法之流程，以 Matlab 軟體進行

動態演算法模擬。模擬後所得的車牌號碼標示

於對應畫面的右下角，並且使用軟體在畫面左

上角加入文字，以標示出演算法進行的狀態，

最後使用應用軟體 “Vegas Pro 8.0” 將所有標

示後的畫面重新組合成視訊，並上傳至

YouTube [13]展示，亦可由圖 17 所示畫面的超

連結觀賞此動態模擬結果。 

 

圖 17 動態畫面模擬結果之視訊 

 由圖 17 所展示的視訊可以發現，本車牌

辨識演算法能成功的在車輛進入停下以及車

輛進入未停即離開的兩種情況下，成功完成車

牌辨識。 

4.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論文提出了一個車牌辨識系統，本系統

之攝影機置於車子的左斜後方約兩米處，演算

法能成功判斷車輛進入並停止後，將擷取車輛

畫面完成車牌辨識的工作。實驗模擬結果顯示

辨識總成功率為 84.99%，如果光線均勻照射於

車子上，本系統都能成功的辨識。 

在實驗的過程中發現影響結果最大的因素

為光線，實驗的結果顯示，車牌位置判斷發生

錯誤的主要原因，在於光線太暗與光線照射不

平均。此外，車牌分割後因為光線照射使車牌

上方產生陰影，導致二值化失敗而無法進行後

續字元切割的動作。 

本論文未來研究的方向如下: 

(1) 增加辨識各式車牌的功能； 

(2) 改以超音波偵測車輛進入並停車，而非以

影像方式進行； 

(3) 偵測車輛停下後，增加打光的動作，以提

高辨識成功率，並能全天候執行任務； 

(4) 擴增成車輛進入特定區域之收費系統，而

且允許車輛從不同出入口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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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服務品質、知覺價值、顧客滿意度與顧客

忠誠度之關係研究-以軍人網路購物為例 
 
 
 
 
 
 

摘要 
現今為網路的科技及電子商務發達世

代，現代人多因工作忙碌或因作息差異而不便

出門購物，因此網路購物在時下是增加了購物

的便利性。不受時空限制與較為低廉的價格，

同時也能享受在家就能收到商品的便利性。 
然而軍中生活與外界工作者及學生等生活方

式及價值觀是截然不同的，且軍人收入穩定極

具有消費能力，但生活視野較小不同於外界人

民擁有較多餘時間可享購物生活，因此藉由研

究瞭解，當軍人於休假期間較少外出於網路購

物其進行觀察網路消費情形進而研究探討職

業軍人進行網路購物上，對品牌形象、服務品

質、知覺價值及顧客滿意度，是否會進一步影

響顧客忠誠度的形成。 
關鍵詞：網路購物、品牌形象、服務品質、知

覺價值、顧客滿意度、顧客忠誠度 
 

Abstract 
    Modern’s technology for Internet and 
e-commerce developed generations, modern 
multi busy because of work and differences 
schedule inconvenient to go out shopping, so 
online shopping nowadays is to increase the 
convenience of shopping.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ime and relatively low prices, but 
also to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at home, you 
can receive merchandise.  

However, the military life than the anyone, 
such as workers and students are different 
lifestyle and values, and the soldiers have a stable 
income and spending power pole, but life is 
different from the anyone a smaller field of view 
than the people have more time to enjoy 
shopping life. 
    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a professional soldier on the Internet for shopping, 
brand image, service quality, perceived valu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will further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customer loyalty. 

 
 
 
 
 
 
 

 
Keywords: Internet shopping, Brand image, 
Service quality, Perceived value, Customer 
satisfaction, Customer loyalty 

1. 前言  

網路 E 世代改變現代人的消費習慣，資策

會統計，台灣網購零售市場每年以 15%增長。

正因為電商市場發展快速，上網購物成了新購 
物模式，因為方便、快速，讓台灣網購市

場大幅成長，從 2012 年總金額 6605 億，到 2013
年 7645 億，成長 17.4%，在 2014 年更突破 1
兆新台幣。現代人生活形態改變，帶動台灣電

子商務市場成長強勁，以女性及 30 到 49 歲的

消費者為主力，電商市場前景看好(資策會 
2012)。 

台灣網路市場充斥著各種刺激性銷售手

法，讓顧客的消費選擇性變多，各式各樣的商

品讓消費者往往難以選擇，其中商品的「品牌

形象」深植在消費者心中，(王大衛，2014)研
究指出當顧客滿意會顯著影響顧客再購買意

願，具有正面的口碑宣傳及影響顧客忠誠度，

當顧客再使用產品或是消費體驗服務之後，創

造價值會來自消費者本身而非來自公司，而要

如何瞭解顧客各方面的需求，進而滿足需求才

是創造顧客滿意度的源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

意度確實對企業在營運獲利上有明顯影響關

係。然而企業形象可促進顧客對特定企業產品

或服務認識企業能維持高品質的形象評價，後

續能夠增加顧客的滿意度。形象良好的「商品

品牌」較容易贏得顧客的信任與好感，並加強

顧客對企業商品或服務的購買意願增高，隨著

市場競爭激烈，顧客再選擇滿足不同需求的管

道時，追求的不僅是良好的商品品質，更會在

消費和接受服務體驗的過程中，感受到的一切

是否都是令人心情愉悅與滿意。消費者與供應

商之間交易關係中，其中「商品形象」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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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店家聲譽」彼此間會造成雙方信任感或不信

感產生，進而影響到知覺的結果，品牌形象的

形成是根據個人己知的企業相關訊息所造成

對企業整體的概括性認知與評價。 
台灣的網路店家除了維持提供優質的服

務品質及多樣的商品來滿足顧客平時需求

外，依據相關文獻探討顯示網路店家必須瞭解

到消費者對口碑良好的品牌形象與降低顧客

知覺風險及努力提升顧客的服務品質與顧客

滿意度進而會對顧客忠誠度產生相關變數。 
雖然網路無遠弗屆提供消費者新的購物

管道，而網路購物的相關議題也被廣為探討，

如網路購物的品牌形象、服務品質、知覺價

值、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等變數相互關聯及影

響；但仍有許有多地方不斷地受到討論與關

注，亦缺乏將上述相關變數作彙整而具有較全

面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基於網路購物仍存在

許多缺陷，並實地瞭解軍人如何透過優良的網

站服務品質提升消費者知覺價值，增加消費者

網路購物的滿意度並產生對該線上購物網站

的忠誠度，進而探討本研究目的如下：1. 探討

軍人網路購物其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影響之

研究。2. 探討軍人網路購物其品牌形象對知覺

價值影響之研究。3. 探討軍人網路購物其服務

品質對知覺價值影響之研究。4. 探討軍人網路

購物其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度影響之研究。5. 
探討軍人網路購物其顧客滿意度對顧客忠誠

度影響之研究。6. 探討軍人網路購物其品牌形

象對顧客忠誠度影響之研究。7. 探討軍人網路

購物其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度影響之研究。 

2.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針對軍人網路購物忠誠度進行研

究，依據理性行為及計畫行為的理論基礎，依

據文獻探討與分析，藉以探討品牌形象、服務

品質、知覺價值、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之

間的影響之關聯性。 

 

其提出驗證之「研究假設」如下： 
H1：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有顯著正向影響。 
H2：品牌形象對知覺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 
H3：服務品質對知覺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 
H4：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度有顯著正向影響。 
H5：顧客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有顯著正向影 

響。 
H6：品牌形象對顧客忠誠度有顯著正向影響。 
H7：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度有顯著正向影響。 

2.1 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影響之研究 

Zins(2001)指出優良服務品質會帶動顧客

對業者產生良好之形象。Kang 與 James(2004)
以技術品質與功能品質之服務品質將正向影

響顧客對業者之形象。 
林慶村(2005)研究指出，服務品質對企業

形象有正向的影響；及服務品質越好，企業形

象會隨著提昇，進而提高滿意度。反之，服務

品質越差，則企業形象會隨著低落，滿意度也

會跟著下降。探討手機通訊業者時發現，當業

者服務品質越好時，會使的顧客對其有良好之

形象，並指出企業取得成功的唯一機會是在顧

客的意識中深深地植根品牌的印象。因此，根

據上述本研究依看法及討論提出以下的假說: 
假設一: 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有顯著正向影響 
 
2.2 品牌形象對知覺價值影響之研究 

品牌形象，通常是用來表達顧客對於產品

實質上內存和外加屬性的詮釋（認知、感覺），

它需要知覺品質、品牌態度、知覺價值、感覺、

品牌聯想、廣告態度五項要素的投入。當消費

者對產品的知覺價值愈高，則購買意願愈高，

Grewal et al.（1998）認為若消費者生產對產品

的知覺價值後，進而將產生購買意圖，而知覺

所獲得的利益與價值的高低，將決定消費者的

購買意願。而品牌形象是顧客經驗、市場訊

息、口碑等各種來源的品牌知覺；它包括了描

述資訊、利益與評估購買該品牌的特殊觀點。

因此，根據上述本研究依看法及討論提出以下

的假說: 
假說二：品牌形象對知覺價值有顯著正向影

響。 
 
2.3 服務品質對知覺價值影響之研究 

Lovelock (2001) 提出可以藉由增加服務

的品質或是減少服務使用的花費來提升知覺

價值。知覺價值被認為是顧客對服務品質的知

覺 (Athanassopoulos, 2000; Chenet, Tyn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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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1999)。藉由服務，顧客得到或感受到

價值 (Bettman, Lucy, and Payne, 1998)。Bolton 
and Drew (1991)指出服務品質是形成服務價值

的前因，而服務品質的好壞會對消費者所知覺

的服務價值造成顯著性影響。因此，根據上述

本研究依看法及討論提出以下的假說: 
假設三：服務品質對知覺價值有顯著正向影

響。 
 
2.4 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度影響之研究 

Bloemer and Kasper (1995)認為顧客知覺

價值包含對廠商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品質是

滿意度的前置因素，而滿意度的增加自然能夠

提昇顧客忠誠度。Kristensen et al. (2000)的研究

證實了知覺品質與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有正

向的影響。Patterson and Spreng (1997)的研究證

實消費者知覺價值與滿意度呈現正向關係。認

為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價格是衡量知覺品質

與知覺犧牲的一個指標，藉由比較知覺品質與

知覺犧牲即可得到知覺價值，若是知覺品質大

於知覺犧牲，則消費者對此產品或服務有正面

的認知價值。因此，根據上述本研究依看法及

討論提出以下的假說: 
假設四：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度有顯著正向影

響。 
 

2.5 顧客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影響之研究 
滿意度為消費者對實際商品的感受與事

前期待之間的落差，當期待被實現實，抱持越

高期望的消費者越感到滿意，所以對商品特性

的期待會直接影響消費者滿意度。當消費者在

購買產品經過使用後，與其在購物前對產品所

期望之效益、態度一致，甚至超過預期時，即

會產生滿意之經驗，這樣的滿意經驗對於日後

重購該項產品會建立一信念標準，因而對該產

品產生忠誠度，增加產品重購率。許多相關研

究皆說明了顧客滿意會正向影響忠誠(Bloemer, 
de Ruyter and Wetzels,1999; Oliver,1997; 
Zeithaml et al.,1996)。Bitner(1990)認為顧客滿

意度是顧客忠誠度的前因變項，且會成正向影

響顧客忠誠度。此外，Anderson and Sullivan 
(1993) 針對顧客滿意的前因和後果變項做研

究，其結果指出顧客滿意會正向地影響顧客再

次購買行為，而顧客再次購買行為是顧客忠誠

的一種行為表現。因此，根據上述本研究依看

法及討論提出以下的假說: 
假設五: 顧客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有顯著正向

影響。 
 

2.6 品牌形象對顧客忠誠度影響之研究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認為品牌態度

與行為意象之間是有關聯性的學者認為品牌

形象與消費經驗是有關聯的，消費者對品牌形

象偏愛程度越高，則知覺品質、價值、滿意度

和顧客忠誠度也隨之提高。因此，根據上述本

研究依看法及討論提出以下的假說: 
假設六：品牌形象對顧客忠誠度有顯著正

向影響。 
 
2.7 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度影響之研究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的衡量常被視為

預測消費者再購意願與顧客忠誠度的方法。在

過去的研究中已經證實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

度之間存在關係，而對於要發展顧客忠誠度的

廠商而言，服務品質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Berry, 
Parasuraman, and Zeithaml, 1988)。因此，根據

上述本研究依看法及討論提出以下的假說: 
假設七：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度有顯著正向影

響。 
 
2.8 操作型定義與衡量題項 

首先了解受訪者們是何時開始於網路上

購物，且最近是否有繼續使用網路購物，也須

了解受訪者最近有於網路上購得哪些商品以

作統計。然後，在第一部分 - A部分，本研究

發展的潛變量觀察到的測量項目，品牌形象、

服務品質、知覺價值、顧客忠誠度、顧客滿意

度、共有38個問卷題目填寫。以操作型定義依

須做問卷達提來衡量接受統計的概念。 
在第一部分中所有的數據項都依五點一致

性表示其數據，其中填寫1為表示強烈反對至5
表示非常同意。第二部分-B部分，是關於通過

詢問受訪者「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

度、職業、月收入有六個問題的個體特徵。 
 
2.8.1 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被定義為一組關於一個品牌於

被認知所反映在消費者的”印象”。本研究採用

Aaker (1996)所提出3種變量（品牌對產品或品

牌形象的價值、他牌品牌的人或個性品牌、品

牌的公司或組織協會）依上述對品牌形象加以

研究。依李克特量表提出5點不同問題提問消

費者。 
受訪者需指出對下列各每個問卷題目依參數

填寫。 1=強烈反對5=非常同意。 
如表: 

表一、品牌形象衡量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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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衡量題項 

品牌形象 

1. 我覺得這個品牌的產

品是很自然的。  

2. 我覺得這個品牌的產

品讓我安心飲用。  

3. 我覺得這個品牌是從

競爭品牌不同。  

4. 我覺得這個品牌是符

合自己個性的。  

5. 我對這個品牌留下非

常深刻的印象。  

6. 我覺得這個品牌的公

司買賣是體面的。  

7. 我覺得這個品牌的 S公

司有著悠久的歷史。  

8. 我覺得這個品牌相關

的企業有公信力 

Scale: Five-point Likert 
Reference: Aaker (1996) 

 
2.8.2 服務品質 

依上述認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判斷這品

牌產品”的整體卓越和好感優勢。因為研究的目

標是網路購物，為多種產品形態，服務的形式

皆多以問答方式且較少直接與顧客接觸，所以

本研究的重點是衡量知覺產品品質。因此，

LoveLock (1996) 與Garvin (1987)提出五點（可

靠性及證明），依理論進行服務品質認可進行

研擬問卷。依各不同問卷題型以李克特量表的

一致五點分數統計數據。 
受訪者需指出對問卷的問題依每個語句給予

分數，從1=強烈反對 5=非常同意。 
如表:  
表二、服務品質衡量題項 
構面 衡量題項 

服務品質 

1. 我認為網路購物品質皆

不分軒輊的  
2. 對網路購物的品質是正

向的。  
3. 我認為網問購物服務品

質應該有專業態度與保

證。  
4. 我相信，良好的服務品

質是很吸引人。  
5. 我覺得服務及產品的品

質是還不錯的。 
6. 我認為網路購物很容易

學會的  
7. 我認為服務品質是可靠

的。  
8. 我認為網路購物是安全

的。  
9. 我覺得網路商家品牌有

專業的產品品質檢定。 
10. 當我面臨的一個問題，

也有一些專門的渠道

（電話，互聯網）來幫

我解決這個問題。  
11. 總之，我認為網路購物

是便利性及服務品質可

接受的購物方式。 
Scale: Five-point Likert 
Reference: Lovelock (1996), Garvin (1987) 

 
2.8.3 知覺價值 
    知覺價值是基於消費購物的感受，而這些

網路購物的產品對消費者給予整體的評價。

Sweeney, et al., (2000)提出四種變數，分為知覺

價值成為產品具優質功能性價值，情感價值，

價格價值和社會價值的類別，以下以八個問卷

題型。 
受訪者需指出對問卷的問題依每個語句給予

分數，從1=強烈反對 5=非常同意。 
如表: 
表三、知覺價值衡量題項 
構面 衡量題項 

知覺價值 

1. 網路購物產品我覺

得可以接受。  
2. 我會喜歡購買的產

品。  
3. 我購買的網路產品

是會使用的。  
4. 網路購物購得產品

後我是喜歡的。  
5. 價格合理。  
6. 購買後覺得物有所

值。  
7. 消費者認識這個品

牌的產品價值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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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消費者所需。  
8. 網路購物會留下好

的印象。 
Scale: Five-point Likert 
Reference: Sweeney et al. (2000) 

 
2.8.4 顧客滿意度 
    滿意度定義為情緒反應在產品上評估從

產品的認知到整個過程消費使用的感受。因

此，以Oliver (1997)提出測量整顧客滿意度的

方法，本研究擬採用五個問題來探討客戶滿意

度。依各不同問卷題型以李克特量表的一致五

點分數統計數據。受訪者需指出對問卷的問題

依每個語句給予分數，從1=強烈反對 5=非常

同意。 
如表： 
表四、 顧客滿意度衡量題項 
構面 衡量題項 

顧客滿意度 

1. 我選擇購買這款產品

是明智的。  
2. 我很高興來購買這款

產品。  
3. 本品牌的產品使用後

能夠滿足我的期望。  
4. 一般情況下，該產品是

適合我的需要。  
5. 一般而言，我很滿意這

個產品。 
Scale: Five-point Likert 
Reference: Oliver (1997) 

 
2.8.5 顧客忠誠度 

本研究採用 Oliver(1997)所提出的定義，

將顧客忠誠度定義為顧客對偏好的產品與服

務將持續再購及再度光臨，並且對組織持有正

面的態度以及承諾。在顧客忠誠度的衡量上，

本研究參考 Oliver(1997)及 Caruana(2003)所提

出的看法，將顧客忠誠度依據認知忠誠、情感

忠誠、意欲忠誠、行為忠誠操作成五個變數。 
表五、顧客忠誠度衡量題項 
構面 衡量題項 

顧客忠誠度 
 

1. 當我需要生活必需

品時我會選擇網路

購物。 
2. 整體而言，我對這家

電信業者持正面的

評價。 
3. 我會推薦親朋好友

網路購物選擇哪些

好的商家。 
4. 當消耗品用完時，我

願意在網路購物跟

相同商家購買。 
5. 我會網路購物品牌

商家時也會另選其

他商譽不錯的店家

購買。 
Scale: Five-point Likert 
Reference: Oliver (1997)；Caruana(2003) 
 

3.研究結果與結論 
本章節首先是以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

以及實證研究的驗證結果為基礎，整合相關文

獻，對本研究得出的結論加以歸納﹔然後，整

理本研究的研究貢獻，並闡述本研究的實務意

義。 
 
3.1研究結果與結論 

本研究在對相關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提出

了服務品質-品牌形象-知覺價值-顧客滿意-顧
客忠誠度的模型。並運用實證研究，以屏東地

區空軍基地之軍人及高雄地區航空技術學院

學生的網路購物消費者作驗證，驗證了模型所

提出的大部分假設，下面對研究結論給予證

實。 
 
3.1.1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有部分的顯著相關

關係 
服務品質的表現與品牌形象的品牌個性

及企業形象和品牌表現有顯著相關。 
1.服務表現對軍人其觀感品牌形象的影響最

大，公司形象次之，品牌個性較小，這證實

消費者對服務滿意度的建立，主要是以品牌

的屬性表現為基礎，同時也看重公司品牌的

社會影響，而對品牌的個性化程度關注較小。 
2. 提升網路購物服務品質將能提高軍人消費

感的品牌形象。軍人對消費對於網路購物的

服務品質尤其特別重視效率及服務態度性良

好，能滿足需求及對形象加分等項目。 
 
3.1.2品牌形象對知覺價值有部分的顯著相關

關係： 
1.品牌形象的品牌個性之於知覺價值的社會性

價值及價值性價值和情感性價值有顯著相

關。且軍人消費時較重視品牌品牌個性的時

尚感及整體感覺。 
2.品牌形象的企業形象之於知覺價值的社會性

價值及價值性價值和情感性價值有顯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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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軍人消費時對於網路品牌的廣告印象及

促銷和公益形象較為重視。 
3.品牌形象的品牌表現之於知覺價值的價值性

價值和情感性價值有顯著相關。品牌表現較

重視品質穩定及性能穩定。品牌表現對於社

會性價值較不顯著。 
 
3.1.3服務品質對知覺價值有部分的顯著相關

關係 
1.知覺價值的社會性價值對於服務品質其對網

路賣家的觀感產生再購意願有顯著影響。對

於服務品質的購買時買賣態度及售後服務產

生軍人對購買意願表現較顯著。消費者較重

視知覺價值社會性價值的品牌促銷及市場商

譽及服務品質的推薦、續購意願及優先選擇。 
2. 知覺價值的價格性價值及情感性價值對於

服務品質的再次消費、價格容忍度和交叉購

買意願皆有顯著影響。軍人消費習慣在知覺

價值價格性價值及情感性價上較重視價格定

位、款式及品牌服務競爭品牌效應、品牌信

心。 
 
3.1.4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度有顯著的相關關

係： 
1.在知覺價值上，軍人在社會性價值、價格性

價值及情感性價值上對於顧客滿意度有著顯

著的相關關係。 
2.對於網路購物的顧客滿意度上，軍人所重視

的是選購時該品牌的物超所值及產品良好及

形象加分。所以提升知覺價值也就能提升顧

客滿意度。 
 
3.1.5顧客滿意度對品牌忠誠度有顯著的相關

關係： 
1.軍人在網路購物後其顧客滿意度上對於品牌

忠誠度的再購意願、價格容忍度及交叉購買

意願上表現較顯著。所以提升顧客滿意度就

能提升顧客對於品牌的忠誠度。 
2.軍人在對於網路購物中所重視的為物超所

值、產品良好、滿足需求及品牌信心及品牌

信賴。 
 
3.1.6 品牌形象對顧客忠誠度有部分的顯著相

關關係： 
1.軍人消費中對於品牌形象的品牌個性之於顧

客忠誠度的再購意願及價格容忍度有顯著相

關。且軍人消費時較重視不同的品牌其品牌

個性的時尚感、便利性及整體感覺。品牌個

性之於顧客忠誠度的交叉購買意願較不顯

著。 
2.軍人對於品牌形象的商家形象之於顧客忠誠

度的再購意願及價格容忍度和交叉購買意

願，均有顯著相關。尤其重視推薦意願、續

購意願、品牌競爭。 
3.軍人對於品牌形象的品牌表現之於品牌忠誠

度的再購意願和交叉購買意願，均有顯著相

關。品牌表現之於顧客忠誠度的價值容忍度

較不顯著。且軍人較重視商家品牌品牌表現

的品牌信心、分享意願上的表示評分較高。 
3.1.7 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度有顯著相關關係： 
1.服務品質的網路商家價值對於顧客忠誠度的

再購意願有顯著影響。對於顧客忠誠度的價

格容忍度和交叉購買意願表現也較顯著。軍

人於網路購物時也較重視產品需求價值的購

物服務品質應該有專業的態度與保證其增其

商譽及便利性其感受該服務品質及優先選

擇。 
2.網路商家的價格性價值及情感性價值對於顧

客忠誠度的再購意願、價格容忍度和交叉購

買意願皆有顯著影響。軍人在服務品質影響

價格性價值及情感性價上較重視價格定位、

款式及品牌競爭品牌效應、品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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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型機器人系統整合與電路設計 
 

 
摘要 

本研究主旨為設計個人照護之服務型機

器人，依功能性、可靠度、體積縮小化之目標

進行設計，為達到開發功效，本研究針對此機

器人各功能系統進行電路設計與優化，整體系

統大致分為電腦運算系統、手指控制系統、手

臂控制系統、車體控制系統；整體電路可分為

手指控制電路、手臂控制電路、車體控制電

路、及各項感測器回授，再配合各項高自由度

機構，達到照護、人機互動等所需之功能。 

關鍵詞：照護型、機器人、控制電路 
 

1. 前言 

我國少子化及高齡化逐漸升高，根據內政

部年齡人口統計資料，自 2000 至 2010 年，老

人人口每年平均增加 6 萬人，2012 年年底 65
歲以上老人人數已達到 260 萬 152 人，占總人

口數 11.2%。隨人口結構快速高齡化，13 年後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倍增，推估 2025 年老年

人口達 500 萬人[1]。為避免增加年輕人的社會

壓力，又能擁有隨時陪伴與照護家中長輩的個

人化照護機器人將變得非常重要。 
服務型機器人產業預計將開始有爆發性成

長，但主要是因半導體製程的進步，讓各感測

器尺吋微縮，單一機器人能夠搭載的數量大幅

增加，整合各種資訊的運算速度也加快。機器

人的視覺偵測、觸覺感測、聲音辨識、自動導

航等技術都大幅強化。更重要的是配合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IOT)的雲端機器人(Cloud 
Robots)的技術隨著各種無線網路的進步與普

及，資訊能夠不斷的更新，讓機器人能有隨時

學習新知識能力[2]。 
各國服務型機器人發展已有相當的成果及

特色，由美國 Willow Garage 公司研發的 PR2
機器人[3]，其硬體上配有 7 自由度機械手臂、

1 自由度機械手指、立體攝影機、網路攝影機、

雷射測距儀、超音感測器等功能非常強大，並

開放軟體給開發者，開發出各種應用程式。其

主要的軟體功能多數應用於影像和手臂控制

上，該機器人移動平台上有兩個七自由度的手

臂，能透過手臂上的手指抓取物品，研究團隊

也完成了幾項困難的任務，如機器人自動導航

到插座旁，自行接上插頭充電；另外日本理化

學研究所(RIKEN)與東海橡膠工業株式會社

(TRI)共同開發的之人體輔助機器人(RIBA)[4]
其特點為兩臂可抬舉 61Kg 重物，如搬運床上

的病患，單邊手臂加手指共有 218 個壓力感測

器，並配有視覺攝影機與聽覺麥克風。根據國

際 機 器 人 聯 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的研究報告，預估在 2014~2017
年期間，家用與娛樂型服務機器人將有爆發性

成長，估計市場價值將達到 65 億美元。 
有鑑於此，開發兼具上述功能之多功能照

護型機器人實為刻不容緩，為實現能進入家庭

與日常生活中，提供實際幫助的照護型機器

人，機構上配有七自由度機械手指、六自由度

高負重機械手臂與室內外通用型輪椅車體，配

合電腦運算系統、手指控制系統、手臂控制系

統與車體控制系統，並對應相關控制電路，整

體電路可分為手指控制電路、手臂控制電路、

車體控制電路及各項感測器電路，各項感測器

電路其功能包括藍牙接收信號強度(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RSSI)定位、網路遠

距遙控、超音波避障、影像導航、九軸感測器

偵測機器人姿態與方位，配合物聯網擷取大數

據(Big Data)資訊。本研究將提出一款照護型機

器人，並對其系統與電路進行設計與開發實

現，以達成日常生活中，各項服務與照護之人

機互動任務。 

2. 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設計照護型機器人系

統，並規劃其系統架構，該機器人主要由電腦

運算系統、手指控制系統、手臂控制系統、車

體控制系統，四大控制系統所組成，各系統透

過控制器區域網路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4]作為通訊協定，CAN 具備多種偵錯機

制、有效通訊距離長、配線簡單、與抗干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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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強等多項優點。其中電腦運算系由準系統電

腦，主要負責 Kinect 影像辨識、物聯網通訊等

功能；該手指控制系統，由本研究自行設計的

單晶片控制板負責控制，手指機構與手部壓力

感測等功能；該手臂控制系統，透過本研究自

行設計的單晶片控制板負責控制，手臂機構與

手臂壓力感測等功能；該車體控制系統，透過

本研究自行設計的單晶片控制板負責控制，車

體機構與行車控制。 

2.1 電腦運算系統 

電腦運算系統主要透過電腦來計算 Kinect
攝影機所感測的值，作為影像辨識及室內導航

之用，使用者亦能藉由平板、智慧型手機透過

Wi-Fi 與藍芽通訊連結機器人，做遠端操控，

該電腦運算系統架構圖，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電腦運算系統架構圖 

2.2 手指控制系統  

手 指 控 制 系 統 主 要 由 微 控 制 器

(Microcontroller Unit，MCU)做主控，給予各馬

達驅動器脈寬訊號，由此控制馬達轉速，透過

類比轉數位(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
讀取電位計之電壓，藉以推算角度；壓力感測

器可感測手指上之表面壓力，由多工器切換壓

力檢測點；九軸感測器可推算其手指姿態；溫

度感測器，可隨時檢測手指表面及周邊溫度，

該手指控制系統架構圖，如下圖 2 所示。 

圖 2 手指控制系統架構圖 

2.3 手臂控制系統 

手臂控制系統主要由微控制器做主控，給

予馬達驅動器脈寬訊號，由此控制馬達轉速，

利用電位計讀取各轉軸關節角度、旋轉編碼器

讀取馬達相對位置與九軸感測器為輔，藉以推

算手臂姿態；壓力感測器可感測手臂上之表面

壓力，由多工器切換壓力檢測點，該手臂控制

系統架構圖，如下圖 3 所示。 

 
圖 3 手臂控制系統架構圖 

2.4 車體控制系統 

車體控制系統主要由微控制器做主控，給

予輪轂馬達驅動器與線性致動器脈寬訊號，此

控制輪轂馬達轉速與線性致動器伸縮，旋轉編

碼器讀取輪轂馬達轉速；線性致動器作為機構

變形之用；超音波感測器可感測前方障礙作為

避障之用，並搭配電腦運算系統之影像辨識訊

號與九軸感測器，修正偏移路徑，該車體控制

系統架構圖，如下圖 4 所示。 

 

圖 4 車體控制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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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體介紹 

電腦運算系統所使用之影像辨識設備為

Kinect 攝影機，運算電腦因考慮到配置於車體

的大小，使用技嘉科技推出的超微型電腦

(BRIX)，該運算電腦透過 USB 介面裝配藍芽

4.0 模組，作為藍芽通訊使用，該微型電腦內

部以配置 Wi-Fi 通訊模組，能作為智慧型手機

與平板設備之遠距操控訊號之接收設備，亦能

遠端監控與遠端操控，達到家庭照護之任務，

該電腦硬體架構示意圖，如下圖 5 所示。 

 
圖 5 電腦硬體架構示意圖 

本研究自行開發之單晶片控制板，裝設於

手指、手臂與車體上，微控制器原先使用愛特

梅爾 (Atmel)公司出產的 8 位元 AVR 系列

ATmega2560 單晶片 IC，此 IC 最多可以使用

54 組數位 I/O 腳位(Digital I/O pins)，其中有 14
組 PWM 腳位、16 組 10 位元類比輸入(Analog 
Input pins)腳位與 4 組串列傳輸介面(Serial Port)
作通訊傳輸之用，並支援四線制串列匯流排介

面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Bus ， SPI) 與 
(Inter-Integrated Circuit，I2C) 通訊傳輸協定，

規格相當滿足機器人之基礎控制之用，因此本

研究自行設計相關控制電路，並搭配 Arduino 
Software 作程式編譯。 

本研究之照護型機器人，因各系統電路必

須確保可靠穩定的通訊傳輸，故選用 CAN 作

為通訊協定方式，但 ATmega2560 單晶片 IC 未

支援 CAN 通訊協定方式，故微控制器晶片改

採用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ST)出產

的 STM32F4 系列 STMF429ZIT6 單晶片 IC，
此 IC 內部採用 ARM 32-bit Cortex-M4 核心，

擁有 180 MHz 時脈，並資源即時作業系統

RTOS(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其規格與效

能皆勝過 ATmega2560，單晶片規格比較表，

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單晶片規格比較表 

 

3.1 手指硬體介紹 

手指硬體配合本實驗室開發之 7 自由度機

械手指，內部裝配有 7 顆 IG-16GM 直流 24V
有刷馬達，為擁有足夠且穩定的力量，搭配精

密型行星減速機，解決扭力不足之問題。其直

流馬達驅動器為本研究自行設計，原先使用 ST
生產之 L298P 雙橋式馬達驅動 IC，輸出電壓可

達 50V、輸出電流為 2A，以 PWM 訊號做調速、

Hi/Lo 訊號做正反轉控制，有價格低廉、線路

簡單等優點，但體積過於龐大，故改用德州儀

器(Texas Instruments，Ti)生產之 DRV8800 有刷

馬達驅動 IC，輸出電壓為 36V、輸出電流可達

2.8A，以 PWM 訊號做調速與正反轉控制，其

線路與控制方式更為簡化，雖為單橋式，但體

積為原驅動 IC 的八分之一；馬達旋轉後之回

授訊號，由村田製作所(Murata Manufacturing)
所生產之旋轉角度電位計，配合單晶片 12bit 
ADC，可以量測 4096 個電壓位階，可供機械

手進行高精度位置回饋控制。 
機械手指表面，裝配本實驗室自行開發之

電容式壓力感測器，如下圖 6 所示，透過美國

模擬器件公司(Analog Devices Inc，ADI)生產之

ADG758 多工器與 AD7151 電容值檢測 IC，切

換 19 組壓力檢測點，並由 AD7151 讀取該點電

容壓力，再由 SPI 通訊介面回傳 MCU。 

 
圖 6 本實驗室自行開發之電容式壓力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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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手指配置 Ti 公司生產之溫度感測器

LM35，透過 ADC 讀取相對電壓值，由程式把

電 壓 值 轉 換 為 溫 度 ； 九 軸 感 測 器 使 用

MPU9250，為應美盛(InvenSense)公司生產，內

部有三軸陀螺儀、三軸加速計、三軸數位羅

盤，透過 SPI 介面與 MCU 連結，將感測器配

置在機械手指，亦能隨時檢測手指移動的姿態

方位。本研究之照護型機器人，其機械手指配

置上述硬體元件，機械手指硬體架構示意圖，

如下圖 7 所示，該機械手指硬體配置圖，如下

圖 8 所示。 

 
圖 7 機械手指硬體配置圖 

 
圖 8 機械手指硬體配置圖 

3.2 手臂硬體介紹 

手臂硬體配合本實驗室開發之六自由度機

械手臂，機械手臂分為基座、上臂與下臂，為

實現機械手臂，可抬舉被照護之使用者，以

70Kg 抬舉力為設計目標，該機械手臂基座，

配置 2 顆 400W 直流伺服馬達，並搭配傘齒輪

減速組；上臂配置 2 顆 200W 直流伺服馬達，

並搭配低背隙行星減速機；下臂使用 2 顆

IG-42GM 直流 24V 有刷馬達，並搭配精密型

行星減速機，回授訊號皆由馬達內置的旋轉編

碼器讀取馬達轉速及相對位置，各轉軸關節皆

設有 6 顆旋轉角度電位計，透過 MCU 中斷腳

位讀取旋轉編碼器之 AB 相訊號、ADC 腳位讀

取電位計之電壓角度值與九軸感測器推算手

臂移動的姿態，進行精準的回饋控制。 
本研究之照護型機器人，其機械手臂配置

上述硬體元件，機械手臂硬體架構示意圖，如

下圖 9 所示，該機械手臂硬體配置圖，如下圖

10 所示。 

 
圖 9 機械手臂硬體配置圖 

 
圖 10 機械手臂硬體配置圖 

3.3 車體硬體介紹 

車體硬體配合本實驗室開發之輪椅車體，

車體上配置 350W 輪轂馬達，該車體需取代行

動不便者之代步工具，故行車最高時速設定為

20km/H，速度經由旋轉編碼器回饋，車體週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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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超音波感測器，並搭配 Kinect 進行影像辨

識避障，由九軸感測器為輔，紀錄移動軌跡，

並配合本實驗室開發之藍芽定位技術，進行自

走導航；該車體需配合，行動不便之使用者調

整車體高度，其功能必須能自動或手動升降，

使用線性致動器作為升降之推桿，讓使用者能

隨時調整舒適的高度；該車體內裝配有 48V 高

容量鋰鐵電池，提供車體電力之來源，並也提

供三大硬體電路之電力來源。 
本研究之照護型機器人，其輪椅車體配置

上述硬體元件，輪椅車體硬體架構示意圖，如

下圖 11 所示，該輪椅車體硬體配置圖，如下圖

12 所示。 

 
圖 11 輪椅車體硬體配置圖 

 
圖 12 輪椅車體硬體配置圖 

4. 電路設計 

本研究基於前述章節之硬體，將其整合與

設計出該照護型機器人之相關硬體電路，其電

路設計軟體使用 Altium Designer 15 繪製電路

圖與印刷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 
Layout 設計圖，並透過 Layout 的技巧，加以改

善雜訊、發熱等問題。該照護型機器人之相關

硬體電路主要分成下述之手指電路、手臂電路

與車體電路，並配合相關之硬體機構，結合出

具有照護功能之服務機器人。 

4.1 手指電路 

該手指控制電路 ATmega2560，如下圖 13
所示，作為主控制器使用，機械手指內部放置

經設計的主控制板，要編寫程式時，只需要介

由 USB 轉 Serial Port 轉板，透過 ATMEL 
AVRStudio IDE 或 Arduino IDE Software 撰寫

的程式，燒錄至 ATmega2560 晶片內部；如此

做法可縮小電路，省下電路板面積，減少板材

的浪費與成本，機械手掌腕部空間所能容納

Layout 後電路板實體大小，ATmega2560 主控

板 Layout，如下圖 14 所示。 

 
圖 13 手指控制電路 ATmega2560 

 
圖 14 ATmega2560 主控板 Layout 

本研究照護型機器人之手指馬達驅動電路

L298P，如下圖 15 所示， 

圖 15 手指馬達驅動電路 L29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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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手指馬達驅動器使用，連同手指控制

板，裝設於機械手指內部，手指馬達驅動器

L289P 電路 Layout，如下圖 16 所示，該新版

手指馬達驅動電路 DRV8800，如下圖 17 所示，

其優點為控制方式簡單、體積小及成本低等多

項優點。新版手指馬達驅動器 DRV8800 電路

Layout，如下圖 18 所示。 

 
圖 16 手指馬達驅動器 L289P Layout 

 
圖 17 新版手指馬達驅動電路 DRV8800 

 
圖 18 手指馬達驅動器 DRV8800 Layout 

機械手指馬達，透過旋轉電位計擴充電路

作回授，如下圖 19 所示，旋轉電位計擴充電

路 Layout，如下圖 20 所示。手指表面配有本

實驗室開發之電容式壓力感測器，其電容感測

電路，如下圖 21 所示，電容感測電路 Layout，
如下圖 22 所示。 

 
圖 19 旋轉電位計擴充電路 

 
圖 20 旋轉電位計擴充電路 Layout 

 
圖 21 電容感測電路 

 
圖 22 電容感測電路 Layout 

4.2 手臂電路 

本研究照護型機器人之手臂控制電路同手

指控制電路 ATMega2560，其手臂直流馬達驅

動電路同手指馬達驅動電路 DRV8800；手臂直

流伺服馬達驅動，使用原廠配置之伺服馬達驅

動器，並透過控制電路，控制馬達速度與馬達

正反轉，其中該手臂直流伺服馬達驅動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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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23 所示，負責讀取旋轉電位計之電壓

值與旋轉編碼器之 AB 相脈波，由脈波訊號量

測馬達相對位置，手臂直流伺服馬達驅動電路

Layout，如下圖 24 所示。 

 
圖 23 手臂直流伺服馬達驅動電路 

 
圖 24 手臂直流伺服馬達驅動 Layout 

4.3 車體電路 

本研究照護型機器人之車體控制電路同手

指與手臂控制電路，輪鼓馬達驅動使用原廠驅

動器，車體切換電路，如下圖 25 所示，負責

讀取旋轉編碼器之脈波，當速度達到程式之限

速時，其切換電路會啟動電磁剎車功能，達到

減速效果，車體切換電路 Layout，如下圖 26
所示；藍芽模組電路，如下圖 27 所示，該模

組電路搭載本實驗室自行開發之藍芽 4.0 模

組，此電路負責接受藍芽訊號，達到遠距遙控

與照護功能，藍芽模組電路 Layout，如下圖 28
所示。 

 
圖 25 車體切換電路 

 
圖 26 車體切換電路 Layout 

 

圖 27 藍芽模組電路 

 
圖 28 藍芽模組電路 Layout 

5. 實驗結果 

本研究基於上述章節之電路，進行實作與

驗證，本研究自行設計之電路，皆會先以手洗

的方式驗證，經調測後，確保該電路之穩定

性，才送廠洗 PCB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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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手指硬體 

手指控制電路 ATmega2560、馬達驅動器

L289P 與旋轉電位計擴充電路裝配於機械手指

實體圖，如下圖 29 所示。 

 
圖 29 電路裝配於機械手指實體圖 

5.2 手臂硬體 

手臂直流伺服馬達驅動電路實體圖，如下

圖 30 所示，機械手指裝配於手臂實體圖，如

下圖 31 所示。 

 
圖 30 藍芽模組電路 Layout 正面 

 
圖 31 藍芽模組電路 Layout 正面 

5.3 車體硬體 

車體切換電路實體圖，如下圖 32 所示，藍

芽模組電路實體圖，如下圖 33 所示，該藍芽

模組至於配線盒外。 

 
圖 32 車體切換電路實體圖 

 
圖 33 藍芽模組電路實體圖 

6. 結論 

本研究重點在於照護型機器人系統整合與

電路設計，該照護型機器人各系統規劃，已規

劃完成，正在進行設計電路並實現，並由各電

路控制，藉此帶動各機構完成閉迴路之控制，

因此整體方面，較著重於電路設計部份，目前

所設計之電路以遇到成本或效能之考量，必須

加以更換，例如:控制板與直流馬達驅動板，相

關電路以正在設計或試驗中。 
然而在許多的照護型機器人或服務型機器

人中，尚未出現能夠將電動輪椅整合，作為機

器人車體，也尚未出現能做到高、低速的變形

系統之車體，以及能在室內外自動導航之自主

機器人，來提供各使用者達到不同的要求。 
機器人項目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有發

展或研究，從文獻中可得知，服務型機器人應

用領域以比工業機器人還多，在未來的 20 年

內服務型機器人將有爆發性的成長，甚至美國

國防部也都定期舉辦救援機器人之障礙賽。因

此，我們才應開發更適合服務人類的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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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芽 4.0於跑速訓練之研究與應用 

 

 

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種輔助配速系統利用視覺來

讓運動員或者一般使用者於訓練時可以了解

自己目前的配速是否符合設定，如果太快則加

以減慢，如果太慢，則立即加快。此系統使用

藍芽 4.0 低功耗無線通訊技術技術，在操場加

設多顆具有藍芽功能之地燈埋在地下，平時可

以利用手持式行動裝置將個人跑速設定傳至

藍芽手環，到達操場時將設定好的跑速利用藍

芽傳至地燈，地燈會依照跑速設定依序亮起，

達到訓練的效果。 

關鍵詞：藍芽 4.0、跑速訓練、藍芽手環、地

燈 

1 前言  

    傳統上，運動員要達到運動比賽成績推

升，特別是持續力超過一分鐘以上的運動比

賽，例如 800公尺以上的跑步比賽，或自行車

比賽，首重配速是否恰當，一般要達到穩定配

速，馬拉松跑步可以使用配速手環，然而其配

速的分段過於長久，每一分段速度的均勻性仍

然無法只憑感覺達到，或是需要有配速員或是

有經驗的跑者帶領，然則這仍然無法客觀達到

穩定配速，為此確實需要一種運動配速的輔助

設備，可以用在各種徑賽，特別是長程賽跑，

需要穩定的配速，才能避免身體疲乏，無法拿

到好成績，或是先盛後衰。 

  美國專利 US20120091921 A1提出，在跑

道、游泳池等，旁邊設置一套系統含有 RFID

收發器、控制模組和 LED 用有線方式串起來的

設備，使用者可以利用 LED顏色的變化，得到

資訊[1]，讓使用者可以藉由此資訊來訓練跑

速、配速。美國專利 US 7081809 B1提出一個

含有偵測速度的電子設備，使用聲音訊號讓使

用者得到跑速資訊[2]，得到跑速資訊，使用者

就可以依據資訊來做跑速調整。並隨著科技的

日益進步，智慧生活意識逐漸抬頭下，手機功

能不斷增加，且人手一機，市面上有很多可以

記錄跑速的 APP 程式讓使用者可以使用[3]，

但是跑步帶手機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本研究提

出一套訓練跑速系統，可以先用手機將跑速資

訊設定至穿戴式智慧型手環上面，或者直接攜

帶手機，至操場將跑速資訊傳至埋在地下的藍

芽地燈，地燈可以依照使用者設定之跑速，依

序亮起，此系統利用視覺來讓運動員或者一般

使用者於訓練時可以了解自己目前的配速是

否符合設定，如果太快則加以減慢，如果太

慢，則立即加快，達到訓練跑速的效果，且改

善了前面所提到的專利，使用無線傳輸的方

式，也不需穿戴含有偵測速度的電子設備，變

得更便利。 

2 藍芽 4.0 

2.1 藍牙 4.0 技術 

    藍芽技術最早由 Ericsson於 1998年發明，

採用 IEEE 802.15.1標準，一開始著重於行動裝

置與其他周圍裝置進行無線通訊之連線使

用，發明者希望提出一個標準化協議，以統一

各種不相同的行動裝置；1999 年 5 月 20 日由

Sony Ericsson、TOSHIBA、IBM等公司創立了

藍芽技術聯盟（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希望能共同開發出成本低廉、性能高、

短距連線傳輸的藍芽技術標準。經由早期所開

發的 0.7、0.8、1.0 版逐步修正其協定其功能，

以迎合使用者需求之無線通訊規範設計，到了

2.1 版的技術標準中，將最大傳輸速度提高到

了 3 Mbps，以及新增了許多傳輸規範，使得藍

芽可以支援功能更強的長距通訊，以構成無線

區域網路，其工作頻段為普遍使用的 2.4 

GHz，為了避免干擾到同頻段的其他無線通

訊，藍芽技術具有無線跳頻技術，將該頻段分

成了共 79 個頻道，做快速切換的跳頻動作建

立傳輸之穩定性。而本論文採用的藍芽 4.0 技

術(Bluetooth low energy, BLE)於 2009 年發表

[4]，主要強調應用於健康照護、家庭娛樂、健

身等目的，不同於傳統常見的藍芽 2.1、3.0規

格 ， 不 支 援 FTP(File Transfer Profile) 、

A2DP(Advance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

HS(High Speed)等規範做檔案、聲音、高速傳

輸等[5]，其最大特色為藍芽 4.0 的低功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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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相較於先前版本使用目的有所區分，故可

大幅節省電力消耗，若使用鈕扣電池(Lithium 

Coin)進行功能[6]，在藍芽裝置閒置時進睡眠模

式，僅在處理任務時才喚醒，不但可有效縮小

電路體積，也可利用低功耗優勢增加使用時

間。 

    藍芽 4.0模式與傳統藍芽運作於相同的 2.4 

GHz頻段，並且允許相對較高的傳輸速率，最

常見的 BR(Basic Rate)模式最高傳輸速率將近

750 kbps，而 EDR(Enhanced Data Rate)模式下

最高傳輸速率可到 2.1 Mbps，BLE模式下封包

長度共有 2971 bits，理想情況下最高可支援到

1 Mbps，並提出嶄新的 AES加密傳輸方式，傳

輸的過程中共可分為 40 個頻道，除了 3 個廣

播頻道外，37個頻道作為資料傳輸之用，其技

術主要特點為低功耗、快速連線、主動性跳頻

等，建置成本一般約為傳統藍芽的 60~80%，

睡眠模式下所消耗的電流約只有 1 uA，具有以

上許多的優勢，相當適合使用於建置物聯網系

統；在 2011年 10月，iPhone 4S在市場上推出，

成為了第一隻搭載 BLE 技術的手機，藉由此產

品，此技術使用上更可增加其便利性。此外，

在藍芽 4.0的規範中一共分為兩個模式運作：  

1. Single mode–僅支援 BLE傳輸協定，支

持傳輸小量的封包資料，進而減少其功耗，與

傳統的 BR/EDR相比之下功耗減低許多；雖不

支援檔案、聲音影像等傳輸，但支援簡單的傳

輸規範，廣泛應用於健康照護、居家、健身等

領域，可以在短時間內可以完成建立/斷開連線

之動作。 

2. Dual Mode–支援傳統的 BR/EDR 及

BLE傳輸協定，可依照 Profile傳輸協定傳送聲

音、影像、檔案等形式資料，並可根據所連線

到的不同裝置切換運作方式，而 Dual Mode多

半僅在手機、電腦中方才支援，因其系統往往

需要基於作業系統以運作，但近年來嵌入式系

統(Embedded System)功能日漸強大，故採用其

Dual mode者不在少數。 

    在無線通訊協定中，多種連線結合成網的

概念相當普遍，但也是各自通訊協定的差異所

在，在藍芽通訊中，使用常見的 GAP(Generic 

Access Profile)、GATT(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

等協定建立網絡，藍芽裝置連線的模式如常見

的 TCP/IP一樣分為 Client/Server 模式，但在藍

芽 網 絡 中 稱 呼 為 Master(Client) 、

Slave(Server)，Master 可以主動地去與一個或

多個 Slave 連線傳輸，多個 Master/Slave 裝置

運作在相同頻率的模式下便成立了網絡的概

念，其中比較不同的地方為藍芽 4.0 規範為星

狀傳輸(Star Topology)，Master 負責進行連結建

立、資訊蒐集，Slave 保持於廣播模式，直到

Master 發出要求方才建立連線。 

2.2 CC254X晶片  

本研究中所採用的藍牙晶片為 TI CC254x 

系列，此系列之藍牙晶片包含兩種型號 

CC2540 以及 CC2541，為應用於藍牙低功耗技

術 的 低 成 本 、 低 功 耗 之 系 統 晶 片

(System-on-chip,SoC)，能以極低的物料成本建

立起可靠的 BLE 主或者是從節點，此晶片結

合了符合業界標準的增強型 8051 MCU之 RF

收發器，且具有 8-KB  RAM、  in-system 

programmable(ISP) 快閃記憶體以其他強大的

功能，CC2540 和 CC2541 適合用在需要低功

耗的系統上，除此之外，允許低功耗的睡眠模

式而且切換到運轉模式時只需短暫的轉換時

間。 

3 開發環境簡介 

3.1 藍芽晶片 

  本研究所使用的藍芽晶片如前所述，採用 

TI 德州儀器開發套件，包含 USB Dongle、

Keyfob 及 CC Debugger 燒錄器組成，如圖 1

所示，同時提供軟體支持開發，如 IAR 

Embedded Workbench 8051、BTool、SmartRF 

Packet Sniffer 等等。 

 
圖 1 TI德州儀器開發套件[7] 

  IAR Embedded Workbench 8051 為 IAR 

System公司所開發的 IDE，如圖 2所示，經由

CC Debugger 燒錄器連接到藍芽開發套件，對

目標裝置進行燒錄及除錯的動作，如單步、連

續單步、斷點(Breakpoint)、連續執行、停止等

動作，以及常見的記憶體位址、暫存器資訊、

變數檢視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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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AR Embedded Workbench 8051介面 

 

  除了 IAR Embedded Workbench 8051 以

外，TI德州儀器提供了其他許多不同的程式偵

錯環境，BTool 提供了開發者基本的程式操作

測試介面，如圖 3所示，雖不能進行修改、儲

存，但使用者可根據此應用程式進行藍芽基本

功能操作，如掃描、建立連線、設定連線參數、

功能叫用、密鑰設定等，完整地發揮了 USB 

Dongle的功能供開發者使用。 

 

 
圖 3 BTool 藍芽運作環境 

 

  SmartRF Packet Sniffer為TI德州儀器所提

供的另一個開發測試工具，同樣使用 USB 

Dongle，此工具針對於接收到的封包進行分

析，如傳輸封包長度、位址、格式等皆可用此

軟體檢視，有便於配合程式設計檢視結果，如

圖 4所示。 

 
圖 4 Packet Sniffer封包分析工具 

 

3.2 行動裝置 

  本研究使用美國蘋果公司所開發的 IOS行

動裝置來做應用，Apple 所提供的程式套件開

發環境為 Xcode，提供了專案管理、程式編

輯、除錯、效能調整等許多功能，提供了許多

的功能與資訊來建立、開發 iPhone/iPad 上的

應用程式，Xcode開發介面如圖 5所示。 

 

 
圖 5 Apple Xcode 程式開發環境 

 

 

4 運動訓練系統設計與結果驗證 

  本研究建構了一套跑速訓練系統，利用行

動通訊裝置、藍芽手環、藍芽地燈等裝置搭配

藍芽 4.0 技術，快速的傳輸時間資訊，即時顯

示燈號，讓使用者可以利用此套系統達到訓練

跑速的目的。 

4.1 系統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圖如圖 6所示，系統流

程圖如圖 7所示，本系統可以讓使用者先在家

裡設定跑速，透過行動裝置把資料設定在藍芽

手環裡面，只需要配戴手環至操場，將設定傳

至藍芽地燈，進行跑速訓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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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系統架構圖

 

圖 7系統流程圖 

4.1.1 行動通訊裝置 

    本研究使用 iphone 5s，ios7版本來實驗，

如需使用在 ipad、不同版本之 ios 系統，需改

變 UI位置及部分功能。 

    使用本程式前需要先開啟藍芽功能，如開

啟後於手機介面右上角會出現藍芽圖示，再開

啟 APP 程式按下掃描(SCAN)按鈕，如圖 8 所

示，手機會開始找尋附近有發出廣播的藍芽裝

置。  

 

圖 8手機掃描介面 

  找尋到附近之藍芽裝置後，將裝置名稱顯

示於清單上，讓使用者選擇要連線之裝置，如

圖 9所示。 

 

圖 9手機選取連線裝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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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線後，進入設定介面，如圖 10 所示，

輸入跑速設定，範圍為 10~255 秒，若超出範

圍會跳出警告視窗，如圖 11所示。 

 

圖 10手機輸入介面 

 

圖 11超出範圍警告畫面 

 

4.1.2 藍芽手環裝置 

    藍芽手環使用 TI德州儀器 CC2540晶片，

搭配研究室自行開發之模組，做測試和實驗，

測試版有兩個按鍵，上按鍵開啟廣播功能，下

按鍵開啟藍芽掃描功能，如圖 12 所示，程式

流程圖如圖 13所示。 

 

圖 12包含 CC2540晶片之測試板 

 

 

 

圖 13 藍芽手環程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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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藍芽地燈裝置 

    藍芽地燈是研究室學長之設計，內含 TI

德州儀器 CC254121 晶片、太陽能模組與充電

電路，和八顆 LED，LED含有 R、G、B三顏

色，如圖 14所示。 

 

圖 14 藍芽地燈 

    地燈程式流程圖如圖 15 所示，第一顆地

燈則多了閃紅燈三次之設定，利用閃紅燈期

間，將設定依序傳入其他地燈，其餘程式等同

流程圖所示。 

 

圖 15 地燈程式流程圖 

 

4.2 系統展示 

    本研究目前實驗時，藍芽地燈裝置之間為

短距離擺放，以傳送設定，總時間精準度達到

10ms 以內為目標，短距離示意圖如圖 16所示。 

達到 10ms 之後，再測試每顆地燈間距拉遠之

比較。最終操場擺設示意圖，如圖 17所示。 

 

圖 16 地燈間距展示圖 

 

圖 17地燈擺放操場之示意圖 

    實驗操作過程展示，手機設定跑速如圖 18

所示。 

 

圖 18手機設定展示 

    藍芽手環收到手機傳送之設定資料，開啟

掃描功能，連上第一顆藍芽地燈，並將資訊傳

入，地燈會先亮紅燈三次當作起跑燈號，讓使

用者開跑，如圖 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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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第一顆地燈收到資訊之展示 

    第一顆地燈在起跑燈號結束前，會先把設

定傳入其餘每一顆地燈，燈號將依照時間設定

依序亮起，如圖 20所示。 

 

 

 

圖 20燈號依設定依序亮起 

 

4.3 結果驗證 

    由於藍芽地燈都是封裝起來，且無線傳輸

的方式不好作時間的量測，所以驗證的時候，

都是使用測試版，使用示波器直接量測測式版

上面的 LED燈之訊號，如圖 21所示。 

 

圖 21 量測方式 

 

4.3.1 測試工具介紹 

    本研究使用Agilent Technologies公司所開

發的 DSO-X 2024A 示波器來監測測試版之

LED燈訊號，做驗證時間精準度，示波器如圖

22所示，驗證畫面如圖 23所示。 

 

圖 22示波器 

 

圖 23驗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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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測試結果 

    使用示波器來監測，獲取三顆藍芽地燈綠

燈亮起的延遲時間，驗證是否依照手機設定的

時間運行，每顆間隔 1s來實驗，監測結果如表

1所示。 

表 1 驗證結果(單位:毫秒) 

 
 

  從數據上來看，秒數雖然都達到標準，但

是每顆有 30~100毫秒的延遲時間。 

    由於有 30~100 毫秒的延遲時間，本研究

增加了連線時，地燈發送資料和下一顆地燈接

收資料的時間比較，如表 2所示。 

表 2比較發送和接收時間延遲(單位:毫秒) 

 
    將表 2 所得到的結果和表 1 的結果做比

較，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延遲時間一部份的主

因是因為無線傳輸的延遲，扣掉此延遲效果好

很多。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開發的跑速訓練系統，經由測試結

果得知，功能已可行，可以利用手機、手環傳

送時間設定至地燈，進行跑步訓練，但目前精

準度只達到 100ms 左右，利用視覺來讓一般使

用者於訓練時了解自己目前的跑速是否符合

設定，已經可行，但如需提供給專業級運動員

還需要做改良，從測試結果得知，如果加入時

間同步演算法改善無線傳輸的延遲，可以讓延

遲減至更低。 

  未來還可以加入配速系統，讓使用者一次

可以輸入多段時間設定，達到配速的效果，可

以取代配速員，不需要他人在旁帶領訓練跑

速，自行就可以訓練。除了跑速訓練之外，也

可運用於工廠自動化、橋梁監控等等，任何需

要時間配置的裝置都可使用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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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藍芽 4.0 應用於智慧家庭 

 

 

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種以低功耗藍芽 4.0 無線

通訊技術(Bluetooth Low Energy) 作為物聯網

基底之技術，設計一套智慧家庭系統。使用藍

芽 4.0 技術實現智慧電器之控管，智慧型電器

也可藉由穿戴式手環所得知的訊息，自行控制

在最適合穿戴手環本人的操作；本研究所發展

之物聯網技術，可藉由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等行動裝置配合藍芽通訊傳輸資料，再將其利

用 Wi-Fi、3G 網路上傳至雲端資料庫紀錄、

分析，本論文自製藍芽模組以設計定位手環替

代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在未來加以整

合，將會具備智慧物聯網的最大互通優勢，實

踐安全、節能、科技、智慧等面向整合的優質

生活。 

關鍵詞：藍芽 4.0、智慧家電、智慧家庭 

 

1. 前言  

隨著現代科技的日益進步，智慧生活意識

逐漸抬頭下，使用者需求不斷地增加，希望

任何事情都可以自動、快速地進行，因此也

有學者專門對人們活動的形式進行分析，進

而改善傳統的使用方式使生活更加便利。以

生活中的電器為例，在相同類型的產品競爭

下，往往針對了某方面進行強化，但僅限定

於單一功能，不同電器裝置間僅能各司其職

的獨立運作，對於使用者而言，不但佔據空

間，且十分不便，配合著產品的良性競爭改

良下，感測器將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聯

通不同電器之功能，作為主導角色，使不同

電器可有效率地、自動地運作，不必等到使

用者手動操作，方可自動作動，故在未來

中，感測器將會在環境中無所不在，例如

2015 年的今天，針對使用者需求，產品設計

已不侷限在強化單一功能設計，而開始朝向

多功能應用的方向發展，以強調產品獨特及

便利性，如家中電器的洗衣機、電視機等電

器不但有特色功能，更結合了無線傳輸，使

其具備定時啟動、遠端遙控等功能，以便使

用者更便利地操作，雖目前仍不普及，但以

市場趨勢而言，很明顯的產品正針對此方向

發展，為近年來商品設計之趨勢；不過就以

上所述，大多數的電器還是往往缺乏了整

合、聯通，因而驅使了物聯網的概念應運而

生，藉由科技的輔助下，慢慢地將概念發展

為實體裝置實現，換句話說，是使用科技解

決問題，以改善傳統使用不便之缺點，簡化

複雜的架構讓使用者可輕鬆駕馭。 

將許多電器串在一起成網絡系統，即為物

聯網名詞的由來，起初由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Ashton Kevin 等學者所提出[1]，隨著無線通

訊及網路技術逐漸成熟的情況下，進而發展

物聯網系統技術，除了人與人透過網路相互

連結、溝通，也可透過網路取得物件資料，

甚至在物與物之間也可進行互通的協定機

制，因而針對於使用者各式各樣的需求，無

所不在的服務更顯得重要，最早物聯網的概

念是發展於射頻晶片(RFID)、感測器、二維

條碼等等裝置，透過介面與網路相連進而賦

予物件智能的概念，實現人與物件間的互通

機制，甚至物與物之間也亦同，因此，物聯

網是一個對於機器、人員進行歸納分類的機

制，涵蓋了生活全部，如家庭裝置的遙控開

關、尋找汽車停車位置的感測器設計等各種

應用皆屬於物聯網的範疇內。因此，本研究

基於物聯網的機制下進行設計，架構於藍芽

通訊平台的支援下，經由智慧型手機及平板

電腦等行動通訊裝置收集到感測器的資

訊，進而利用儲存至資料庫，再利用物件將

資訊下載回來進行聯通、回饋動作，進而整

合成物聯網系統。 

2. 系統架構及簡介 

2.1. 藍芽 4.0 技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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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芽技術最早由 Ericsson 於 1998 年發

明，採用 IEEE 802.15.1 標準，一開始著重

於行動裝置與其他周圍裝置進行無線通訊

之連線使用，發明者希望提出一個標準化協

議，以統一各種不相同的行動裝置；1999 年

5 月 20 日由 Sony Ericsson、TOSHIBA、IBM

等公司創立了藍芽技術聯盟（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希望能共同開

發出成本低廉、性能高、短距連線傳輸的藍

芽技術標準。經由早期所開發的 0.7、0.8、

1.0 版逐步修正其協定其功能，以迎合使用

者需求之無線通訊規範設計，到了 2.1 版的

技術標準中，將最大傳輸速度提高到了 3 

Mbps，以及新增了許多傳輸規範，使得藍芽

可以支援功能更強的長距通訊，以構成無線

區域網路，其工作頻段為普遍使用的 2.4 

GHz，為了避免干擾到同頻段的其他無線通

訊，藍芽技術具有無線跳頻技術，將該頻段

分成了共 79 個頻道，做快速切換的跳頻動

作建立傳輸之穩定性。而本論文採用的藍芽

4.0 技術(Bluetooth low energy, BLE)於 2009

年發表[2]，主要強調應用於健康照護、家庭

娛樂、健身等目的，不同於傳統常見的藍芽

2.1、3.0 規格，不支援 FTP(File Transfer 

Profile)、A2DP(Advance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HS(High Speed)等規範做檔案、聲

音、高速傳輸等[3]，其最大特色為藍芽 4.0

的低功耗技術，相較於先前版本使用目的有

所區分，故可大幅節省電力消耗，若使用鈕

扣電池(Lithium Coin)進行功能[4]，在藍芽裝

置閒置時進睡眠模式，僅在處理任務時才喚

醒，不但可有效縮小電路體積，也可利用低

功耗優勢增加使用時間。 

藍芽 4.0 模式與傳統藍芽運作於相同的

2.4 GHz 頻段，並且允許相對較高的傳輸速

率，最常見的 BR(Basic Rate)模式最高傳輸

速率將近 750 kbps，而 EDR(Enhanced Data 

Rate)模式下最高傳輸速率可到 2.1 Mbps，

BLE 模式下封包長度共有 2971 bits，理想情

況下最高可支援到 1 Mbps，並提出嶄新的

AES 加密傳輸方式，傳輸的過程中共可分為

40 個頻道，除了 3 個廣播頻道外，37 個頻

道作為資料傳輸之用，其技術主要特點為低

功耗、快速連線、主動性跳頻等，建置成本

一般約為傳統藍芽的 60~80%，睡眠模式下

所消耗的電流約只有 1 uA，具有以上許多的

優勢，相當適合使用於建置物聯網系統；在

2011 年 10 月，iPhone 4S 在市場上推出，成

為了第一隻搭載 BLE 技術的手機，藉由此

產品，此技術使用上更可增加其便利性。 

此外，在藍芽 4.0 的規範中一共分為兩

個模式運作：  

(1) Single mode - 僅支援 BLE 傳輸

協定，支持傳輸小量的封包資

料，進而減少其功耗，與傳統的

BR/EDR 相比之下功耗減低許

多；雖不支援檔案、聲音影像等

傳輸，但支援簡單的傳輸規範，

廣泛應用於健康照護、居家、健

身等領域，可以在短時間內可以

完成建立/斷開連線之動作。 

(2) Dual Mode - 支 援 傳 統 的

BR/EDR 及 BLE 傳輸協定，可依

照 Profile 傳輸協定傳送聲音、影

像、檔案等形式資料，並可根據

所連線到的不同裝置切換運作

方式，而 Dual Mode 多半僅在手

機、電腦中方才支援，因其系統

往往需要基於作業系統以運

作 ， 但 近 年 來 嵌 入 式 系 統

(Embedded System)功能日漸強

大，故採用其 Dual mode 者不在

少數。 

在無線通訊協定中，多種連線結合成網

的概念相當普遍，但也是各自通訊協定的差

異所在，在藍芽通訊中，使用常見的

GAP(Generic Access Profile)、GATT(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等協定建立網絡(其定義在

2.3 節詳細介紹)，藍芽裝置連線的模式如常

見的 TCP/IP 一樣分為 Client/Server 模式，但

在藍芽網絡中稱呼為 Master(Client)、

Slave(Server)，Master 可以主動地去與一個

或多個 Slave 連線傳輸，多個 Master/Slave

裝置運作在相同頻率的模式下便成立了網

絡的概念，其中比較不同的地方為藍芽 4.0

規範為星狀傳輸(Star Topology)，Master 負責

進行連結建立、資訊蒐集，Slave 保持於廣

播模式，直到 Master 發出要求方才建立連

線，藍芽傳輸網絡概念如圖 2.2 所示。

  

圖 1藍芽網絡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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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藍芽階層 

藍芽本身由多個協定組成，與 TCP/IP 一樣

是由許多底層建構而成的標準，以 BLE 為

例，有許多階層 (Stack)組成，如 GAP、

GATT、L2CAP、PHY 等等，如圖 2 所示，

這些現有的規範涵蓋了廣泛的範圍，以定義

其領域分工，以 BLE 的藍芽階層可分為

Controller 及 Host 規範： 

Controller 包含了 HCI、LL、PHY 規範，其

中主要為介面處理及無線訊號傳輸功能，以

LL 為例，主要功能為廣播、掃描、連線及

安全設定，而 HCI 階層則處理命令傳輸、接

收等功能，以硬體角度來看，同時規範了藍

芽晶片與USB、UART傳輸介面之程序，PHY

層 則 是 處 理 藍 芽 的 GFSK(Guassian 

Frequency-Shift Keying)無線跳頻技術，以確

保在常見的 2.4 GHz 頻段中藍芽運作正常。 

Host 包含了較多規範，如 GAP、GATT、SM、

ATT、L2CAP 規範，基於 Controller 處理的

訊號進行分析、判斷動作，如 L2CAP 層，

提供了一個非同步獨立資料傳輸導向的模

型，將封包資料切割辨識，GAP 層定義

Master-Slave 裝置間的存取模式及程序，如

發現裝置、建立/斷開連線、裝置設定等，SM

層處理裝置連線配對評估及密鑰使用，

GATT 層則是基於 ATT 層的 Client/Server 定

義，處理裝置連線間的傳輸協定(Profile)，

審核裝置間的傳輸以傳送資料封包。 

 

圖 2 BLE 規範 

2.3. CC254x晶片 

本論文採用的藍芽晶片為 TI 所提供的

CC254x，主要特色為支援低功耗藍芽 4.0、8051

微控制器架構的 SoC(System on Chip)晶片，RF

效能可達到長距離(+97dB)的絕佳連結成本效

益，並能與其他 2.4GHz 裝置並存。因此可進

行完整連結測試及開發。模組內包含了 USB 

Dongle 及 Keyfob，如圖 2 所示，支援

Master/Slave模式，最多可支持 23個 GPIO，

2個 UART、SPI、I2C介面，內部 Flash記憶體

空間為 128/256 KB，架構如圖 2.5 所示，SoC

包含了微控制器及藍芽 4.0功能，但此晶片藍

芽版本僅支援 Single mode，故未能提供傳輸

聲音、影像等協定。除此之外，TI提供了大量

的文件及教學針對了 CC254x 晶片供開發者使

用，像是網路官方論壇提供了公開討論空間給

開發者設計參考討論。  

圖 3 TI德州儀器開發套件 

圖 4 CC254x系統架構 

3. 系統設計 

3.1. 智慧家庭架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如圖 5 所示，由三個系統所

建構之物聯網系統，其中包括藍芽燈源裝置、行

動通訊裝置及電器裝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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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裝置系統細分三個子系統分別為安全監

控系統、電器管控系統、環境監控系統，其中

安全監控系統由煙霧偵測器、磁簧開關組成，

電器管控系統由空調系統、電風扇及智慧插座

組成，環境監控系統由溫溼度感測器組成，在

各種應用中搭配藍芽 4.0 技術達到短距、快速

的資料連結傳輸，以強調貼身配戴為設計訴

求。以下將針對居家監控、電器管控、環境監

測三個子系統應用之設計、行動通訊裝置及藍

芽燈源裝置進行介紹，系統功能及驗證探討將

會在第 4 章提出。 

3.1.1. 藍芽燈源裝置 

本研究將藍芽通訊節點設立於燈處，結合

燈源的無線通訊模組將可避免電力的存續問

題，且燈源裝置在各種環境中相當常見，不論

是燈管、燈泡甚至是室外的街燈、地燈等形式

皆有廣泛的使用，本研究可提供燈源除了照明

之用途外的人員定位、自動調整光線亮度等加

值功能；另一方面，燈源裝置一般為求照明之

用，往往設於高處，其無線訊號之場域由上而

下的角度會受到較少多重路徑 (multipath 

fading effects)之損耗以減少訊號衰減，且一般

燈源在其環境中的佈置相當密集，數量越多越

可增加短距離無線通訊的定位精度。藍芽模組

結合於燈源裝置中，因本身皆存在獨特的藍芽

位址(MAC Address)，不會與其他裝置重複，故

每個燈源裝置有不同的藍芽模組位址，針對此

點進行設計，各燈源裝置定期將藍芽位址及經

緯度座標進行廣播做定位使用。 

3.1.2. 行動通訊裝置 

目前本研究行動通訊裝置以手機、平

板、筆記型電腦為主，接收藍芽裝置訊號資

料並予以處理目的。 

3.1.3. 電器裝置系統 

A. 居家監控系統： 

a. 本研究將磁簧開關與藍芽做結合，此

裝置將具備藍芽功能將裝置設置於

抽屜、瓦斯開以及門窗上，並且搭配

藍芽手環做結合，當裝置被觸發會將

此人的身分上傳至雲端，若是沒有帶

藍芽手環的人將視為陌生人，如此一

來就算家裡被闖空門，可以立刻知道

有外人入侵，並即時報警達到居家安

全監控之效果。 

b. 此系統另一個裝置為具備藍芽功能

之煙霧偵測器，當有火災發生時蜂鳴

器即刻響起，並且即刻地上傳雲端通

知遠端特定用戶，並即時的叫消防隊

救火。 

B. 電器管控系統： 

a. 空調系統控制板已改用成公版並且

傳輸方式改用藍芽控制，也就是說不

用再對準紅外線才能控制，並且能使

用手機控制冷氣，此外，此空調系統

還能與藍芽手環搭配使用，藉由手環

所傳過來的人體生理訊息，來做適當

的調控。 

b. 電風扇改裝成為有藍芽功能，能透過

手機控制，也能依據持有藍芽手環的

人之距離遠近，達到控制開關之功

能，並且能依據人體體表溫度來控制

電風扇之強度。 

 

C. 環境監測系統： 

a. 本研究將溫濕度感測器與藍芽做結

合並且裝於房間內與室外，透過室內

室外兩者數據比對，將傳值給空調系

統和雲端，利用此數據，使冷氣送出

一個最恰當的調控。 

 

 

圖 5  智慧家庭流程圖 

3.2. 藍芽晶片電路模組設計 

藍芽晶片採用 TI 德州儀器 CC2540 晶

片，以 SoC(System-on-Chip)架構設計，包含

了 8051 微處理器及藍芽功能，故可減低設

計成本及體積。考量到燈源裝置空間有限的

情況下，本研究團隊自行開發藍芽模組以配

合應用需求，印刷電路佈局採雙面 SMD 零

件佈線設計，佈線如圖 6 所示，藍芽模組體

積為 25 x 13 x 4 mm，如圖 7 所示，最左邊

電路模組為自行開發的藍芽模組，中間電路

模組為 USB Dongle，專供電腦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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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藍芽晶片電路模組佈線 

 

圖 7  藍芽模組 

3.3. 居家監控系統設計 

3.3.1. 磁簧開關電路模組設計 

磁簧開關常應用於門窗防盜，並且價格便宜，

因此相當適合作為警報系統的非接觸式開

關。市面上的磁簧開關有分常開、常閉兩種型

態，但一般僅能簡單的與蜂鳴器做應用，因本

研究將具藍芽功能之磁簧開關與藍芽燈源裝

置做結合，以達到即時監控之目的；本磁簧開

關可應用於門窗、車庫、瓦斯開關等各種場

合，如圖 8 所示，本系統運作特色在於可利用

藍芽手環對磁簧開關進行結合，將觸發訊號者

資訊，透過燈網上傳至雲端，供遠端特定用戶

查看，本系統體積小容易安裝，且價格低廉，

即時監控居家的安全，適合安裝於室內場所。 

 

圖 8 藍芽晶片電路模組佈線 

3.3.2. 煙霧偵測器電路模組設計 

煙霧感測器發展由來已久，本國的消防法

規也明確制定了其間隔數量、範圍、定溫型、

溫差型等規定[5]，但一般需額外安裝感測器，

增加了安裝的不便性，因此本研究將感測器結

合藍芽燈源裝置，以達到多功能應用之目的；

本感測器偵測範圍廣泛，將偵測頭朝下擺置，

裝置在天花板以下約 30 公分處符合消防法規

規定，如圖 9 所示，本研究將感測器置於燈泡

中，當偵測到煙霧產生時，將會觸發蜂鳴器動

作，並一併利用藍芽傳輸至 Gateway/Route 裝

置轉為 Wi-Fi 訊號上傳雲端通知遠端特定用

戶，如消防、警察等單位以將狀況排除。本系

統運作特色在於可利用藍芽訊號對煙霧感測

器進行自我測試，偵測煙霧感測器目前的環境

數值，設定門檻調整警報之靈敏度，尤其是蜂

鳴器平時也很難知道其是否故障，故可用藍芽

觸發之方式測試蜂鳴器狀況、音量等。就以上

的介紹而言，本系統體積小容易安裝，且價格

低廉，預防緊急狀況發生，適合安裝於室內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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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藍芽模組配合煙霧感測器配置 

 

圖 10藍芽製成 Micro SD形式 

3.4. 電器管控系統 

3.4.1. 藍芽風扇電路模組設計 

目前普遍消暑之家電能以電風扇為主，但

通常使用者都隨著環境的溫度以及自身的舒

適度來調整風速強度，至於入睡時要預防因熟

睡而喪失自我調節溫度之弱點，也只能透過定

時功能來補強，但這不是非常地智慧化；本研

究將風扇結合藍芽手環做應用，透過手環讀到

的生理資訊傳至藍芽風扇，使風扇送出當下最

適合使用者的風速。圖一中之 relay 要能驅動

的條件為 3V/0.11A 兩顆電晶體採用 2N9013，

Bata 值為 155， I/O 輸出電壓為 3V，其中欲設

計 R1 及 R2 之值，再加上要有足夠的電流推動

Relay，因為 Q1 和 Q2 物理參數幾乎一樣，因

此只需要計算一顆的 R值就行了。 

 

 

圖 11 藍芽風扇電路圖 

 

圖 12 藍芽風扇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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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將藍芽空調系統電路模組設計 

普遍空調皆以紅外線介面為主，其中最大

問題就是傳輸資料時兩個紅外線介面必須正

對(Line-of-Sight)，中間不能有任何的阻擋，並

且傳輸距離比藍芽短，因此本研究將藍芽與空

調系統結合如圖 13，此系統可與藍芽手環、溼

度感測器搭配結合，使用戶可以處於最舒適之

環境下；藍芽與冷氣控制板架構圖如圖 14 所

示，圖 15所示為BJT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開關電路[6]。 

 

圖 13 藍芽模組配合空調系統配置 

圖 14 藍芽與空調系統架構圖 

 

圖 15 BJT開關電路 

3.5. 環境監測系統 

市售溫溼度感測器有很多種，但多數都沒

有通訊功能僅有傳輸功能，為此，本研究將溫

溼度感測器搭配藍芽使用，溫溼度透過 I²C 傳

輸方式至藍芽，再將資料透過藍芽傳輸給其他

藍芽裝置例如：藍芽空調系統、風扇以及手環

等。 

4. 結論與未來展望 

4.1. 結論 

本論文基於物聯網能夠使人們生活便利，

以減少人為操控的作為目標，希望達到設置簡

易，降低環境限制或設備要求，實施困難點往

往是因為人們習慣以人力控制，而不易改變平

時生活習慣，但希望藉由行動通訊裝置如手

機、平板電腦或自行開發的藍芽手環等平時人

們習慣攜帶的裝置，配合 APP 應用程式設計達

到自動調整之目的，並配合不同的領域研究，

以期盼同一裝置的多方應用，無線傳輸以藍芽

BLE 標準為主軸建構系統，經初步實驗之結果

驗證其可行性及未來發展，加上藍芽傳輸可達

到集中管理，有效率的即時監控，綜合本文之

研究內容，將具體成果特性條列如下： 

1. 創新性：目前文獻及市面上以藍芽

BLE 傳輸為基礎的系統運作模式

尚屬少見，本系統在初期開發時以

電腦操作為主，但隨著藍芽 BLE 晶

片逐漸普及下，搭載 BLE 的手機也

在 2010 年底推出，本研究團隊便

緊接著開發手機 APP 應用程式，以

達到更廣泛便利之應用，並開發藍

芽手環，簡化手機功能，降低設備

需求門檻。 

2. 便利性：在科技推陳出新的情況

下，已有許多無線通訊被廣泛應

用，各自有獨特性及特點，但本研

究選用藍芽 BLE 標準，考量到現今

市場上手機普遍配置其規格，且

iPhone、Android 等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程式開發相當成熟，而 Wi-Fi

雖傳輸資料量大，但實際上物聯網

系統往往不用如此大量的傳輸功

能，其耗電量也相當可觀，不適宜

作為移動裝置之傳輸，基於以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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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因素，故選用藍芽 BLE 傳輸功能

於此。 

3. 體積小：本論文所開發之藍芽模組

最小尺寸僅 10 mm * 18 mm * 4 

mm，配合電路模組設計可輕易的

置入燈泡、燈管等裝置中，提供極

大設計靈活度，此晶片為 SoC 製

程，含有 8051 微處理器及藍芽功

能，可以對於許多應用客製化設

計，使得應用上可以更加廣泛。 

4. 低功耗性：為了配合藍芽 BLE 低功

耗功能，設計上元件盡量選用功耗

較低的元件，以達到較長工作時間

之目的，如運動手環、磁簧開關等

研究，皆是仰賴電池供電，若電池

時常發生沒電之狀況，即喪失其無

線傳輸之需求及優勢，故在本研究

中，在持續高頻傳輸的情況下，最

少可持續數天的工作時間，已可達

到目的需求。 

4.2. 未來展望 

本研究基於藍芽傳輸設計物聯網通訊方

式，但就目前而言，僅建立各別的子系統，

只能強調此裝置可多方應用，但尚未進行物

聯網系統整合，將是未來首要改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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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念構圖策略設計具自動出題與診斷能力的教學

輔助系統 

 

 

摘要 
概念構圖法是一種用來理解和闡釋一個

複雜的學習領域的有效方法。循此方法學習，

將有助於知識建構，達到有意義的學習。在本

文中將探討如何將概念圖應用於普通物理的

教學評量之中。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概念

構圖策略設計具自動出題與診斷能力的教學

輔助系統，並探討這種學習方式是否能夠支援

學生的學習、增進知識建構和達到有意義的學

習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設計的概念

構圖教學輔助系統具有下列的功能：(1)自動出

題，並能夠產生多種不同的題目，提供學生練

習；(2)自動產生解答；(3)自動判斷學生作答的

結果是否正確，並給予適當的指引訊息，以協

助學生完成作答；(4)記錄學習歷程，可以分析

學生常犯錯誤。教師可以指定學生使用教學輔

助系統完成課後作業，提昇學習成效。 

關鍵詞：概念圖、智慧型教學系統、自動出題、

自動診斷 

1. 前言 

普通物理學著重介紹各種物理現象和基本

的物理方法，大部分內容屬於經典物理學的範

圍。其脈絡主要是根據人們對日常生活現象的

常識性劃分。日常生活中的物理現象一般被分

為「力、熱、聲、光、電、磁」等，普通物理

也相應分為經典力學（含聲學）、熱學、電磁

學和光學。普通物理學的許多基礎概念在中學

就已經引入。但大學中的科學和工程科目一般

都要求系統的學習普通物理學（所以普通物理

學也常稱為大學物理）。這些課程主題不但需

要理解其概念，更需要實作練習，才能深入了

解其意涵，進而融會貫通。 

由於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學校所招收的學

生的素質越見參差不齊。在學習的過程中有些

學生得心應手，而有些學生則會出現困難。學

習成效不佳的原因，有些是由於學生本身的資

質較差，需要花較多的時間才能學會；而有些

則是學習意願較低，花太少的時間在學習上。

前者需要有老師或同學提供適時的幫助，後者

需要有人督促與激勵。 

以往學生修習普通物理課程之所以會感到

所需理解的概念太過抽象而難以理解，除了缺

乏抽象思考與邏輯推理能力外，往往是因為缺

乏實作練習所導致的。如果要強化實作練習，

必須有足夠多的題目可供練習，且學生自我練

習遇到困難或錯誤時，需有即時且適當的指引

來幫助學生解題。而要達到這樣的需求，其所

需付出的時間與心力，並不是任課教師所能負

荷的。 

隨著個人電腦與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普及

化，使得學習不再只是坐在教室中由老師對學

生的單純授課。透過網路來進行教學或學習，

不僅突破了時空的限制，更提供了互動且多樣

化的學習環境。因此，在過去幾年中許多專家

學者紛紛投入了相關的研究。在學習過程中，

評估與測驗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它不僅顯示出

學生的學習成效，也對診斷學生的學習障礙提

供有用的線索。在遠距學習環境中，由於學生

的自主性提昇，相對的遭遇各種學習障礙的複

雜度亦可能增加，除了加強教材內容之外，更

需要有效的提供學習指導；因此，如何建立所

以一個網路測驗與診斷系統，來協助學生克服

障礙，提高學習成效，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本研究所開發的概念構圖教學輔助系統具

有下列的功能：(1)自動出題，並能夠產生多種

不同的題目，提供學生練習；(2)自動產生解

答；(3)自動判斷學生作答的結果是否正確，並

給予適當的指引訊息，以協助學生完成作答；

(4) 記錄學習歷程，可以分析學生常犯錯誤。

教師可以指定學生使用教學輔助系統完成課

後作業，提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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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構圖策略的理論基礎 

概念圖(concept map)主要是以命題的形式

將概念之間做有意義的連結，藉由組織、分

類、分析、評估以及推理之過程來思考，以輔

助說明概念與概念的連結關係，最後形成一幅

樹狀構圖即為概念圖 (余民寧， 2002；

Beitz,1998)。概念圖是一種簡單的圖示法，用

圖來表示個人內心一群概念的關係，主要呈現

句子中的概念意義，它可以幫助你瞭解一些重

要概念之間的連結，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你對某

一主題的概念網路。 

Ausubel (1963) 所提出的「有意義學習」，

認為學習的材料對學習者而言必須是有意義

的。美國康乃爾大學 Novak 教授等人於 1971

年左右提出概念構圖理論，將學習內容圖像

化，以命題的行事來表徵概念之間的有意義之

關係。其所提出的概念構圖，係指學習者須將

學習內容的概念，先做階層行分類和分群，並

將概念之間以連結線做連結，並在連結線上標

示適當連結語，以輔助說明概念之間的連結關

係，並形成一幅網狀結構圖。 (詳見圖 1 概念

構圖示例圖) 

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是使用概念圖

以表徵概念與概念連結的概念結構(知識結

構)，並利用它來評量與研究學習者的概念結構

及其變化。概念構圖是一種網路脈絡的學習

法，也是有意義的結構化學習法。它可以作為

學習的監控策略，使學習成為學習者主動的且

有意義的知識建構與重組的歷程。透過概念構

圖，可以教導並評量比基本認知目標(即記憶、

理解)更高深的的目標(如分析、綜合、應用、

評鑑與創造能力)。 

2.1 澄清思考與組織和分析知識 

在某些科學課程單元中，一個概念的形成

是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基礎概念所奠基而組

成的，也就是說，要學習一項新概念或技術前

必須具備一些基本能力。例如，要學“古典力

學”必須先具備“向量”的概念，像這種一個

概念之中隱含其他基本概念，或具有先後次序

關係的行為模式，正是一種基本的學習過程。

基於這種學習概念與模式，我們有必要重新建

構課程結構。例如在物理課程“古典力學”的

單元中，分成：一、靜力學，二、運動學，三、

動力學。在靜力學中又包含幾個概念，如力(力

的種類、效應、測量)、壓力(液體壓力、大氣

壓力)、力矩(合力矩、槓桿原理)、靜力平衡(合

力=0、合力矩=0)。若依傳統樹狀結構來編排教

材，此單元會有如樹狀結構。這樣的編排僅提

供教材編排次序的資訊，而無法獲知各概念之

間的相關性，例如概念學習的先後次序、概念

形成的基本內涵與合理之學習路徑。為了合理

展現概念學習的先後次序關係與概念形成的

基本內涵，利用物件導向原理中的繼承關係很

適合用來解決這樣的問題。學生著手概念的聯

結，能夠瞭解如何將知識分類和組織。當新的

概念聯結至先備知識，更能徹底理解、吸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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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新概念。學生以自己的文字和想法，利用

圖示方式來表徵他們已經學得的概念，有助於

理解知識概念之間的關係。 

2.2 培養批判性思考 

文字和影像資訊的連結可以幫助學生理解

概念的關聯性以及相關知識的記憶檢索。簡而

言之，概念圖是繪圖者認知結構的反映。早期

的概念圖只是以文字命題來描述，但是人的知

識遠超過簡單的語言敘述知識。很多研究者認

為表徵知識的認知模型應當包括文字敘述和

視覺影像。視覺影像的記憶比單純的文字資訊

更強而有力。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學生能夠更廣

泛地了解某個領域的知識，若能在其概念圖中

使用影像節點，則更能增進學生對於該領域的

認知。尤其當今資訊和網路科技發達，概念節

點的內容表徵不僅僅是靜態的文字，還可利用

影像、聲音等多媒體來表徵知識概念，使得知

識建構更為多元和有意義。 

2.3 概念構圖作為知識建構工具之應用 

概念構圖不論用於教學、學習或評量學生

的新舊知識，都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工具。就教

學而言，教師可就某一教學單元或課程建構概

念圖，於教學前作為前導組體 (advance 

organizer) 的工具。這前導組體乃在於提供某

一概念架構，使學習者對於即將學習的較細節

性的和較分化性的教材能更穩固的加以結合

和保持。教師也可於教學結束後，呈現概念

圖，以幫助學生統整學習過的重要概念及概念

之間的關係。然而研究者認為概念構圖若要能

表現最有效力的學習，最佳的方法應當讓學生

自行構圖來表現他（她）對學習內容的認知程

度，進而建立自己的知識結構。 

3. 概念構圖策略輔助教學系統 

由於概念圖的建立相當費時，尤其在一切

從零開始的時候，教師的負擔很大，更容易降

低其參與的意願；因此，若能提供概念構圖策

略輔助教學系統，有效的協助教師建立概念

圖，不僅可提升效率、增加教師參與的意願，

更可藉由系統即時的分析及比較，增加準確

性。 

基於以上探討，本研究所提出的概念構圖

策略輔助教學系統具備以下功能 (1)自動出

題，並能夠產生多種不同的題目，提供學生練

習；(2)自動產生解答；(3)自動判斷學生作答的

結果是否正確，並給予適當的指引訊息，以協

助學生完成作答；(4)記錄學習歷程，可以分析

學生常犯錯誤。學生可利用此一系統來自我學

習，教師也可以指定學生使用教學輔助系統完

成課後作業，提昇學習成效。 

 
系統架構如圖 2所示，此系統的各種學習

教材與測驗題目等資料的蒐集都存放在後端

資料庫當中，使用者經由網際網路進入此概念

構圖策略輔助教學系統來進行學習，並在系統

區內選擇要測驗的單元進行測驗，根據測驗結

果來給予使用者適當的指引訊息，並且在學習

歷程區中可以看到使用者歷次測驗結果，由此

可以分析使用者經常犯錯的單元與題目，並針

對性的加以練習。 

4. 輔助教學系統實驗及討論 

我們以某高中物理課程的一個單元教材內

容進行實驗，以瞭解在概念構圖策略輔助系統

的協助下，自動化演算的表現。該課程的重點

概念如下並以學生物理科測驗答案卷為分析

樣本，透過概念構圖策略輔助系統的執行，可

迅速得到各格學生測驗的結果，以協助教師迅

速找到最接近理想的概念圖，可以很快的產生

一個有關於本次考試相關概念的概念圖，但是

所產生出的概念圖可能因為以下幾點： 

(1) 學生的鑑別度：當學生的鑑別度不高

時，也就是學生學習上太困難或太簡單，無法

真正分出學生的程度，會使得產生出的概念圖

太複雜或太簡單，無法反應出真正的學習情

況。 

(2) 概念的非相關性：在學生學習中可能

會有概念之間的相關性很不明顯，但卻因為包

括此概念的練習題目都很困難，使得學生答題

時的錯誤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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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程度：學生程度不同，也會使得

所產生的概念關係圖有很大的不同。 

由於以上幾點，使得此構圖不能很符合老

師的教學目標，所以在產生概念圖後，可以經

由老師的增加、刪除概念圖之連結或概念，使

得所產生出來的概念圖能夠符合老師的教學

目標。 

5. 結論與未來工作 

概念構圖不僅是一個有效的學習策略，亦

是一種教學法，更可以作為教學者在教學前診

斷及教學後的評量，有助於教學內容之設計及

補救教學的實施。所以概念構圖可做為輔助能

力較低之學習者之一個有效的學習策略，只要

在教學過程中提供適時的協助與回饋。使用電

腦輔助學習概念圖，不但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

動機，還可依不同的學習目標與學習者的程度

建構不同的概念圖，再依學習者的學習進展來

逐步撤除提示。在本論文中，研究目的在於以

概念構圖策略設計具自動出題與診斷能力的

教學輔助系統，協助教師建立概念圖，不僅可

提升建構概念圖的效率、也可以增加教師參與

的意願，並探討以概念構圖這種學習方式是否

能夠支援學生的學習、增進知識建構和達到有

意義的學習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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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ll known parameter Item 

Response Theory must satisfy the local 

independence condition, it can only be used 

for all items those are independent, for 

overcoming above-mentioned drawback, 

kernel smooth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was 

proposed. However, some of its estimated 

abilities of different examinees can be not 

discriminated,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mproved method by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weighting with a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one. In this paper,  

A further improved method was proposed by 

the first author, not only the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weighting but also the 

difficulty weighting of any item is considered, 

the new algorithm with two dimensional 

weighting  is  better than others with one 

dimensional weighting.. 

 
Keywords— Parametric Item Response Theory 

(PIRT), Non-Parametric Item Response Theory 

(NIRT), kernel smoothing, difficulty, 

discrimination. 

1. INTRODUCTION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1]-[4] is a modern 

test theory for the design, analysis, and scoring of 

tes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aminee's 

latent ability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orrectly 

answering a question item. Since parametric item 

response theory (PIRT)  do not always fit the data 

well. Some  non-parametric Item Response 

Theory (NIRT) models without item parameters 

can provide a more flexible framework [2]-[5]. 

Most of all. not only PIRT,  but also some NIRT, 

for examples, Mokken's Nonparametric Graded 

Response Model [3] and Takano et al 

Mathematical Optimization Models [4],  always 

must satisfy the local independence condition 

among items, those models can only be used for 

all items which are independent. but the real data 

always are not independent. For overcoming this 

drawback, kernel smooth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based on kernel smoothing regression 

was first proposed by Ramsay in 1991 [5]. 

However, it is not good enough that uses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as its weighting 

function for estimating  the latent abilities of 

examinees, some of its estimated abilities of 

different examinees have the same value, which 

can be not discriminated,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mproved method by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weighting with a 

more sensitive one,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6]-[8]. In this paper,  a different weighting 

function, the difficulty of each item, is added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first author, in other words, 

not only the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weighting 

but also the difficulty weighting of any item are 

simultaneously considered, the new algorithm 

with two dimensional weighting  will be better 

than others with one dimensional weighting. 

 . 

2.  LOCAL INDEPENDENCE  OF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 way, not only PIRT but also 

some NIRT except  kernel smoothing NIRT, 

For convenient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IRT 

by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the 

assumption of local independence must be 

needed, it means that the item responses are 

conditional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give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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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latent ability. In other words, suppose 

that N examinees have latent abilities 

 , s 1,2,...,Ns  which  taken a test with n 

dichotomous items  i, i=1,2,...,n  

   ; 1,2,..., , 1,2,..., 0,1
N n

siU u s N i n


           (1) 

where 1siu  if examinee s gave a correct 

answer to item i , and 0siu   otherwise. 

   1|si s i sP u P   is the probability of 

examinee s with latent ability s answers item 

i correctly, then based on the local independence 

of items, we have 

   

     

1 2

1

1 1

| , ,..., |

| 1
si si

s s s sn s

n n
u u

si s i s i s

i i

P U P u u u

P u P P

 

  


 



         
  (2) 

and then we can obtain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d values  of examinees' ability parameter 

and item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values. 

However, the real data always are not item- 

independent. 

3. KERNEL SMOOTHING IRT 

Ramsay(1991) [5] proposed his NIRT based on 

kernel smoothing of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model without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it does not need the condition of 

item-independence. The algorithm is described 

briefly as follows; 

3.1. Rank:  

 Estimate the rank sr  of the s-th examinee by the 

values sT  of some statistic T. 

       
1

,   s 1,2,...,N
n

s i is

i

T W x


                       (3) 

where 
(75) (25)logit( ) logit( )i i iW P P  ,      (4) 

isx  is a binary item indicator of examinee s for 

of item i.
(75)

iP  and 
(25)

iP  are the proportions of 

examinee falling in the upper and lower 25% of 

the total score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who 

answer item i right, i＝1,2,…,n. 

3.2. Enumerate:  

Replace the rank sr  by the quantiles sq  of some  

distribution, ex. Normal (0,1) or Beta (2.5, 2.5).  

For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r  and sq  is 

     

21
exp( ) ( )

22

sq

s s

t
dt P R r


          (5) 

3.3. Smooth:  

For the i-th item, estimate 
iP , the proportions of  

examinee who answer item i right, by smoot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nary item  

indicator
isx  of length N and ability 1q ,…, Nq .  

Since 
iP  needs to be in [0,1], the weight  

proposed by Nadaraya (1964)  [9] and Watson  

(1964) [10] was used. 

1

1

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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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is N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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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x

h
P w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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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 )

where  ( ) ,

( )

  ( )  is a kerne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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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q

k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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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this paper, Gaussian 

kernel   2exp( / 2)k u u   is used and set the 

bandwidth h is set as

1

51.1N


. 

 

4.  LIU'S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 

The weighting function to estimate  the latent 

abilities of examinees for Ramsay's kernel 

smoothing NIRT is a kind of double-logistic 

transformation for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the 

first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which can be 

improved by replacing with the more sensitive 

one, i.e. the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then, 

the Liu's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NIRT was 

proposed in 2000 [6]. 

4.1. Disadvantages of Ramsay's weighting 

function for estimating  the abilities 

Liu (2000) pointed out that Ramsay's 

weighting function for estim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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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ies has five disadvantages as follows 

[6]-[8];  

Thre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75) (25) , 1,2,...,i i iD P P i n             (8) 

1) the number of examinees must be a multiple 

of 4, 

2) Does not consider the different response 

patterns of examinees' ability which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25% of the total score 

distribution, 

3) Does not consider the different response 

patterns of examinees' ability which falling in the 

upper and lower 25% of the total score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Two disadvantages of the double logistic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75) (25)

(75) (25)

(75) (25)
ln ln

1 1

i i
i i i

i i

P P
W logit P logit P

P P
   

 
       (9) 

1) it is meaningless, if  (75) (75), 0,1i iP P  , 

2) it is not a order-preserving 

transformation, for example; 
(75) (25)

(75) (25)

0.9 0.6 0.3

0.7 0.3 0.4

i i i

j j j

D P P

D P P

    

     
   (10) 

but 
(75) (75)

(75) (75)

log 6

49
log

9

i i i

j j j

W logit P logit P

W logit P logit P

  

   

      (11) 

4.2. Liu's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 

For overcoming above-mentioned disadvantages 

of  Ramsay's  weighting function for estimating  

the abilities,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paper 

proposed his Liu's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6] by replacing it with a more sensitive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as follows; 

Let i be simple correlation of  Tu and iu  

where  
1

1 1

, ,

N
n

N

T si i si s
i s

u u u u


 

 
  
 
         (12) 

            
   

1
0,1

2

L i
iW


                        (13) 

   
   

1

,   s 1,2,...,N
n

L L

s i is

i

T W x


              (14) 

In which of Liu's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 the weighted total score, sT  of Ramsay's 

Kernel Smoothing IRT is replaced with Liu's 

weighted total score,
 L

sT , the rest of  all are the 

same as which of  Ramsay's Kernel Smoothing 

IRT. 

Remark : Liu's weighted total score,
 L

sT , is 

more useful and sensitive than Ramsay's 

weighted total score , sT , since the former has no 

drawbacks as the latter. 

5. IMPROVED NIRT BASED ON LIU'S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ALGORITHM 

Both of Liu's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 

and Ramsay's kernel smoothing IRT are based on 

a one dimension weighting algorithm with 

different item discriminations, in this paper, a 

further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 based on 

a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algorithm with item 

difficulty and discrimination is proposed by the 

first author, The  new algorithm is described 

briefly as follows; 

5.1. Selecting an improved weighing 

function  to estimate the examinee abilities 

 
Ramsay (1991) [5] and Liu (2000) [6] chose 

the traditional item discrimination and item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as the weighing 

function for estimating  the examinee abilities 

respectively,  since the higher discrimination item 

can recognize the higher ability examinee, on 

other hand,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 more difficult item can be correctly 

answered by a higher ability examinee, in other 

words, a more difficult item can detect a higher 

ability examinee, therefore, the item difficulty 

can also be used as a weighing function for 

estimating  the examinee abilities. In this paper 

not only the item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but 

also the item difficulty is chosen to be the 

weighing function for estimating  the examinee 

abilities as follows;   

5.2. Improved NIRT Based on Liu's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algorithm 

       Let , 1,2,...,iP i n be the proportions of  

examinee who answer item i right, then  1 iP  

is the difficulty of item i , and the Liu's two  

dimension weighted total score of examine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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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

sT is defined below; 

     2

1

1 ,   s 1,2,...,N
n

L L

s i is i

i

T W x P


         (15) 

 2L

sT is more sensitive than 
 L

sT , since 

 1 , 1,2,...,is ix P i n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 1,2,...,isx i n ,  

In which of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 

based on Liu's two dimensional weighting 

algorithm, the weighted total score, 
 L

sT  of Liu's 

Improved Kernel Smoothing IRT is replaced with 

Liu's weighted total score, 
 2L

sT , the rest of  all 

are the same as which of  Ramsay's Kernel 

Smoothing IRT. 

 

6.  EXPERIMENT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spectral number analysis 

of 200 examinees answering 10 items with 3000 

simulated samples,  the following three kinds of 

weighted function, Ramsay's weighting function 

(Ramsay algorithm), Liu's correlation weighting 

function (Liu -1 algorithm) and Liu's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function (Liu -2 algorithm) 

are listed below; 

Table 1. comparisons spectral number of three 

Weighting algorithms 

Weighting 

algorithm 

Total spectral 

number 

mean spectral 

number 

Ramsay  506712 168.90 

Liu -1 543952 181.32 

Liu-2 563984 187.96 

 

Table 1 shows that the Liu's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function has the best performance, 

both of Liu's algorithms are better than 

Ramsay's weighting function. 

7.  CONCLUSION 

All of PIRT and some of NIRT based 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ust satisfy the 

item  independence condition, it can be not used 

for some items those are dependent, for 

overcoming this drawback, kernel smoothing IRT 

was proposed. However, its weighting function to 

estimate examinees abilities is not good enough,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mproved method by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weighting with a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one. In this paper, two dimension 

weighting function including not only the 

correlation discrimination weighting but also the 

difficulty weighting of any item is considered, 

the new algorithm is more sensitive and useful  

than others with one dimensional weigh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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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ed of self-learning education 

is quite high recently. Peoples find how to do 

self-learning with the easiest way. That is one 

reason for us to research more about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and try to make a 

system that can help us for self-learning 

education. This System is made into self-

learning education using the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algorithm to make a 

question that can form a question along with 

answers that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self-

learning understanding. Natural Question-

Guided Search is an algorithm used to make a 

question from a narrative sentence. 

This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utilizes 

a Dependency Parser to process a sentence. 

Dependency Parser is a syntactical analysis 

process of a sentence which assume that a 

word is dependent on other words (head). This 

relation shows grammatical function between 

words which cannot be shown by 

constituency-based parser that can only 

identify phrase. By knowing grammatical 

function between those words, it will ease the 

creation of a question. 

A test is done to determine the accurac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algorithm with applying it to the school 

reading text book to create a question. 

 
Keyword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dependency 

parser, constituency parser, bahasa Indonesia 

1. INTRODUCTION 

Nowadays, the knowledge obtained from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really important. In addition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can be 

improved by doing an exercise question of the 

text. It will be able to increase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text. But, 

many narrative text that does not include an 

exercise questions that are useful to test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With the technology that we know is 

increasing everyday, it is needed a system that 

can make such a question directly from an 

existing narrative texts, so that the reader will get 

a question and can answer any questions after 

reading the narrative text in order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With that way, the reader can study or 

learn a text easily by themselves.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algorithm is 

require to generate a question. Natural Question-

Guided Search is an algorithm developed by 

Alexander Kotov and ChengXiangZai by using 

Dependency Parsing to process a sentence and 

generate a tree as the output. This output is 

Dependency Tree which further will be processed 

by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algorithm to 

generate a question. Those questions can be use 

for self-learning education that can help reader to 

study or learn a text by themselves. 

2. FUNDAMENTAL 

2.1. Indonesian Language Pattern 

The same with English, Indonesian Language 

Pattern also consist of phrase, clause and 

sentence.  

Clause is consist of two or more words that 

make up a construction containing elements of 

the predicative,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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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ase is consist of two words or a more words 

that forms a constituent and by which it functions 

as a single unit in the syntax of a sentence. 

Sentence is a group of words that are put 

together to mean something which expresses a 

complete thought. It does this by following the 

grammatical rules of syntax. There are four type 

of Sentence: Simple Sentence, Compound 

Sentence, Complex Sentence and Complex-

Compound Sentence. But on this research, it is 

focus only on Simple Sentence. 

2.2.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that is a 

part of 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Linguistics which deals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computer so that 

the computer has the ability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natural human language. 

There are four NLP that used for this research : 

Part-of-Speech Tagging (POS Tagging),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Constituency Parsing dan 

Dependency Parsing. 

2.2.1.  Part-Of-Speech Tagging 

Part-of-Speech Tagging (POS Tagging) is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the words according to 

the grammar for each of the words in the 

sentences of natural language. POS Tagging is 

also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of the word  from 

syntactic or morphology of a sentence. 

This research use Indonesian Language POS 

Tagging (iPOSTagger) that made by Alfan 

Farizki Wicaksono and Ayu Purwarianti. 

iPOSTagger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research, 

especially in classified and tagging the words on 

a sentence. 

2.2.2.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 is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information extraction to detect 

and classify the named-entity in a text. NER is 

generally used to detect people's names, place 

names and organization of a document. 

This research use LingPipe NER for English. 

LingPipe is only used for detect people’s names 

in this reasearch, so that LingPipe NER can be 

use. While for detect the other names will be use 

some addition rules for categorizing. 

2.2.3.  Constituency Parsing 

Constituency Parsing or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 is a parser used in NLP to parse a 

sentence. The function of this parser is as 

decomposers sentence to make a Constituency 

Tree or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 Tree (Tree 

Grammar Pattern). Constituency Parser using the 

grammar rules to generate Constituency Tree of a 

sentence so that it becomes a model of grammar 

patterns. 

But Constituency Parsing is not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This research use Constituency 

Parsing by  Stanford Parser to generate a 

Constituency Tree. Stanford Parser is an English 

parser. Since Indonesian Language has the 

similarities with English in terms of sentence 

structure, the Stanford Parser can be used. 

2.2.4.  Dependency Parsing 

Dependency Parsing is a parser which 

generates a grammar that describes the 

dependence between the components which one 

is the head and the other is dependent. Head also 

called modifier as a determinant for the partner. 

Dependency Parsing will be done using the 

method of mapping from Constituent Structure to 

Dependencies Structure, because the input to this 

parser is a constituent-based sentence that is 

output from last process. 

2.3.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is an 

algorithm that can transform a narrative text into 

a question. The first idea of development this 

algorithm is by Alexander Kotov and 

Chengxiang Zhai actually is due to the usu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due to the need of an 

answer for a question.  Questions that written 

with good grammar patterns will yield a better 

and faster result. In general, it is conceivable that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algorithm is 

very useful to for search an information by 

generate a good question. 

But in this research,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algorithm not use to generate a question 

that use to search an information to get a better 

and faster result, but this algorithm is only use to 

generate a question with the answer, so it can be 

use for self-learning study. 

There are two early stage should be done 

before running this algorithm, Pre-processing 

stage, and the second is Dependency Parsing. 

Furthermore, Dependency Tree (output from 

Dependency Parsing) will be processed by 

Question-Guided Natural Search algorithm.  

The complete Question Forming Process 

Diagram can be seen on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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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Question Form Phase Processing Diagram 

3. QUESTION FORM PROCESSING 

The process of Question Form Processing is 

processed through two main stages, Analysis 

Solution Dependency Parsing and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The first stage of Question Form Processing is 

Analysis Solution Dependency Parsing. On this 

stage the system will be mapping a Constituent 

Tree Structure into Dependency Tree Structure. 

This stage can be described in a process diagram 

as illustrated in Fig. 2. 

 

 

Fig. 2  Analysis Solution Dependency Parsing 

Process Diagram 

Can be seen in Fig. 2, the input process is an 

Indonesian Language which will be processed by 

the Pre-processing Module. The results of that 

module is a Constituency Tree which will be 

processed by the Dependency Parsing Module. 

The result of this system is the Dependency Tree. 

The first process Analysis Solution 

Dependency Parsing is Pre-processing that 

consisting of POS Tagging and Parsing 

Constituency. 

 

  

Fig. 3 Example Input and Output POS Tagging 

Furthermore, the output of POS Tagging will 

be processed using Constituency Parsing to 

produce Constituency Tree. 

 

  

Fig. 4 Example Input and Output Constituency 

Parsing 

The next process is Dependency Parsing 

module that mapping the Constituent Structure. 

There are two phase to process and mapping it 

into Dependency Tree: 

1. Dependency Extraction 

This phase requires a Head Rule for each 

phrase structure. This module uses Head Rule of 

Collin Head Rule which can be implemented 

using the following algorithm: 

 
FOR EACH cfg IN cfg_list 

  IF NOT pos(cfg.lhs) THEN 

head  get_head_pos(cfg.lhs) 

FOR EACH node IN cfg.rhs 

  IF node <> head THEN 

    IF NOT pos(node) THEN 

      dependent  get_head_pos 

                  (node) 

   ELSE 

     dependent  node 

   add_relation(head,dependent) 

 

2. Dependency Typing 

This phase requires a Dependencies Label. 

This module uses the label of Stanford 

dependencies that have been adapted to 

Indonesian Language. 

 

The result of this process is in the form of a 

Dependency tree is Dependency Tree with a label 

that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Input: 
Di/IN Indonesia/NNP terdapat/VBT 

sekitar/CDI 665/CDP bahasa/NN daerah./.  

 
Output: 
(ROOT 

  (S 

    (NP (NNP Di) (NNP Indonesia)) 

    (VP (VBP terdapat) 

      (NP 

        (QP (CD sekitar) (CD 665)) 

        (NN bahasa) (NN daerah))) 

    (. .))) 

Input: 
Di Indonesia terdapat sekitar 665 

bahasa daerah. 

 
Output: 
Di/IN Indonesia/NNP terdapat/VBT 

sekitar/CDI 665/CDP bahasa/NN dae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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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Dependency Tree 

The second stage of Question Form Processing 

is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that will 

generate a question and the answer. 

On this stage the system will do some process 

such as Answer Searching, Define Question Type, 

and the last is Question Forming. This stage can 

be described in a process diagram as illustrated in 

Fig. 6. 

 

  

Fig. 6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Process Diagram 

Can be seen in Fig. 5, the input process 

Question-Guided Natural Search is a Dependency 

Tree that is output of the previous stage, Analysis 

Solution Dependency Parsing. 

Natural Question-Guided Search process can 

be implemented using the following algorithm: 

 
[Answer Search] 

  FOR EACH child IN root_left_child / 

                    root_right_child 

answer  get_deepest_child() 

 

[Define Question Type] 

  question_mark  get_question_mark 

                  (answer) 

 

[Question Forming] 

  FOR EACH word IN sentence 

    IF word <> answer THEN 

      question  question_mark + word + 

                 “?” 

 

The first process is the process to finding 

answers by tracing each of the left and right child 

of the root in the Dependency Tree that obtained 

from the previous stage. The process will be done 

after the system got the deepest node of both side. 

The results of the Answer Searching Process can 

be seen in Table 1. 
 

TABLE 1 

ANSWER SEARCH RESULT 

L/R Deepest Node Head Answer 

Left Di Indonesia Di 

Indonesia 

Right sekitar 665 Sekitar 665 

 

The second process is to define the Question 

Type. The system will categorize each answer 

that obtained from the first process to get the 

question type. This categorization process is done 

by using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that using 

some addition rules to recognize the word 

category of each answer and get the question type. 

The results of the Define Question Type can be 

seen in Table 2. 
 

TABLE 2 

DEFINE QUESTION TYPE RESULT 

L/R Answer Category Question Type 

Left Di 

Indonesia 

Places Dimana 

Right sekitar 

665 

Numeric Berapa 

 

The next process is the process of sentence 

completion questions. This process is done by 

forming the sentence asked by comparing all the 

words in a sentence that is not the answer 

obtained. Results of a sentence completion 

question can be seen in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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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QUESTION FORMING RESULT 

Question Answer 

Dimana terdapat sekitar 665 bahasa 

daerah? 

Di Indonesia 

Berapa di Indonesia terdapat bahasa 

daerah? 

sekitar 665 

 

From those process will obtained two question 

resulting from the left side and the right side of 

the answers. Each question always have an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4.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obtained some conclusions that 

will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1. Constituency Tree can be mapped to be 

Dependency Tree using Constituency 

Parser, Dependency Label and Head Rule. 

2. Question Type error due to the lack of 

rules at the process of categorizing the 

answer that obtained on Define Question 

Type process.  

3. Dependency Parsing using mapping 

method relies heavily on the Constituency 

Tree that generated from Constituency 

Parser with the input from POS Tagger. 

4. Dependency Parser error using mapping 

method from phrase structure to 

dependency structure occurs in two phase: 

Constituency Parser and CFG. Error on the 

Constituency Parser phase is because the 

parser using a parser for English by giving 

a sentence that have been tagged with 

Indonesian Language structure as an input. 

Error on the CFG phase is because the 

CFG is a Constituency Tree generated 

from the Constituency Par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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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於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 以臺中市為例

摘要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臺中市國民小學教
師，在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對於其工作滿意度
的關係，據以提供教師有效提升與改善工作效
率之參考。首先採取問卷調查法進行抽樣，抽
樣範圍以「臺中市」之現職國小教師 309 人為
對象，回收有效問卷共 297 份。「國民小學教
師工作滿意度調查問卷」中包含八項個人背景
變項設定為屬性，以及三個工作滿意度感受程
度設定為類別，運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決策樹
演算法軟體 See5 做為資料分析工具，深入瞭
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工作滿
意度之差異情形。使用決策樹進行資料探勘
後，得到 13 條和教育政策滿意度相關之規
則，發現若擔任職務為級任或科任的教師，或
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服務年資 20 年
以下、最高學歷碩士以上，偏向於低滿意族
群，另一方面若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則偏向於為高滿意度族
群。
關鍵詞：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教育政策、
資料探勘、決策樹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o have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in
Taichung C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effectively
upgrade and improve their job efficiency. At first,
this work adopts questionnaire study for 309
sampling teachers who are currently serving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chung City. There are
297 valid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The
questionnaire job satisfac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cludes person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scale. The
important person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has
eight attributes and the job satisfaction has three
classes. The decision tree in the data mining

techniqu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fter applying
the See5 software, we obtained 13 relevant rules
concerning the education policy. We found that
if a teacher who is a tutor or a subject teacher, or
if a teacher who is an administrative staff,
serviced less than 20 year, and with or above
master's degree, the satisfac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tends to low. On the other hand, if a
teacher who is an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serviced more than 21 years, the satisfac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tends to high.
Key words：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education policy, data mining,
decision tree

1.前言

教師是學校教育的主要推動者，在傳統觀
念裡，一向被視為身負傳道、授業、解惑的重
責大任，舉凡教材教法的運用、學生潛能的發
展、健全人格的培育、課程的設計、行政措施
的執行、教育目標的達成皆有賴於教師的努力
與配合，因此，教師對於教育工作的成敗具有
關鍵性的影響[1]。目前的教育環境大不如以
往，除了要因應學生的個別化需求，舉凡適才
教育、學校因少子化而面臨減班、家長的各項
要求，甚至為符合台灣現今升學主義的潮流，
這些都造成教師們對於目前教育工作的滿意
度降低，進而造成缺乏工作效率、出現職業倦
怠、甚至許多教師開始質疑自己的能力 [2]。

由於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益，資料儲存及
運用也越發達，各種高階精進的演算推理方法
也不斷的被研發出來，如資料探勘就是在這樣
的背景中被發展出來。目前資料探勘已被廣泛
的應用，藉此幫助諸多決策的訂定和執行。國
內有關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為數頗
多，但是應用決策樹探討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之
工作滿意度較少，因此，研究者希望利用決策
樹深入瞭解國民小學教師之工作滿意度，並瞭
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的工作滿意

洪士程 許方玫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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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異情形，使國小教師之工作滿意度能獲得
有效之調整，並增進教師工作效能。

本篇論文共分為五節，在第一節說明國民
小學教師之工作滿意度與本篇論文的目的，在
第二節進行文獻探討，第三節提出研究設計
與方法，第四節為研究結果與分析。最後，
在第五節做出結論。

2.文獻探討

2.1 教師工作滿意度

楊益民指出工作滿意度是工作者對於其
工作中各項影響因素所產生的一種主觀性的
感覺 [3]。吳秀卿在研究中對「工作滿意度」
的定義，係指教師對其工作，所持有的看法，
是一種主觀情感反應的程度，此程度若具有正
向積極情意傾向時，滿意度較高；反之，若為
負向消極情意傾向時，滿意度較低，所以，當
受試教師在「教師工作滿意度問卷」中得分愈
高，即代表教師工作滿意程度愈高；得分愈
低，則工作滿意程度相對愈低 [4]。教師工作
滿意度將會對學生學習態度及學習效果面產
生莫大的影響。

2.2 教師工作滿意度的因素

Perrachione, B., Petersen,G., & Rosser, V. (
2008) 在研究中說明，影響教師最大的工作滿
意度可以區分為內在滿意度及外在滿意度。
「內在滿意度」包含：與學生工作、工作滿足
感、個人工作效能。「外在滿意度」則指：優
秀的學生、同儕支持、正向的教學環境、小班
級。而影響教師的不滿意度僅有「外在滿意
度」：過量的角色負荷、薪資少、家長支持度、
學生行為和大班級[5]。

茲將國內研究者對教師工作滿意度因素
的研究結論，整理如下：
1. 工作本身、薪資福利、工作環境、主管領

導、人際關係、升遷考核、社會地位。
2. 工作本身、人際關係、工作報酬、學校環

境、行政領導（含學校行政與校長領導）、
進修研習。

3. 工作本身、工作報酬、學校環境、學校行
政與校長領導、人際關係。

4. 工作本身、薪資福利、工作環境、學校行
政與校長領導、人際關係、社會地位。

5. 工作本身、薪資酬勞、工作環境、行政領

導、人際氣氛、課程與教學。
6. 工作本身、工作報酬、學校環境、行政領

導（含學校行政與校長領導）、教育相關政
策。

7. 主管領導、工作環境、工作本身、薪資福
利、人際關係[6]。
綜合上述教師工作滿意度因素的研究，可

知教師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大致涵蓋以下幾個
面向：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領導、薪資
福利等。再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
研究選取「工作本身」 、「人際關係」、「工作
（教學）環境」、「主管(行政)領導」、「教育相
關政策」、「薪資福利」等六個層面，探討國小
教師工作上之感受情形，亦盼透過研究結果，
提出適當建議，作為國小教師及教育行政單位
之參考。

2.3 決策樹
決策樹(decision tree)[7]是最常用來表達

分類的結果，其結構是由種不同條件、階段下
形成節點與節點間的分支所組成，建立樹狀結
構階段有 2 個步驟：
步驟 1：建立樹狀結構，開始時所有的訓練樣
本都在根節點，依據選取的屬性，重複地將樣
本分隔開來。
步驟 2：修剪樹狀結構，辨識並且移除導致雜
訊或特例的分支。決策樹主要用途是用來分類
未知的樣本，靠著決策樹測試樣本的屬性值，
後續將會說明本研究用的方法，分別為 CART
、C4.5 決策樹演算法。

2.4 CART 演算法
分 類 與 回 歸 樹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CART)[8]演算法是建構決策
樹時最常用的演算法之一，分類回歸樹指的是
一個樹狀結構，樹的中間節點代表測試的條
件，樹的分支代表條件測試的結果，而樹的葉
節點則代表分類後所得到的分類標記，也就是
表示分類的結果，該演算法能處理連續與離散
型態的資料。

決策樹生成主要是依據屬性選擇指標，從
現有尚未被挑選過的屬性或欄位中，選出可以
讓分類效果最好的屬性作為樹的內部節點，也
就是根節點、中間節點。接下來將內部節點鐘
所有不同的資料，產生出相對應的分支，再來
針對每一個新產生出來的分支，將訓練資料重
新排列後，以進行下一個內部節點的產生，重
複以上的過程，直到滿足終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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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4.5 演算法
C4.5 是機器學習演算法中的一種分類決

策樹演算法[9]，其核心演算法是 ID3 演算法，
C4.5 改善了 ID3 演算法的缺點，增加對連續
屬性的處理和請向選擇擁有許多不同數值但
不具意義的屬性之處理。提升決策樹的預測準
確度，主要作法是先建立一顆完整的樹，然後
再按照錯誤預估率來修剪決策樹，這樣的做法
可以避免在 ID3 演算法中造成的 Over-fitting
的問題。在 C4.5 演算法利用屬性的資訊增益
(Gain Ratio)克服問題，而求算某屬性 A 的資
訊增益，除資訊獲利外，還需要計算該屬性的
分割資訊值(Split Information)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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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樹學習的過程可能遭遇模型過度適
配(Over fitting)的問題，原因是模型對於範例
的過度訓練，導致模型記住的不適訓練資料的
一般特性，反而是訓練資料的局部特性。對測
試樣本的分類將會變得不精確，其中導致過度
適配的原因有：一種可能原因是訓練範例含有
雜訊和離異值以及當訓練資料沒有雜訊時，過
度適配也有可能發生，特別是當訓練範例的數
量太少，使的某一些屬性恰巧可以很好地分割
目前的訓練範例，但卻與實際的狀況並無太多
關係。

3.研究設計與方法

3.1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教師工作滿意度
為何。首先藉由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與本
研究有關教師工作滿意度的理論與研究，藉以
形成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及建立實徵研究架構
之依據。然後對研究對象採取問卷調查方式蒐
集資料，根據問卷蒐集之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
分析，再利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決策樹進行分
析、預測，經過實證分析，建構國小教師工作
滿意度最佳分類模型，最後依分析結果進行討
論並提供建議使國小教師之工作滿意度能獲
得有效之提升。

表1 三種演算法的比較

演算法 CHAID CART C4.5
年代 1980 1984 1993

提倡者 Kass Breiman Quinlian
特點 以卡方檢

定作為節
點的選擇

產生分類
樹或回歸

樹

以獲利比
作為切割
屬性方法

相關
類別

統計學 統計學 人工智慧

資料
屬性

類別型 類別型、
連續型

類別型、
連續型

節點
分支

可有
多個分支

均為
二元分支

可有
多分支

修剪
方式

Prepruning Postprunin
g

Postprunin
g

分割
規則

卡方檢定 Gini index Information
Gain

修剪
規則

不修剪 整體
錯誤率

預估
錯誤率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分層標準即為學校規模大小，以
臺中市學校數的學校規模的大小，「24 班以下
的學校」、「25~50 班的學校」及「51 班以上的
學校」的學校為研究樣本。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編
制問卷「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問
卷的內容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為「個人基本
資料」，內容分為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婚
姻狀況、子女人數、最高學歷、擔任職務、學
校規模；第二部分為「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意
度量表」，內容分為：教師對於其工作本身之
感受；教師與同事及學生相處情況；教師知覺
教學環境及社區文化；教師對行政支援教學之
需求；現行教育政策的推動；薪資福利之符合
現況六面向，全量表共25題，計分採用李克特
(Likert Type)式點量表，選擇國內最常用的五
點量表做為衡量的依據，由「非常同意」到「極
不同意」的五個連續選項，計分方式是由5分
逐漸降至1分，由教師按照自我覺知工作滿意
度之程度予以勾選，受試者在分量表的得分愈
高，表示教師工作滿意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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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人背景變項統計表

變項
名稱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變項
名稱

組別 人
數

百分比

1：男 80 26.94％ 1：0 個 69 23.23％性別
2：女 217 73.06％ 2：1 個 42 14.14％
1：30 歲以下 11 3.70％ 3：2 個 154 51.86％
2：31~40 歲 93 31.31％

子女
人數

4：3 個以上 32 10.77％
3：41~50 歲 152 51.19％ 1：師專 3 1.01％

年齡

4：50 歲以上 41 13.80％ 2：大學 159 53.54％
1：5 年以下 10 3.37％ 3：碩士 135 45.45％
2：6 至 10 年 26 8.75％

最高
學歷

4：博士 0 0％
3：11 至 20 年 149 50.17％ 1：教師兼行政 86 28.96％

服務
年資

4：21 年以上 112 37.71％ 2：級任導師 172 57.91％
1：已婚 244 82.15％

擔任
職務

3：專職科任 39 13.13％
2：未婚 53 17.85％ 24 班以下 94 31.65％

25 至 50 班 101 34.01％

婚姻
狀況 學校

規模
51 班以上 102 34.34％

3.4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前置處理後之問卷資料進
行敘述性統計及決策樹探勘，說明如下：
1. 敘述性統計：運用此方法可進行次數分配
及百分比分析，進而以統計有效樣本的各項個
人背景統計變數在各層面的分佈狀況，瞭解整
體資料之離散及分配情形。
2. 決策樹探勘：本研究應用決策樹萃取國小
教師工作滿意度與教師背景變項間的規則，以
問卷各題項與量表總得分經轉換後作為項目
集的各項目（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婚姻狀
況、子女人數、最高學歷、擔任職務、學校規
模、滿意度指數）。而本研究將教師工作滿意
度區分為高度滿意度、中度滿意度、低度滿意
度等三類，所謂高、中、低滿意度，是把受試
者在「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的「總
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為標準，「總
得分」大於「平均數」加上一個「標準差」的
訂為高度滿意度；「總得分」介於「平均數」
加減一個「標準差」的訂為中度滿意度；「總
得分」小於「平均數」減去一個「標準差」以
下者訂為低度滿意度。

因決策樹探勘主要演算法的運作是利用
簡單漸進的組合方式來探勘交易資料庫中的
規則，由於本研究所欲探勘的教師工作滿意度
資料庫筆數不大，且資料內容皆已進行分類，
有效降低資料量，所以採用 C4.5 演算法做為
探勘的主要方法並萃取分類規則。資料探勘軟

體則使用 See5[10]作為資料的探勘工具。

4.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於 103 年 10 月進行問卷調查，總
共發放 309 份問卷，共回收 304 份問卷（回收
率 98.38%），後經過剔除填寫不完整等無效問
卷後，總計有效問卷為 297 份（回收有效率
96.12%），並將此 297 份有效問卷作為後續分
析之基礎。本研究之受試者在「教師工作壓力」
問卷總得分，經統計後得知平均數為 82.93，
標準差為 12.63。再將其區分為高度滿意度、
中度滿意度、低度滿意度等三類。表 2 為個
人背景變項統計表，表 3 為工作滿意度分組
統計表。

表 3 工作壓力分組統計表
變項名稱 組別 人

數
百分比

1：低度滿意度 42 14.14％
2：中度滿意度 210 70.71％

工作滿意
度

3：高度滿意度 45 15.15％

本教師工作滿意度研究量表共 25 題，量
表總得分最高為 125 分，最低為 43 分。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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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平均值為 82.93，標準差為 12.63，得分程度
屬於中間，顯示臺中市的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工
作滿意度之感受程度為中等。對於工作滿意度
的感受程度，中度滿意度者樣本數大約佔全體
樣本數的 7/10，而低度滿意度者樣本數和高度
滿意度者樣本數相當。

4.2 決策樹探勘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決策樹演算法軟體See5做為資
料分類工具，將原先收集彙整並過濾後的資料
進行分析，共297筆。最後將數據分析資料作
為訓練資料庫，進行預測分析以建立樹狀結
構，其後根據節點分析與準確度分析，經萃取
後最後產生規則。原始See 5決策樹訓練測試
輸出的規則分成教育政策低滿意、中滿意、高
滿意，分別說明如下。
(一) 教育政策低滿意規則
Rule 1：擔任職務為級任或科任, 服務年資 11

年以上。
Rule 2：擔任職務為級任或科任, 服務年資 10

年以下, 最高學歷大學以下, 子女人
數 1 個以下。

Rule 5：擔任職務為級任或科任, 服務年資 10
年以下, 最高學歷碩士以上, 子女人
數 2 個以上。

Rule 6：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
資 20 年以下, 最高學歷大學以下。

Rule 7：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
資 20 年以下, 最高學歷碩士以上, 子
女人數 0 個。

Rule 10：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
資 21 年以上, 子女人數 3 個以上, 學
校規模 51 班以上。

Rule 11：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服務年資
21年以上, 子女人數2個以下, 最高學
歷碩士以上。

(二) 教育政策中滿意規則
Rule 3：擔任職務為級任或科任, 服務年資 10

年以下, 最高學歷大學以下, 子女人
數 2 個以上。

Rule 4：擔任職務為級任或科任, 服務年資 10
年以下, 最高學歷碩士以上, 子女人
數 1 個以下。

Rule 8：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
資 20年以下, 最高學歷碩士以上, 子
女人數 1 個以上。

Rule 12：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
資 21 年以上, 子女人數 2 個以下, 最

高學歷大學以下,男性。
(三) 教育政策高滿意規則
Rule 9：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

資 21 年以上, 子女人數 3個以上, 學
校規模 50 班以下。

Rule 13：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
資 21 年以上, 子女人數 2個以下, 最
高學歷大學以下,女性。

訓練資料錯誤率結果分析，訓練資料共 297
筆，錯誤有 31 筆，錯誤率為 10.4%，詳細分
析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訓練資料錯誤率結果分析
低滿意 中滿意 高滿意

167 10 2 低滿意
13 78 0 中滿意
1 5 21 高滿意`

4.3 研究討論

以下針對可靠性>0.9 共有七條規則進行
討論，Rule 1、Rule 7、Rule 9、Rule 10、Rule
11、Rule 12、Rule 13。

在教育政策低滿意規則方面，Rule 1：若
擔任職務為級任或科任, 服務年資 11 年以
上。探討其原因，可能是此一族群的級任或科
任教師是學校教學的中堅分子，因已有 11 年
以上的年資，但又要配合教育政策的推動及宣
導，對學校多了一份重責大任，相形之下，滿
意度就較低。Rule 7：若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
政人員, 服務年資 20 年以下, 最高學歷碩士
以上, 子女人數 0 個。探討其原因，可能是此
一族群的教師，年齡已接近中年，再加上高學
歷，教育水平也較高，但尚無子女，除了要有
效推行學校諸多教育政策，又有家庭因素的壓
力，因此滿意度也較低。Rule 10：若擔任職務
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 子
女人數 3 個以上, 學校規模 51 班以上。探討
其原因，可能是此一族群的教師，雖有豐富的
行政教學年資，子女成群，但學校規模太大，
當推動校務評鑑時，班級數眾多，學校老師編
制也多，在行政的傳達上，易造成溝通與傳達
上的不完整，故滿意度降低。Rule 11：若擔任
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
子女人數 2 個以下, 最高學歷碩士以上。探討
其原因，可能是此一族群的教師，雖有豐富的
行政教學年資，及子女在身邊，但是高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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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推動教師專業評鑑等的標準較高，期望
值也較高，滿意度相對的下降。

在教育政策中滿意規則方面，Rule 12：
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資 21 年
以上, 子女人數 2 個以下, 最高學歷大學以下,
男性。探討其原因，可能是此一族群的教師已
步入中年階段，加上年齡較長的男老師，教學
工作報酬也已提高，子女在生活上也多已獨
立，故能利用閒暇之餘，準備校務評鑑的諸多
資料，故較能配合推動教育政策，滿意度也稍
微提高些。

在教育政策高滿意規則方面，Rule 9：若
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資 21 年
以上, 子女人數 3 個以上, 學校規模 50 班以
下。探討其原因，可能是此一族群的教師，行
政教學年資豐富，對多變的教育政策，較能調
適；也能每日迅速處理繁多的公文行政業務，
再者，養育多數子女可以帶來正向情感，帶給
父母親正向的成就感，而學校規模在 50 班以
下，在學校行政上，也較有利於新的教育政策
上下層級的溝通、協調，能有效推動現行的教
育政策，相形之下，就呈現高滿意。Rule 13：
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服務年資 21 年
以上, 子女人數 2 個以下, 最高學歷大學以下,
女性。探討其原因，可能是大學學歷的女教
師，此時家庭圓滿，子女大都已能獨立生活，
再加上 21 年以上成熟的行政教學經驗，就能
更游刃有餘的去適應現況，且女老師較能逆來
順受的接受新政策，也較容易滿足。

5.結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經決策樹探勘分類之
後的分佈情形，顯示教育政策低滿意有七條規
則、教育政策中滿意有四條規則、教育政策高
滿意有二條規則。整體而言，擔任職務為級任
或科任的教師，或擔任職務為教師兼行政人
員、服務年資 20 年以下、最高學歷碩士以上，
偏向於低滿意族群。如欲改善教師個人工作滿
意度，可調整生活型態、改善教育政策、調整
自我心態使其盡量符合決策樹探勘之描述，以
改善工作滿意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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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電子白板提升國小五年級數學學習動機之研
究~以臺中市為例

摘要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
提升國小五年級數學學習動機，以臺中市豐原
區某國小 103 學年度，五年級兩個班級學生為
研究對象。採用準實驗研究法進行比較，有效
樣本共 52 人，實驗組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
行數學教學，對照組為一般傳統教學。教學教
材採用南一出版社並搭配自由軟體相關教
材，挑選五年級上學期的第七單元「平行四邊
形面積」單元，為期二週、每週四節課、每節
課 40 分鐘，共計 320 分鐘的實驗教學。量表
部份採用國小二年級數學領域學生學習動機
量表，評估在實驗前與實驗後兩組學生的前測
與後測的得分，將所得之量表統計資料作獨立
t 檢定分析，發現以下二項結果，(一)實驗組和
對照組在學習動機量表前測上無顯著差異。(二)
經實驗教學後，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學習動機量
表後測，在學習動機上具有顯著差異。亦即表
示接受「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的學生，在學
習動機上的表現優於接受「傳統黑板」教學的
學生。
關鍵詞：互動式電子白板、國小五年級、學習
動機、自由軟體、平行四邊形面積。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n instruction integrated
by the interactive white board (IWB)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on the fifth grader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There are totally 52 students on the fifth
graders of two intact classes from one elementary
school in Fengyuan district of Taichung city. This
work is performed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in
2014. The study utilized the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s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ne class i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se
instruction was integrated by the interactive
white board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The other
is a control group, the instructor teaches
mathematics with traditional didactic instruction.

The learning outcomes on instruction conducted
for two weeks within 320 minutes a week. The
learning material includes the 7th unit
“parallelogram area” from the Nan-I fifth
textbooks and free software. A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and a learning outcomes test in
math studie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independent t-test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data,
the researcher summed up the following two
conclusions. (i)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 controlled
group in pre-test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ii) After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 controlled group in post-test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We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interests have
been enhanced after applying the interactive
white board.
Key words：Interactive white board, fifth grad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learning motivation, free
software, parallelogram area.

1.前言

現今社會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是一個
高度 e 化的知識經濟時代。日常生活中，電腦
e 化設備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知識的取得多元化，許多更跳脫以往紙本
的方式，轉變成「數位學習」。面對這個不斷
變遷、資訊化的時代，在教學的現場中，教師
的教學方式，以及學生的學習方式，也隨之改
變，如何將資訊融入教學，讓教學方式更貼近
學生，成為教學設計的新課題。

從國內外近幾年來愈益重視 e 化教育的投
入，便足以看出資訊與教學已是密不可分的關
係。在國外方面，到 2009 年，英國全國國中
建置電子白板設備的已達 100%，小學則達到
90% ;日本也在 2008 年編列追加預算，預計為
日本全國的公立國中小學校配置電子白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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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電腦等資訊設備[1]。國內方面，教育部在
2006 年補助部分縣市學校建置「e 化教室」，
將資訊相關設備，如電子白板、電腦、單槍投
影機等融入教室教學中。更在 2009 年〈建置
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中編列
71 億建置 e 化專科教室及數位教室，配有電子
白板、電子顯微鏡、電腦模擬鋼琴等設備[2]。
臺中市教育局的〈建構台中市 e 化學習環境示
範點推動計畫〉，提升教師資訊素養，推廣高
互動性 e 化教室，導入互動式電子白板於創新
教學中，希望藉此提升教學與學習效率。

2013 年 11 月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強調九大核心素養項目，其中之一即
為「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強調培養學生具
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3]。

由以上可知，資訊融入教育的數位學習，
已成為時事所趨，所謂的資訊融入教學就是運
用新的數位科技技術及產品融入於教學、教材
與課程中。所以本篇論文就是想利用「電子白
板」此項科技產品、及相關的教學方法、教材
導入於國小五年級數學領域教學活動中，以實
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進行互動式電子白板教
學與一般的傳統教學後，學生的「學習動機」
是否有差異?以及兩組在學習動機上各向度表
現的變化情形為何?

本篇論文共分為五節，在第一節介紹互動
式電子白板，在第二節進行文獻探討，第三節
提出研究設計與方法，第四節為研究結果與分
析。最後，在第五節做出結論與建議。

2.文獻探討

本節主要是針對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演進
與發展加以說明與整理。

2.1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起源和優缺點

2.1.1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起源

互動式電子白板(Interactive White Board,
簡稱 IWB)，可劃分為實體式與虛擬式。本研
究的互動式電子白板指的是實體式互動電子
白板。此電子白板必須連接到另一台電腦，並
透過電腦連接到的投影機，把電腦畫面利用投
影機投射到白板。這塊白板需事先校準定位
過，利用絕對座標的電腦輸入裝置，將這塊白
板變成為一塊大型數位繪圖板。使用者在電子
白板上進行書寫時，他的筆跡便能和電子白板

的書寫點準確地重合，直接呈現在電子白板
上。

電子白板與電腦之間的連線方式可以分為
有線的（如：USB 插線或串流埠）和無線的
（如：藍牙）兩種電子白板[4]。另一種分法則
是電子白板依不同的感觸與追蹤面板動向的
技術來區分，可分為以下六種類別：壓感式、
電磁式、雷射式、紅外線光學式、超聲波式及
視像鏡頭（光學）式。目前壓感式是市占率最
高的電子白板，因為壓感式的電子白板是最早
上市的產品，技術成熟度最高，甚至用手指即
可直接書寫在白板上，無需使用專用筆，亦能
強力抗干擾，所以市占率占全球 52%以上[5]。

2.1.2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優缺點

綜觀實體式電子白板的使用情形，其優點
與缺點有以下幾項:一、優點部分：相對於傳統
單向式投影機，教師可以直接在電子白板上書
寫，減少轉換的時間，讓教學流程更順暢、電
子白板內建的互動模組給教師使用，讓師生互
動更佳、廠商提供的電子書與自由軟體相關課
程內容非常豐富，涵蓋領域廣泛[6];教師可隨時
利用軟體的記錄功能，記錄課堂上臨時或即興
的教學；學生直接在電子白板上操作更貼近紙
筆的書寫，也能立即呈現給全班觀看。同時搭
配互動式投票系統能夠增強一對一互動性，在
學習的過程中可讓教師考察學生的學習情
況，提高學生的參與性，搜集學生的投票表決
資訊，從而創造個性化的學習環境。增加課堂
的趣味[7]。二、缺點部分:互動式電子白板售價
十分昂貴，一套動輒十萬元;與電腦間的連線，
會發生軟體、硬體、軔體的問題，如電腦與電
子白板的傳輸距離無法過遠、電腦太舊跑不
動、觸控感應度不佳;、電流不穩定時容易當
機…;使用空間受限，電子白板體積龐大，有些
和教皺的黑板固定在一起，只能在該空間使
用，無法移動，占用黑板教學空間。而移動式
電子白板會有定位耗時又不準的問題。此外投
影機投影光線太刺眼，影響學生視力[8]。

2.2 互動式電子白板應用於教學與學習興
趣探討

Boyle [9]研究指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
多元化的呈現教材，同時也是管理教材的工
具。陳惠邦 [10]的研究也指出，互動式電子白
板以大面板呈現清楚影像，學生能自然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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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觀察教師操作各種程式的歷程與方式，可
減少師生在教室內移動的干擾，避免浪費重複
說明、書寫的時間。林儀惠[11]和高俊豐 [12]
在有關於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國小數學教學
的相關研究都指出：在國小五年級數學面積單
元教學方面和時間的計算、比例尺與縮圖的教
學上，教師使用 IWB 融入數學教學，學生的
數學成就測驗結果優於教師以傳統教學方式
進行的成就測驗，且大部分的學生對於使用
IWB 融入教學皆能予以正面的肯定，並能提昇
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

2.3 數學教學方法與數學教材之分析

規劃數學課程、教科書呈現的方式及教學
方法皆非常重要。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以學習者
為主體，以知識的完整面為教育的主軸，以終
身學習為教育的目標。學生能力的發展始於流
利的基礎運算和推演、對數學概念的理解，然
後懂得利用推論去解決數學問題，包括理解和
解決日常問題[13]。本篇論文選用南一版數學
第九冊的第七單元平行四邊形和三角形的面
積，學生學這個單元前已具備計算長方形與正
方形面積的先備知識，而此單元是進入複合圖
形面積計算的開端，如能建立良好基礎，較能
銜接未來的課程教材。本單元學生透過圖卡的
切割、拼湊活動，察覺平行四邊形和長方形的
關係以及三角形和平行四邊形的關係，進而應
用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推導出平行四邊形的面
積公式；應用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推導出三
角形的面積公式。

面積的概念發展是漸進的，是從操作的經
驗中去察覺與理解，並不是從背誦中理解。面
積的推廣應用，更需要了解面積公式的意義與
圖形間的關係。此單元分四小部分，1、首先
利用切割的方式，讓學生察覺平行四邊形和長
方形的關係，運用長方形面積公式解平行四邊
形的面積，進而推導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
為底高。2、多邊形的任一邊都可以當作底，
且每一底的對邊任一點到此底都有一相對的
高，代表著頂點到底的相對高度。學生必須學
會運用三角板，將平行四邊形任一邊當作底，
畫出垂直於底到對邊的直線，即平行四邊形的
高。3、運用切割的方式，讓學生察覺三角形
和平行四邊形的關係，亦即三角形的底就是平
行四邊形的底，然而高為原平行四邊形的一
半，推導出三角形面積公式為底高÷2。4、將
三角形的任一邊當作底，劃出從頂點到底垂直

的直線，即為三角形的高。

3.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
國小五年級數學領域的學習動機;研究設計採
「準實驗設計」，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
組是採用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教學法，而對照
組是採用傳統教學法，不同的教學方法進行為
期二週，每星期四節課，每節 40 分鐘，共 320
分鐘的實驗教學。

3.2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服務之某中型的台中
市豐原區國小五年級兩班學生，且已在國小四
年級升五年級時已經過亂數常態編班，並對於
常態分班後，極端表現的學生予以排除，最後
實驗組人數有 26 人，對照組人數有 26 人。

實驗組和對照組分別由不同的授課教師
實施教學。

3.3 研究工具

本篇論文的工具有實驗過程中的電子白板
及前測和後測的學習動機量表兩部分。

3.3.1 互動式電子白板

互動式電子白板裝設在教室前面，為
一活動式的大白板，可以依軌道推至黑板
中央，投影機則懸掛在教室上方，必須經
由定位，才能在白板上進行互動。

3.3.2 國小五年級數學領域學生學習動機量
表

本量表乃使用李克特氐(Likert)五點評定
量表的方式編製而成，每一題依據學習者的回
答，分為五種不同的答案；從「非常贊成」五
分、「贊成」四分、「普通」三分、「不贊成」
兩分、「非常不贊成」一分;問卷中的反向題其
計分採反向計分，即「非常贊成」一分、「贊
成」二分、「普通」三分、「不贊成」四分、「非
常不贊成」五分。本量表本量表之得分越高
者，代表其學習動機愈強烈、反之則愈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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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使用的學習動機量表內容方面，乃
採用邱惠芬 [14]參考孫琇瑩依據 Keller 未出
版 的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tivational
Scale （IMMS，教材動機量表）[15]，針對
ARCS 動機模式所編制的學習動機量表，包含
「A-注意(Attention)」、「R-相關(Relevance)」、
「C-信心 Confidence」與「S-滿足(Satisfaction)」
四個向度。原量表在每個向度都有個 9 個題
目，總計共有 36 題(包括反向題 12 題)。研究
者會同數位學習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及同樣
是教學高年的教師討論後，將原量表 36 題的
題目，刪除不適合用在國小五年級數學領域上
的問題，以及部分學生可能較無法理解的題目
之題意，最後經增刪更改後的量表題目，共計
為 28 題(包括反向題 7 題)，並採用Cronbach’s 
α係數來檢定各主要構面變數之衡量問項間
的內部一致性以及可靠程度，吳明隆[16]也曾
歸納多位學者的看法，說明測量問卷的
Cronbach’s α值需大於.07，才稱為有良好的信
度;本問卷的Cronbach’s α值檢定結果分別為：
「注意」共 7 題信度為 0.72、「相關」共 6 題
信度為 0.76、「信心」共 8 題信度為 0.84，「滿
足」共 7 題信度為 0.83，總量表為 0.93。分數
很接近 1，表示量表之信度高且可靠。

至於效度方面，本篇論文請數位學習相關
研究領域之學者提供其建議，予以適度修正與
修飾，整合出題目文句與內容之適切性，以建
立本問卷量表之效度。

3.3.3 數位教材設計

本篇論文採用南一版數學第九冊第七單
元平行四邊形面積和三角形面積，實驗組教學
搭配南一出版社之教學電子書與自由軟體相
關教材使用，以下圖 1 和圖 2 分別是教師運用
互動式電子白板上課情形，及學生上臺使用電
子白板互機的情形。

圖 1 教師利用虛擬電擬白板上課情形

圖 2 學生與虛擬電子白板互動

3.3.4 量化資料處理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電子白板融入數學領
域之學習成效，所以採用量化之「國小五年級
數學領域學生學習動機量表」前、後測分數，
並使用 SPSS for windows 20.0 電腦統計套裝軟
體分析資料，以探討電子白板融入數學領域教
學的實驗結果是否能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所
以將實驗組與控制組所實施「國小五年級數學
領域學生學習動機量表」前測和後測部分的調
查結果，進行 t 考驗，用來檢視兩組學生在學
習動機表現各在實驗前以及實驗後是否有差
異。

4.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瞭解實驗組和控制組在「互動式電子白
板教學法」和「傳統教學法」兩者之間，在數
學領域上，學生學習動機是否有顯著差異，本
篇論文是採獨立樣本 t 檢定;而在平均數差異檢
定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變異數同質性假設，因
此當二個母群體離散狀況相似時，則稱為這兩
個母體具有變異數同質性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17]，以下就針對變異數同質性
Levene 檢定及 t 檢定分別說明之。

4.1 學習動機變異數同質性 Levene 檢定

本量表分為四個向度，分為以 Levene 檢
定，結果均未達顯著 ( 注意向度 F=.803,
p=.370>.05; 相關向度 F=1.917, p=.166>.05; 信
心向度F=1.407, p=.236>.05; 滿足向度 F=1.712,
p=.192>.05;總量表 F=1.302, p=.260>.05) ，表
示這兩班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異。

4.2 學習動機前測獨立樣本 t 考驗

獨立樣本 t 考驗，用以比較實驗組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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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這兩組學生在學習興趣前測是否達顯著性
差異，以了解學生動機起點是否相同；經由統
計處理，將平均數、標準差、t 值與顯著性整
理如表 1 所示。由表 1 發現兩組學生在進行教
學實驗前，四個分量表的結果是「注意」向度
方面 t=3.07、「相關」向度方面 t=1.2、「信心」
向度方面 t=-.490、「滿足」向度方面 t=1.39，
總量表 t=1.83，其顯著性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p>.05)，由此可知，實驗組和對照組在進行實
驗教學前，兩組的學習動機是相似的，亦即這
兩組學生學習動機的起始行為是相似的。

表 1 兩組學生學習動機前測獨立樣本 t 考驗
摘要表

註: p＊<.05

4.3 學習動機後測獨立樣本 t 考驗

根據研究設計，經過實驗教學後，本篇論
文再施以同一份的動機量表，將兩組的學習動
機量表後測得分，再次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
以瞭解經過「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和「傳統
教學」，兩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後，實驗組和控
制組的差異考驗結果，所得如表 2 所示。

表 2 兩組學生學習動機後測獨立樣本 t 考驗
摘要表

註:p＊＊＊<.001

由表 2 發現兩組學生在經過實驗教學後，
實驗組四個向度的平均分數提高了 0.3~0.49 分
不等，對照組平均分數則提高了 0~0.06 不
等， 實驗組的平均分數進步明顯高於對照組;
在 t 值與顯著性方面發現兩組過經過實驗教學
後，四個分量表的結果是「注意」向度方面
t=5.341、「相關」向度方面 t=5.664、「信心」向
度方面 t=5.277、「滿足」向度方面 t=5.914，且
四個分量表上的前測得分，p=.000<.001，表示
在學習動機上具有顯著的差異，亦即表示接受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的學生，在學習動機
上的表現優於接受「傳統黑板」教學的學生。
整體而言，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數學領域
教學能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

5.結論與建議

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相較於傳統教
學法，比較能提升學生在學習數學之學習動
機。可發現四個向度均達顯著(p=.000<.001)，
表示實驗組接受「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法」教
學後，各分量表上均有提升，尤其在「信心」
向度提升最大，其次為「注意」、「滿足」、「相
關」;因為透過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學生發
現上數學課不再只是死板的演算、與看不懂的
圖形，經由實際動手拼貼圖形，很容易便能理
解面積公式的由來，甚至複雜的複合圖形也能
經由動手拼貼而用簡單式子演算出來。透過數
位教材的上課方式，讓學習變得更有趣，從中
獲得滿足感和成就就，再加上多媒體交互運用
過程，更能引起學生的專注力，讓新知識連結
舊經驗，提高學生對課程的熟悉度，達到教學
的目標。依上述的結論與結論部分，提出以下
幾點建議，以供後續的研究與發展:
(一)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國小五年級數學領域

教學的學習動機有成效，未來可針對其學
習成效，用學科的成績來比較。

(二)本篇論文主要在強調「互動」的教與學，
所以研究範圍選用可操作性的單元，來做
實驗教學，未來可進一步研究其他概念的
單元，亦可探討互動式電子白板在其他科
目上的成效。

(三)互動式電子白板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但
也可能學生只是一時迷惑於電子產品的聲
光效果。教學本質不脫知識的傳遞，教學
主體仍是應是教師與學生，互動式電子白
板只是教學的工具之一，課堂上的講解與
討論才是有效教學的不二法門，切不可把

實驗組 控制組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 (注意) 3.97 .541 3.40 .768 3.07 .008

R (相關) 4.04 .425 3.87 .512 1.2 .340

C (信心) 3.92 .556 4.00 .564 -.490 .840

S (滿足) 3.98 .455 3.77 .642 1.39 .031

總量表 3.84 .394 3.61 .510 1.83 .077

實驗組 控制組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 (注意) 4.30 .380 3.40 .769 5.341 .000
＊＊＊

R (相關) 4.35 .383 3.87 .512 5.664 .000
＊＊＊

C (信心) 4.41 .382 3.04 .564 5.277 .000
＊＊＊

S (滿足) 4.28 .470 3.77 .642 5.914 .000
＊＊＊

總量表 4.34 .319 3.77 .515 4.806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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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當作播放教學錄影帶的工具。
(四)使用電子白板必須注意學生視力的保健，

注視時間不可過久，必須間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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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電池老化過程的放電容量預測 
 

 
摘要 

本研究建立四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來預測

鋰離子電池常溫、定電流的最大放電容量。它

們是藉由觀察三種鋰離子電池老化過程中最

大放電容量的數據，來歸納出準確的預測公

式。將這四個公式套用回三種電池時，都可以

得到預測與實際觀測的最大放電容量誤差都

在 1%以下，特別是改良式模型更可將誤差減少

到 0.3%以下，此模型僅需前兩次的充放電資

料，即可達成準確預測，並可有效的應用在不

同型號的鋰電池上。 

關鍵詞：鋰離子電池，電池最大放電容量，數

學模型，電池老化過程，電池放電容量預測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four 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predicting the 
discharge capacity of a lithium-ion battery 
under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discharge 
current. They are done by observing 
discharge capacities of three different 
batteries in their aging process and 
concluding to a simple, but effective formula.  
When comparing the predicting and 
observing discharge capacities, the 
differences are all within 1%.  Especially, 
the modified algorithm model can have a 
better error that is less than 0.3%. This model 
needs only the first two discharge capacity 
readings, and accomplishes an accurate 
prediction.  It work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batteries from various manufacturers as well.  

Keywords: lithium-ion battery ， discharge 
capacity，mathematical model，battery aging，
predicting discharge capacity 

1.  前言 

在現在的時代，行動設備已經成了社會上

的主流，人們講求的是高效率且方便性，為了

要能隨時隨地收發 e-mail、觀看股市、工作、

遊樂、照相，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

數位相機等的設備都因應人們的需求而出

現，而為了要讓行動裝置方便攜帶且要有能維

持一段時間的能源，結合了價格、重量電池容

量、以及電流電壓表現[1]為考量，鋰電池成

了電池中的首選。 

 隨著鋰電池的普及，關於鋰電池的電量還

能使用多久也成為了人們研究的課題[2]，而

每次鋰電池充放電之後最大容量都會減少，所
以預測剩餘放電時間就必須先得到每次充放

電後鋰電池的最大放電容量，再藉由放電電流

與剩餘容量之間的關係[3]，即可算出剩餘放

電時間。本研究即以此為開端。 

2.  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研究目的就是要找出預測出每次最大

放電容量的方法。鋰電池在每次充放電後，最

大容量都會有減少的趨勢，而因為我們生活中

較少將手機或筆記型電腦等裝載著鋰電池的

裝置放置於溫度變化劇烈的地方，所以我們模

擬鋰電池在定溫度、定電流下全充放電 300 次

的情況，再從每個循環得到的最大放電容量數

據中來找出規律並用公式表示，以此公式來預

測下次最大放電容量的多寡。 

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選用

LG-B4、SDI-22F、SDI-28A 三種型號的電池進

行模擬全充全放電 300個循環作為樣本來獲取

數據，溫度設為攝氏 25度，充電電流設為

0.7C，放電電流設為 1C，亦即一小時可完成電

池放電的電流，再將得到的放電最大容量數據

做成圖表進行觀察，我們要觀察的是在同溫

度、同充放電電流下，各別電池的最大放電容

量老化的現象，並以三種電池作比較。利用所

得到的數據，找出能同時套用在三個樣本中，

每個循環最大放電容量的公式，並要能以此預

測出下一個循環最大放電容量。 

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得到的三個公式進

行優劣比對，找出誤差最小、模型最簡單的公

式，並且將公式預測出的每個循環最大放電容

量與三個樣本模擬的結果比較，並以此改善公

式來降低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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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樣本老化 

因為鋰電池充放電的最大容量會因電

流及溫度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所以在研究

電池老化對容量的影響時，為求減少變化

因子，擬採固定溫度與固定充放電電流之

方式行之。 

3.1 樣本ㄧ 

鋰電池使用 LG-B4，溫度設 25℃，容量為

2600mAh，充電電流設 0.7C也就是 1.82A，放

電電流設 1C 就是 2.6A，充放電 300次，將每

次放電最大容量繪製成圖 1，縱軸為最大容

量，單位是毫安培小時(mAh)，橫軸則是充放

電的次數。 

 

 
圖 1.鋰電池 LG-B4，在溫度 25℃下，充電

1.82A，放電 2.6A，記錄 300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曲線

圖。 

3.2 樣本二 

鋰電池使用 SDI-22F，溫度設 25℃，容量

為 2200mAh，充電電流設 0.7C也就是 1.54A，

放電電流設 1C就是 2.2A，充放電 300次，將

每次放電最大容量繪製成圖 2。 

圖 2.鋰電池 SDI-22F，在溫度 25℃下，充電

1.54A，放電 2.2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曲線
圖。 

圖 2中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培小

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因為前 34

筆資料受到另外因素干擾，使得容量相差很

大，所以為了不影響數據準確將前 34筆資料

省略。 

3.3 樣本三 

鋰電池使用 SDI-28A，溫度設 25℃，容量

為 2800mAh，充電電流設 0.7C 也就是 1.96A，

放電電流設 1C 就是 2.8A，充放電 300 次，將

每次放電最大容量繪製成圖 3，縱軸為最大容

量，單位是毫安培小時(mAh)，橫軸則是充放

電的次數。 

 

 
圖 3.鋰電池 SDI-28F，在溫度 25℃下，充電

1.96A，放電 2.8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曲線

圖。 

 

 觀察三個樣本資料可以知道鋰電池的最

大容量曲線大致上是斜線向下，所以使用靜態

預測、動態預測、演算法預測三種方法來預測

鋰電池的最大容量。 

4. 電池容量預測模型 

4.1 靜態預測 

靜態預測是利用鋰電池第一次和最後一次

放電最大容量的變化，除上取樣的數量得到平

均每個循環最大容量減少的值，在利用最大容

量的平均值估測出預測曲線。 

 首先是以樣本一實測的最大容量資料來

計算出適合套用在 LG-B4上的線性公式，如公

式(1)，再將靜態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

線一起放在圖 4，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

安培小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藍

色實線為實測，淺紅色虛線為靜態預測，將兩

條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現，

靜態預測樣本一的平均誤差為 0.00626%，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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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誤差則在 294項的 0.6235%。 

C(x) = - 1.0268x + 2463.264        (1)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圖 4.鋰電池 LG-B4，在溫度 25℃下，充電

1.82A，放電 2.6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靜態預測曲線圖。 

 

 以樣本二實測的最大容量資料，可計算出

適用在 SDI-22F上的線性公式，如公式(2)，

再將靜態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一起

放在圖 5。

 
圖 5.鋰電池 SDI-22F，在溫度 25℃下，充電

1.54A，放電 2.2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靜態預測曲線圖。 

 

圖 5的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培小時

(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藍色曲線為

實測，紅色虛線曲線為靜態預測，將兩條曲線

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現，靜態預

測樣本一的平均誤差為 0.00573%，而最大誤差

則在 186項的 0.1459%。 

C(x) = - 0.2352x + 2142.588     (2)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以樣本三實測的最大容量資料，則計算出

適用在 SDI-28A上的線性公式，如公式(3)，

再將靜態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合併

放在圖 6，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培小

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深色曲線

為實測，淺紅色虛線曲線為靜態預測，將兩條

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現，靜

態預測樣本一的平均誤差為 0.24506%，而最大

誤差則在 300 項的 0.7514%。 

C(x)= - 0.6990x + 2402.687        (3)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圖 6.鋰電池 SDI-28A，在溫度 25℃下，充電

1.96A，放電 2.8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靜態預測曲線圖。 

 

經由觀察預測的資料和實測資料後，靜態

預測的優點是在於預測方法簡單，公式不複

雜，缺點是預測出的曲線為直線，若有變化則

誤差會加大，並且每個電池型號都會有不同的

公式，而若是要用靜態預測，必須先充放電多

個循環才可以利用資料得到公式，越多數據來

源公式越準。 

4.2 動態預測 

動態預測是利用前一個最大容量值減去全

部最大容量的平均減少值，來得到這一次的最

大容量值，進而得到動態預測曲線。 

 以樣本一實測的最大容量資料來計算出

適合套用在 LG-B4 上的線性公式，如公式(4)，

再將動態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一起

放在圖 7，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培小

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深色曲線

為實測，淺紅色虛線曲線為動態預測，將兩條

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現，動

態預測樣本一的平均誤差為 0.00019%，而最大

誤差則在 157 項的 0.1754%。 

C(x) = C(x-1)–1.0268        (4)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x-1：前一次週期的充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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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鋰電池 LG-B4，在溫度 25℃下，充電

1.82A，放電 2.6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動態預測曲線圖。 

 

 以樣本二實測的最大容量資料來計算出

適合套用在 SDI-22F上的線性公式，如公式

(5)，再將動態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

一起放在圖 8，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

培小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藍色

曲線為實測，紅色虛線曲線為動態預測，將兩

條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現，

動態預測樣本二的平均誤差為 0.00002%，而最

大誤差則在 246項的 0.1327%。 

C(x) = C(x-1)– 0.2352         (5)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x-1：前一次週期的充放電。 

 

 
圖 8.鋰電池 SDI-22F，在溫度 25℃下，充電

1.54A，放電 2.2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動態預測曲線圖。 

 

以樣本三實測的最大容量資料來計算出

適合套用在 SDI-28A上的線性公式，如公式

(6)，再將動態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

一起放在圖 9，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

培小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深色

曲線為實測，淺紅色虛線曲線為動態預測，將

兩條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

現，動態預測樣本三的平均誤差為 0.00027%，

而最大誤差則在 2項的 0.2197%。 

C(x) = C(x-1)– 0.6990         (6)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x-1：前一次週期的充放電。 

 

 
圖 9.鋰電池 SDI-28A，在溫度 25℃下，充電

1.96A，放電 2.8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動態預測曲線圖。 

 

若將動態預測得到的資料和實測與靜態預

測的資料做比較，動態預測的優點在於預測曲

線不是直線，會隨著前一個實測的最大容量值

來做變化，就是說若實測出來的容量一段時間

內都不變，形成水平線，那動態預測出來的容

量也會形成水平線，不像靜態預測出來的容量

還是會隨著次數增加而慢慢減少，而造成誤

差，但缺點和靜態預測中的一點相同，每個電

池型號會有不同的公式，必須先充放電多個循

環才可以利用資料得到公式，越多數據來源公

式越準。 

4.3 演算法預測 

演算法預測是利用前兩次實測容量之間的

斜率來預測這一次的容量，所以要用演算法預

測只需要先充放電兩次後，就能開始進行預

測，進而取得演算法預測曲線，如公式(7)，

將公式(7)簡化後可得公式(8)。 

C(x) = C(x-1)–(C(x-2)–C(x-1))  (7) 

C(x) = 2 C(x-1) –C(x-2)      (8)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x-1：前一次週期的充放電。 

x-2：前兩次週期的充放電。 

 

以樣本一實測的前兩個最大容量值套用

在公式(8)後開始進行演算法預測，最後再將

演算法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一起放

在圖 10，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培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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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深色曲線為

實測，淺紅色虛線曲線為演算法態預測，將兩

條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現，

演算法預測樣本一的平均誤差為 0.00017%，而

最大誤差則在 137項的 0.3451%。 

 

 
圖 10.鋰電池 LG-B4，在溫度 25℃下，充電

1.82A，放電 2.6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演算法預測曲線圖。 

 

以樣本二實測的前兩個最大容量值套用

在公式(8)後開始進行演算法預測，最後再將

演算法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一起放

在圖 11。

 
圖 11.鋰電池 SDI-22F，在溫度 25℃下，充電

1.54A，放電 2.2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演算法預測曲線圖。 

 

圖 11 的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培

小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深色曲

線為實測，淺紅色虛線曲線為演算法態預測，

將兩條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

現，演算法預測樣本二的平均誤差為

0.00019%，而最大誤差則在 247項的 0.2399%。 

以樣本三實測的前兩個最大容量值套用

在公式(8)後開始進行演算法預測，最後再

將演算法預測和實測出的資料做為曲線一起

放在圖 12，縱軸為最大容量，單位是毫安培小

時(mAh)，橫軸則是充放電的次數。藍色曲線

為實測，紅色虛線曲線為演算法態預測，將兩

條曲線放在一起來體現其誤差。比較後發現，

演算法預測樣本三的平均誤差為 0.00068%，而

最大誤差則在 239項的 0.4025%。 

 

 
圖 12.鋰電池 SDI-28A，在溫度 25℃下，充電

1.96A，放電 2.8A，記錄 300 次充放電每次的

最大容量所形成的最大容量與放電次數的實

測與演算法預測曲線圖。 

 

 對三種預測方法做比較，以平均誤差來

看，演算法預測和動態預測的平均誤差同樣都

很小，但靜態預測和動態預測都有個很大的缺

點，這兩者都要先有多筆資料後才可以得到平

均減少的容量來進行預測，而演算法預測就只

需要前兩個最大容量就可以預測這次的容量

了，所以就便利性及準確度來講，最後我們選

擇了演算法預測。 

在比較演算法預測和另外兩種預測方法以

及實測的資料後，發現演算法預測有個很大的

優點，也就是因為演算法預測不需要利用容量

平均減少值來進行預測，所以也就不需要先充

放電多個循環來獲取資料，只需要事先充放電

兩次就可以開始預測，並且還能將一個公式套

用在不同的電池型號上，而缺點是若因電池本

身或任何外在因素造成多筆容量的斜率改變

過大就會造成誤差增大，所以還有改進的空

間。 

4.4 改良式演算法預測 

若將公式(7)中(C(x-2)–C(x-1))這部份

的權重降低，最大誤差會減少，但平均誤差會

增加，所以改善後將變成公式(9)，再簡化即

可得公式(10)。 

C(x) = C(x-1)–0.5(C(x-2)–C(x-1))  (9) 

C(x) = 1.5 C(x-1)–0.5 C(x-1)   (10) 
 C：放電容量，以毫安培小時(mAh)為單位。 

x：老化過程的充放電週期次數。  

x-1：前一次週期的充放電。 

x-2：前兩次週期的充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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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圖 13 可以看到改良後的演算法預測

公式在容量改變的變化大時會有較小的誤差。 

 

 
圖 13.實測與演算法預測與改良後演算法預測

比較圖，深色實線為實測，淺色實線為演算

法，虛線為改良演算法。 

 

但從圖 14 中卻是看到當容量改變的變化小

時，改良後的演算法預測公式並不會完全準

確，還是會有一點誤差。然後我們將三個樣本

套用改良後的演算法公式，得到了改良後與原

來之間實際的變化。 

 樣本一套用改良後的演算法預測公式

後，平均誤差由 0.00017%變為 0.02226%，而

最大誤差則從 0.3451%變為 0.2401%。 

樣本二套用改良後的演算法預測公式

後，平均誤差由 0.00019%變為 0.00572%，而

最大誤差則從 0.2399%變為 0.1681%。 

樣本三套用改良後的演算法預測公式

後，平均誤差由 0.00068%變為 0.01442%，而

最大誤差則從 0.4025%變為 0.2906%。 

 

 
圖 14.實測與演算法預測與改良後演算法預測

比較圖，深色實線為實測，淺色實線為演算

法，虛線為改良演算法。 

 

 最後我們決定使用改良後的演算法做預

測，因為雖然它會讓平均誤差變大，但卻還是

在接受範圍內，而且可以讓最大誤差減為最

小，最大誤差如果越大還能修正的越多。 

5. 結論 

在找出三個公式且套用到三個樣本實際

測試之後，確定可以利用一個簡單且方便的演

算法公式，成功的預測出常溫、定電流的最大

放電容量，此精確預測放電容量的方法，若再

與[3]中的公式做結合，就可以更準確的預測

出常溫、定電流的放電剩餘時間，這結果可以

大大提昇可攜式裝置的使用者，對剩餘放電時

間預測的信心。但若是在不同的溫度放電電流

下，放電最大容量還是會有所改變，做出來的

預測就會有較大的誤差，這是將來可以繼續研

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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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論文以市面上的家用 3D 印表

機為基準，觀察到一般的 3D 印表機在

體積上以及攜帶性的問題點，因此設

計一台可以攜帶式的 3D 印表機。透過

TRIZ 理論的矛盾矩陣表分析，來了解

攜帶式 3D 印表機的設計問題點，並且

透過矛盾矩陣表所對照出來的發明原

理來幫助攜帶式 3D 印表機的完成設

計。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home 3D printer 
on the market as a benchmark, the 
observed general 3D printer on the size 
and portability problems, and therefore 
one can design a portable 3D printer. 
Through the contradiction matrix of 
TRIZ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design 
problems portable 3D printer, and 
control through the contradiction matrix 
table out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invention to help complete the design of 
a portable 3D printer. 
 

 

1.前言 

 

    目前市面上的 3D 印表機非常多

種，對設計產品而言非常方便，用電

腦畫好設計圖就可以直接把產品原型

製造出來。但是在偏遠地區或是在需

要移動印表機的地區時，一般的 3D 印

表機就不方便攜帶。為了要讓印表機

攜帶方便，所以印表機必須要有方便

攜帶以及降低列印時振動這兩方面問

題點。為了尋找這兩個問題解決方法，

因此使用 TRIZ 理論來輔助設計攜帶

式 3D 印表機。 

 

TRIZ 理論認為，發明問題的核心

是解決衝突，沒有克服衝突的設計不

是創新設計，產品進化過程是不斷解

決產品所存在衝突過程，問題解決的

困難程度取決於對該問題描述方法，

描述得越清楚，問題的解就越容易找

到，也就是說，發現問題求解過程是

對問題不斷描述、不斷找出解決問題

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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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探討 

 

TRIZ 簡介 

    TRIZ 理論是  TIPS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俄語的縮

寫。是一個蘇俄發明家 Altshuller 分
析研究超過四十萬個專利，在 1946 年
提出創新原理的解決方法，稱為 

TRIZ。 

TRIZ 理論的主要方法工具包含有： 

 矛盾矩陣表(Contradiction Matrix) 
 物質一場方法(Substance-Field) 
 理想化方法(Ideal Result) 
 TRIZ 的演算法則 (Algorithm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ARIZ)
等 

在矛盾矩陣表中，有 39 個設計參

數如下表 1，每一個參數都是代表不同

類別的問題，這些參數是 TRIZ 歸納出

來的工程參數。藉由表中的三十九個

參數，透過矩陣表查詢，從四十個發

明原則(表 2)中找出所建議的發明原

則。 

 

表 1  39 個工程參數(TRIZ 創新的科

技) 

1. 移動物體重量 21. 動力 

2. 靜止物體的重

量 

22. 能源浪費 

3. 移動物體長度 23. 物資浪費 

4. 靜止物體長度  24. 喪失資訊 

5. 移動物體面積 25. 時間浪費 

6. 靜止物體面積 26. 物質數量 

7. 移動物體體積 27. 可靠度 

8. 靜止物體體積 28. 量測精確度 

9. 速度 29. 製造精確度 

10. 力 30. 物體上有害

因素 

11. 應力或壓力 31. 有害副作用 

12. 形狀 32. 可製造性 

13. 物體組成成

分的穩定度 

33. 使用方便性 

14. 強度 34. 可修理性 

15. 移動物體的

耐久度 

35. 適合性 

16. 靜止物體的

耐久度 

36. 裝置複雜性 

17. 溫度 37. 控制複雜性 

18. 亮度 38. 自動化程度 

19. 移動物體所

需的能量 

39. 生產性 

20. 靜止物體所

需的能量 

 

 

 

表 2  40 個發明原則(TRIZ 創新的科

技) 

1.分割 11.事先

預防 

21.快速

作用 

31.多孔

材料 

2.分離 12.等位

能 

22.將有

害 變 成

有益 

32.顏色

改變 

3. 局 部

品質 

13.逆轉 23.回饋 33.同質

性 

4. 非 對

稱性 

14.曲度 24.中介

物 

34.丟棄

與復原 

5.合併 15.動態

性 

25.自助 35.參數

改變 

6. 多 功

能 

16.不足

或 過 多

的作用 

26.複製 36.相轉

變 

7. 巢 狀

結構 

17.轉變

至 新 的

空間 

27.拋棄

式 

37.熱膨

脹 

8.反重力 18. 機 械

振動 

28. 機 械

系統替代 

38. 使 用

強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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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預 先

的 反 作

用 

19.週期

性動作 

29.使用

氣 體 或

液體 

39.鈍性

環境 

10.預先

作用 

20.連續

的 有 用

動作 

30.彈性

殼 和 薄

膜 

40.複合

材料 

 

    本研究以 TRIZ 矛盾矩陣表來探

討設計攜帶式 3D 印表機的方法，藉著

矛盾矩陣找出其「欲改善」與「惡化」

的工程參數，以及所對應的發明原理，

來驗證說明解決方便攜帶與改善重量

的問題。 

 

3.研究方法 

 

    以下是我們運用 TRIZ 矛盾矩陣

表所得到的設計矛盾分析： 

    目前市售 3D 印表機在市面上越

來越普及化，在使用上趨向於容易操

作及模組化。雖然讓使用者可以方便

使用，但是體積龐大，攜帶性和收納

性都不是很理想，不能成為小型的移

動工廠。為了改善攜帶性問題，所以

我們對應「參數 36：裝置複雜性」但

為了解決此問題，造成惡化的參數「參

數 13：物體穩定性」，經由矛盾矩陣表

對照出下列的發明原理： 

 原則 02：分離原理 

 原則 17：轉變至新的空間原

理 

 原則 19：週期性動作原理 

 原則 22：將有害變成有益原

理 

    首先，我們應用「轉變至新的空

間原理」這項發明原則：「轉變一維的

運動(物體或系統)成為二維的運動

(物體或系統) 」。我們把印表機的噴

頭與擠料機區隔開來，當噴頭與擠料

機為一體時，重量負荷比較大，導致

噴頭移動速度變慢。噴頭與擠料機分

隔後，噴頭重量負荷變小，移動速度

變快。 

 

    第二部分，我們應用「分離原理」

這項發明原則：「從一物體中提煉、移

除、分離出不想要(有害)的部分或屬

性」或「從一物體中提煉、移除、分

離出想要(有利)的部分或屬性」。在印

表機列印的動作時，產生振動，會造

成機構晃動，導致列印出來的成品失

敗。為了消除產生的振動，同時降低 Z
軸部分的複雜性，因此我們在印表機 Z
軸運動軌道部分使用線性滑軌(圖 1)，
來改善震動和簡化結構。 

 

圖 1  線性滑軌(HIWIN QW 系列-靜

音式寬幅型線性滑軌) 

 

    第三部分，「週期性動作原理」這

項發明原則係指「以週期的動作或脈

衝取代連續性的動作」。我們利用 Core 
XY 的 H 橋平台結構(圖 2)，讓印表機

的列印平台連續性動作更加穩定。原

本印表機 XY 軸之動作為不規則隻連

續動作，現藉由 Core XY 的 H 橋平台

結構可將其動作轉變為規則之週期性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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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ore XY 的 H 橋平台結構(core 
XY) 

 

    第四部分，我們應用「將有害變

成有益原理」這項發明原則：「轉變有

害的物體或作用以獲得正面效果」。利

用 Core XY 的 H 橋平台結構(圖 3)，
使印表機的 X 軸皮帶張力和 Y 軸皮帶

張力因加成作用而抵消，使列印平台

動作更加穩定。 

 

4.結論 

 

        TRIZ 是一個可以有效運用的方法，

它不僅提供理論及工具以幫助解決問

題，更改變了以往工程師設計解決問

題的模式。透過 TRIZ 理論的協助之下，

讓我們可以用更多不同的角度來思考

並且解決問題。 

    本研究運用 TRIZ 的矛盾矩陣表

分析了攜帶式3D印表機的設計問題，

透過矛盾矩陣表讓我們知道改善的參

數以及惡化的參數。而矛盾矩陣表所

提供的發明原理確實有其參考性，故

可以驗證在產品設計的應用性。 

    在本研究過程中，我們覺得在運

用 TRIZ 工具的同時，去思考產品所需

要的功能性，在需要強化的地方找出

對應的工程參數，達到產品改良的目

的，並促進開發者的思考創造力。然

而在使用 TRIZ 矛盾表的過程中，也常

會因個人想法的不同而定義出不同的

工程設計參數，因此有效運用 TRIZ 有

賴於設計者的經驗與分析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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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first introduce a novel class
of graphs, namely supergrid. Supergrid graphs include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as their subgraphs.
The Hamiltonian cycle and path problems for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were known to be NP-complete.
However, they are unknown for supergrid graphs. The
Hamiltonian cycle (path)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can
be applied to control the stitching trace of computerized
sewing machines.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ove that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is NP-
complete. It is easily derived from the Hamiltonian cycle
result that the Hamiltonian path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is also NP-complete. We then show that two
subclasses of supergrid graphs, including rectangular (par-
allelism) and alphabet, always contain Hamiltonian cycles.

Keywords-Hamiltonian problems; supergrid graph; rect-
angular and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grid graph; tri-
angular grid graph; computerized sewing machine

I. INTRODUCTION

A Hamiltonian cycle in a graph is a simple cycle in
which each vertex of the graph appears exactly once.
A Hamiltonian path in a graph is a simple path with
the same property. The Hamiltonian cycle (resp., path)
problem involves testing whether or not a graph contains
a Hamiltonian cycle (resp., path). A graph is said to
be Hamiltonian if it contains a Hamiltonian cycle. The
Hamiltonian problems include the Hamiltonian path and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s. They have numerous appli-
cations in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transport
routes, production launching, the on-line optimization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 [1], computing the
perceptual boundaries of dot patterns [26], pattern recog-
nition [2], [27], [30], and DNA physical mapping [13].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Hamiltonian problems are NP-
complete for general graphs [9], [17].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bipartite graphs [20], split graphs [10], circle
graphs [7], undirected path graphs [3], grid graphs [16],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11]. In this paper, we will
study the Hamiltonian properties of supergrid graphs
which contain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as
subgraphs.

The two-dimensional integer grid G∞ is an infinite
graph whose vertex set consists of all points of the
Euclidean plane with integer coordinates and in which
two vertices are adjacent if and only if the (Euclidean)
distance between them is equal to 1. A grid graph is
a finite, vertex-induced subgraph of G∞. For a node
v in the plane with integer coordinates, let vx and vy
be the x and y coordinates of node v, respectively,
denoted by v = (vx, vy). If v is a vertex in a grid graph,
then its possible neighbor vertices include (vx, vy − 1),
(vx− 1, vy), (vx+1, vy), and (vx, vy +1). For example,
Fig. 1(a) depicts a fragment of graph G∞ and Fig. 2(a)
shows a grid graph. In the literature, some researchers
studied the properties of triangular grid graphs. The two-
dimensional triangular grid T∞ is an infinite graph
obtained from G∞ by adding all edges on the lines traced
from up-left to down-right. A triangular grid graph is
a finite, vertex-induced subgraph of T∞. The possible
adjacent vertices of a vertex v = (vx, vy) in a triangular
grid graph contain (vx, vy−1), (vx−1, vy), (vx+1, vy),
(vx, vy +1), (vx− 1, vy +1), and (vx+1, vy − 1). Thus,
triangular grid graphs contain grid graphs as subgraphs.
For instance, Fig. 1(b) depicts a fragment of graph T∞

and Fig. 2(b) shows a triangular grid graph. Note that
T∞ is isomorphic to the original infinite triangular grid
graph in the literature [11] but these graphs are different
when considered as geometric graphs. By the same con-
struction of triangular grid graphs from grid graphs, we
propose a new class of graphs, namely supergrid graphs,
as follows. The two-dimensional supergrid S∞ is an
infinite graph obtained from T∞ by adding all edges on
the lines traced from up-right to down-left. A supergrid
graph is a finite, vertex-induced subgraph of S∞. The
possible adjacent vertices of a vertex v = (vx, v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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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ergrid graph contain (vx, vy − 1), (vx − 1, vy),
(vx+1, vy), (vx, vy+1), (vx−1, vy+1), (vx+1, vy−1),
(vx + 1, vy + 1), and (vx − 1, vy − 1). Thus, supergrid
graphs contain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as subgraphs. For example, Fig. 1(c) depicts a fragment
of graph S∞ and Fig. 2(c) depicts a supergrid graph.
Obviously, all grid graphs are bipartite [16] but triangular
grid graphs and supergrid graphs are not bipartite. The
Hamiltonian cycle and path problems on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were known to be NP-complete
[11], [16]. However, they are unknown for supergrid
graphs.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ove that the Hamiltonian
cycle and path problems on supergrid graphs are NP-
complete.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for the Hamiltonian cycle
(path)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is presented as
follows. Consider a computerized sewing machine given
an image. The computerized sewing software is used to
compute the sewing traces of a computerized sewing
machine. There may be two parts in a computerized
sewing software. The first part is to do image processing
for the input image, eg., reduce order of colors and
image thinning. It then produces some sets of lattices
in which every set of lattices represents a color in the
input image for sewing. The second part is given by a
set of lattices and then computes a cycle (path) to visit
the lattices of the set such that each lattice is visited
exactly once. Finally, the software transmits the stitching
trace of the computed cycle (path) to the computerized
sewing machine, and the machine then performs the
sewing work along the trace on the object, e.g., clothes.
For example, given an image in Fig. 3(a), the software
first does image processing and produces a set of lattices
for sewing using the same color, as shown in Fig. 3(b).
Then, it computes a sewing trace as depicted in Fig.
3(c). Since each stitch position of a sewing machine can
be moved to its eight neighbor positions (left, right, up,
down, up-left, up-right, down-left, and down-right), the
set of lattices forms a supergrid graph. Note that each
lattice will be represented by a vertex of a supergrid
graph. The computed cycle (path) is the Hamiltonian
cycle (path) of the corresponding supergrid graph when
it is Hamiltonian. In addition, the structure of supergrid
graphs can be used to design the topology of networks
and the network diameter of supergrid graphs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comparable grid graphs.

Related areas of investigation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tai et al. [16] showed that the Hamiltonian
cycle (path) problem on grid graphs is NP-complete.
They also gave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a rectangular grid graph having a Hamiltonian path
between two given vertices. Zamfirescu et al. [31] gave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a grid graph having a Hamil-
tonian cycle, and proved that all grid graphs of positive
width have Hamiltonian line graphs. Later, Chen et al.
[6] improved the Hamiltonian path algorithm of [16] on
rectangular grid graphs and presented a parallel algo-
rithm for the Hamiltonian path problem with two given
endpoints in rectangular grid graph (mesh). Also there is
a polynomial-time algorithm for finding Hamiltonian cy-
cles in solid grid graphs [21]. In [29], Salman introduced
alphabet grid graphs and determined classes of alphabet
grid graphs which contain Hamiltonian cycles. Recently,
Keshavarz-Kohjerdi and Bagheri [18] gave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Hamiltonian
paths in alphabet grid graphs, and presented linear-
time algorithms for finding Hamiltonian paths with two
given endpoints in these graphs. Recently, Keshavarz-
Kohjerdi et al. [19] presented a linear-time algorithm for
computing the longest path between two given vertices
in rectangular grid graphs. Reay and Zamfirescu [28]
proved that all 2-connected, linear-convex triangular grid
graphs except one special case contain Hamiltonian
cycles. The Hamiltonian cycle (path) on triangular grid
graphs has been shown to be NP-complete [11]. They
also proved that all connected, locally connected triangu-
lar grid graphs (with one exception) contain Hamiltonian
cycles. In addition,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on
hexagonal grid graphs has been shown to NP-complete
[15]. For the other problems on grid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we refer readers to [5], [8], [12], [14], [23], [24],
[25], [32].

The rest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II, some notations and basic terminologies are
given. Section III shows that the Hamiltonian cycle
(path)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is NP-complete. In
Section IV, we show that rectangular (parallelism) and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which are two subclasses of
supergrid graphs, are Hamiltonian. Finally, we make
some concluding remarks in Section V.

II. PRELIMINARIES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introduce fundamental ter-
minologies and symbols used in the paper. For graph-
theoretic terminology not defined in this paper,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4]. Let G = (V,E) be a graph with vertex
set V (G) and edge set E(G). Let S be a subset of
vertices in G, and let u, v be two vertices in G. We
write G[S] for the subgraph of G induced by S, G− S
for the subgraph G[V −S], i.e., the subgraph in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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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Fig. 1. A fragment of infinite graph (a) G∞, (b) T∞, and (c) S∞.

(a) (b) (c)

( )v vx y, 1�

( )v vx y+1,( )v vx y� ,1

( + )v vx y, 1

v

Fig. 2. (a) A grid graph, (b) a triangular grid graph, and (c) a supergrid graph, wher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edges of the graphs.

V − S. In general, we write G− v instead of G− {v}.
If (u, v) is an edge in G, we say that u is adjacent to v
and u, v are incident to edge (u, v). The notation u ∼ v
(resp., u � v) means that vertices u and v are adjacent
(resp., non-adjacent). A neighbor of v in G is any vertex
that is adjacent to v. We use NG(v) to denote the set of
neighbors of v in G. The subscript ‘G’ of NG(v) can be
removed from the notation if it has no ambiguity. The
degree of vertex v is the number of vertices adjacent to
the vertex. The distance between u and v is the length
of the shortest path between those two vertices.

A path P of length |P | − 1 in G, denoted by
v1 → v2 → · · · → v|P |−1 → v|P |, is a se-
quence (v1, v2, · · · , v|P |−1, v|P |) of vertices such that
(vi, vi+1) ∈ E for |P | > i � 1. The first and last
vertices visited by P are called the path-start and path-
end of P , denoted by start(P ) and end(P ), respectively.
We will use vi ∈ P to denote “P visits vertex vi” and
use (vi, vi+1) ∈ P to denote “P visits edge (vi, vi+1)”.

A path from v1 to vk is denoted by (v1, vk)-path. In
addition, we use P to refer to the set of vertices visited
by path P if it is understood without ambiguity. On the
other hand, a path is called the reversed path, denoted
by rev(P ), of P if it visits the vertices of P from
end(P ) to start(P ) sequently; that is, the reversed path
rev(P ) of P = v1 → v2 → · · · → v|P |−1 → v|P | is
v|P | → v|P |−1 → · · · → v2 → v1. A cycle is a path C
such that start(C) ∼ end(C).

Let S∞ be the infinite graph whose vertex set consists
of all points of the plane with integer coordinates and
in which two vertices are adjacent if and only if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x or y coordinates is not larger than
1. A supergrid graph is a finite, vertex-induced subgraph
of S∞. For a vertex v in a supergrid graph, let vx and vy
denote x and y coordinates of its corresponding point.
We color vertex v to be white if vx + vy ≡ 0 (mod
2); otherwise, v is colored to be black. Then there are
eight possible neighbors of vertex v including four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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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Fig. 3. (a) An input image for the computerized sewing software, (b) a set of lattices for sewing in blue color, and (c) a possible sewing
trace. Note that if the corresponding supergrid graph is not Hamiltonian, then the sewing trace contains more than one paths and these paths
must be concatenated.

vertices and four black vertices.

Rectangular grid graphs first appeared in [22], where
Luccio and Mugnia tried to solve the Hamiltonian path
problem on them. Itai et al. [16] gave necessary and suf-
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Hamiltonian (s, t)-
path in rectangular grid graphs, where s, t are two given
vertices. In this paper, we expand them to a subclass of
supergrid graphs, namely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s.
Let R(m,n) be the supergrid graph whose vertex set
V (R(m,n)) = {v = (xx, vy)|1 � vy � m and 1 � vx �
n}. That is, R(m,n) contains m rows and n columns
of vertices in S∞.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is
a supergrid graph which is isomorphic to R(m,n) for
some m and n. Thus m and n, the dimensions, specify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up to isomorphism. The
size of R(m,n) is defined to be mn, and R(m,n)
is called m-rectangle. The edge in the boundary of
R(m,n) is called boundary edge. For example, Fig. 4(a)
shows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R(11, 10) which
is called 11-rectangle and contains 2(10 + 9) = 38
boundary edges. In addition, A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 is defined similar to R(m,n). Let P (m,n) be the
supergrid graph whose vertex set V (P (m,n)) = {v =
(vx, vy)|1 � vy � m and vy � vx � vy + n − 1}. A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 is a supergrid graph which
is isomorphic to P (m,n). For example, Fig. 4(b) shows
two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s P (6, 5) and P (5, 6).
Note that the boundary edges of R(m,n) and P (m,n)
form a rectangle and a parallelogram, respectively.

In [29], Salman first introduced alphabet grid graphs,
which form a subclass of grid graphs, and studied
some properties of these graphs. Recently, Keshavarz-

Kohjerdi and Bagheri [18] determined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Hamiltonian
(s, t)-path in alphabet grid graphs, where s, t are two
given vertices. In this paper, we extend them to form a
subclass of supergrid graphs, namely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An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is a finite vertex-
induced subgraph of the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of a certain type, as follows. For m,n � 3, an L-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L(m,n), C-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C(m,n), F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F (m,n),
and E-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E(m,n) are subgraphs
of R(5m− 4, 3n − 2). These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are defined in Fig. 4(c)–(f), where m = 3 and n = 4.

III. NP-COMPLETENESS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prove that the Hamiltonian cy-
cle (path)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is NP-complete.
In [16] and [11], the authors showed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for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to be NP-complete. We apply the idea of these proofs to
show that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remains NP-
complete for supergrid graphs. By similar arguments,
we can prove that the Hamiltonian path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is still NP-complete. Notice that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are not subclasses of
supergrid graphs; these classes of graphs have common
elements (vertices) but in general they are distinct.

To prove that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on
supergrid graphs is NP-complete, we will establish a
polynomial-time reduction from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for planar bipartite graphs with maximum de-
gree 3. The following theorem was given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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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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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Rectangular and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where (a)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R(11, 10), (b) two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s
P (6, 5) and P (5, 6), (c) an L-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L(3, 4), (d) an C-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C(3, 4), (e) an F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F (3, 4), and (f) an E-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E(3, 4).

Theorem 1. (See [16].)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for planar bipartite graphs with maximum degree 3 is
NP-complete.

Let B = (V0 ∪V1, E) be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with
maximum degree 3 and G1 be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where V0 and V1 are the bipartition sets of B
in which every edge joins a vertex in V0 and a vertex
in V1. Similarly to the parity-preserving embedding [16]
of a bipartite graph into a rectangular grid graph, let
us introduce the following parity-preserving embedding
emb of B into G1 (a one-to-one function from V0 ∪ V1

to the vertices of G1 and from E to paths in G1):
1. The vertices of V0 are mapped to white vertices of
G1, i.e., if v ∈ V0, then emb(v) is colored by white.
2. The vertices of V1 are mapped to black vertices of
G1, i.e., if v ∈ V1, then emb(v) is colored by black.
3. The edges of B are mapped to vertex-disjoint paths
of G1, i.e., if e = (u, v) ∈ E, then emb(e) is a path P
from emb(u) to emb(v), and the intermediate vertices
of P do not belong to any other path.

For example, Fig. 5(a) shows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x1

x2

x3

y1

y2

y3

emb

V0 V1

x1 x3y1

(a) (b)

x2

y3

y2

Fig. 5. (a)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with maximum degree 3, and
(b) a parity-preserving embedding emb(B) of B, wher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edges in the embedding paths.

B with maximum degree 3, and a parity-preserving
embedding emb(B) of B is depicted in Fig. 5(b). The
following lemma is given in [16] and shows that the
above parity-preserving embedding can be done in poly-
nomial time.

Lemma 2. (See [16].) Let B be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with n vertices and maximum degree 3. Then,
a parity-preserving embedding emb(B) of B in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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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x3

y3

x1

y2

x2

Fig. 6. The enlarged supergrid graph G2 from the embedding supergrid graph G1 in Fig. 5(b), wher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edges in G2.

rectangular grid (supergrid) graph R(kn, kn) can be
done in polynomial time, where k is a constant.

Now given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with n vertices
and maximum degree 3, we shall construct a supergrid
graph Gs such that B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if and only
if Gs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Let B = (V0 ∪ V1, E).
The construction of Gs from B is sketched as follows.
First, we embed graph B into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R(kn, kn) for some constant k, as described in
Lemma 2. Let the embedding supergrid graph be G1. In
the second step, we enlarge the supergrid graph G1 such
that each edge in G1 is transformed into a path with
9 edges. Let the enlarged supergrid graph be G2. For

example, Fig. 6 shows the supergrid graph G2 enlarged
from the supergrid graph G1 shown in Fig. 5(b). In the
third step, each vertex of graph B is transformed into
a cluster which is a small supergrid graph. The vertex
of B is called critical vertex in G2. Finally, each path
in G2 is simulated by a tentacle which is a series of
2-rectangles. We then introduce clusters and tentacles as
follows.

We transform each vertex of V0 into a white cluster
and each vertex of V1 into a black cluster. A white
cluster is a supergrid graph with 17 vertices and a black
cluster is also a supergrid graph with 13 vertices. Fig.
7 shows the white and black clusters. The center of a
white cluster (resp., black cluster) is a white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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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a) A white cluster C17, and (b) a black cluster C13, where
the centers of C17 and C13 are critical vertices x and y, respectively,
the critical edges include e1, e2, e3, e4, and the corner vertices include
a1, a2, a3, a4 or b1, b2, b3, b4.

a1

a3

x

b1

b4

b3

b2

(a) (b)

e1

e2

e3

e4

e1

e2

e3

e4

a4 a2 y

Fig. 8. (a) A Hamiltonian (a1, a4)-path of a white cluster, and
(b) a Hamiltonian (b1, b3)-path of a black cluster, where arrow
lines indicate such a path and each critical edge is contained in the
Hamiltonian path.

vertex (resp., black critical vertex). For example, critical
vertex x (resp., y) is the center of a white cluster in
Fig. 7(a) (resp., Fig. 7(b)). The distance between any
vertex and center in a cluster is at most 2. The vertices
a1, a2, a3, a4 (resp., b1, b2, b3, b4) in Fig. 7(a) (resp., Fig.
7(b)) are called the corner vertices of cluster, and the
edges e1, e2, e3, e4 in Fig. 7 are called critical edges. The
corner vertices together with critical edges of a cluster
are used to connect to the other cluster. We then have
the following two propositions.

Proposition 3. Let C17 be a white cluster, a1, a2, a3, a4
be its corner vertices, and let e1, e2, e3, e4 be its critical
edges, as in Fig. 7(a). Then for 1 � i < j � 4, there
exists a Hamiltonian (ai, aj)-path of C17 which contains
all four critical edges {e1, e2, e3, e4}.

Proof: By inspection, the lemma can be verified. For
example, Fig. 8(a) depicts a Hamiltonian (a1, a4)-path of
C17 which contains all critical edges {e1, e2, e3, e4}.

a

b

(a)

c

d

a1 b1

a c2 1= d1

b2

a c3 2=

d2

b3

a d4 3=

b4

c3
b c5 4=a5

c5 d5

(b)

Fig. 9. (a) A strip with corners a, b, c, d, and (b) a square tentacle
with 5 strips.

Proposition 4. Let C13 be a black cluster, b1, b2, b3, b4
be its corner vertices, and let e1, e2, e3, e4 be its critical
edges, as in Fig. 7(b). Then for 1 � i < j � 4, there
exists a Hamiltonian (bi, bj)-path of C13 which contains
all four critical edges {e1, e2, e3, e4}.

Proof: By inspection. For example, Fig. 8(b) depicts
a Hamiltonian (b1, b3)-path of C13 which contains all
critical edges {e1, e2, e3, e4}.

In our construction, the path in G2 is simulated by
a series of 2-rectangles, called tentacle. We will use
the similar technique in [16] to make it. A strip is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with at least 2 squares
(see Fig. 9(a)), i.e., it is isomorphic to R(2, n) with
n � 3. The strip with corners a, b, c, d (the degree
of every corner is 3), as in Fig. 9(a), is denoted by
S(a, b; c, d). A square tentacle T ′ is a supergrid graph
which is either a strip or a union of a series of strips
stuck together by the edges of terminal squares. Let T ′ =
S(a1, b1; c1, d1)∪S(a2, b2; c2, d2)∪· · ·∪S(ak, bk; ck, dk).
We define T ′ to satisfy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both ci, di ∈ V (S(ai+1, bi+1; ci+1, di+1)) for 1 �
i � k − 1,
(2) one of ai+1, bi+1 ∈ V (S(ai, bi; ci, di)) for 1 � i �
k − 1, and
(3) there is no other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vertex sets
of the strips.
The vertices a1, b1, ck, dk are called the corners of T ′

and denote it by T ′(a1, b1; ck, dk). For example, Fig. 9(b)
shows a square tentacle with 5 strips.

In a supergrid graph, there are four possible types
of paths, as shown in Fig. 10(a). The corresponding
square tentacles for these types of paths are depicted in
Fig. 10(b). A tentacle is then constructed from a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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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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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v

w

Fig. 10. (a) The possible types of paths in a supergrid graph, (b) the corresponding square tentacles for these paths in (a), and (c) the
possible tentacles for the square tentacle of type I in (b), where th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edges in paths.

tentacle by attaching a triangle to its terminal square.
For instance, Fig. 10(c) depicts the possible tentacles
for the square tentacle of type I in Fig. 10(b). We call
the attached triangle of a tentacle to be the tail of the
tentacle. Let u, v be two vertices of the first square in
a tentacle T such that their degrees are 3, and let w be
a vertex of the tail in a tentacle T such that its degree
2. Since each strip of a tentacle is isomorphic to a 2-
rectangle R(2, n) with n > 2, the vertices u, v exist.
Then we denote the tentacle by T (u, v;w). The vertices
u, v are called the twin corners of T (u, v;w), and the
vertex w is said to be the tail corner of T (u, v;w).
Fig.10(c) depicts the corners of tentacles. The following
lemma shows the Hamiltonian property of a tentacle.
Due to the space limitation, the proof of the lemma is
omitted.

Lemma 5. Let T (u, v;w) be a tentacle. Then for any
two corners s, t ∈ {u, v, w}, there exists a Hamiltonian
(s, t)-path of T (u, v;w).

Let B = (V0 ∪V1, E) be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with
n vertices and maximum degree 3, G1 be the embedding
supergrid graph from B, and let G2 be the enlarged
supergrid graph by multiplying the scale of G1 by 9.
We have simulated the critical vertices of G2 by clusters
and the paths of G2 by tentacles. The remaining care
is taken as to how the tentacle is connected to the
clusters corresponding to two critical vertices of G2.
Let x ∈ V0 and y ∈ V1 with (x, y) ∈ E(B). Then,
we simulate x and y by a white cluster C17 and a
black cluster C13, respectively, such that C17 contains
the white vertex x as center and four critical edges
e1, e2, e3, e4 and C13 contains the black vertex x as
center and four corner vertices b1, b2, b3, b4, as shown in
Fig. 7. The path between x and y in G2 is then simulated

u
x

v

y
w

e1

e2

e3

e4

b1

b2

b4

b3

T u v w( , ; )

C17
C13

Fig. 11. The connection of two clusters via a tentacle, where dashed
lines represent the edges between cluster and tentacle.

by a tentacle T (u, v;w). Tentacle T (u, v;w) is used to
connect clusters C17 and C13 in the following way. The
twin corners, u and v, of T (u, v;w) are adjacent to
the vertices of one critical edge in C17, and the other
corner, w, of T (u, v;w) is adjacent to one corner vertex
of C13. For example, Fig. 11 depicts such a connection
between white cluster C17 and black cluster C13 via
a tentacle T (u, v;w). Since the maximum degree of
the original planar bipartite graph is 3, the number of
tentacles connecting to each cluster is at most 3. In our
construction, the number of edges (resp., vertices) of one
white (resp., black) cluster for connecting to tentacles is
4 and hence it is enough to make such a conn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aths in embedding supergrid
graph G1 are vertex disjoint and hence they are vertex
disjoint paths in the enlarged supergrid graph G2. Since
we enlarge the scale of G1 by 9, i.e., each edge in
G1 is transformed into a path with 9 edges, it is easy
to construct tentacles from the paths of G2 such that
tentacles are disjoint.

Let T (u, v;w) be a tentacle with twin corners u, v and
tail corner w. By Lemma 5, there exists a Hamiltonian
(s, t)-path of T (u, v;w) for s, t ∈ {u, v, w}. By the
definition of tentacle, u, v are adjacent and w is adjacent
to neither u nor v. We can easily observe that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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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a) A return path, and (b) a cross path in a tentacle
T (u, v;w) shown in Fig. 11, where arrow lines indicate the paths.

only two types of Hamiltonian (s, t)-paths in T (u, v;w).
The path can be either a return path if s, t are twin
corners or a cross path if one of s, t is tail corner. For
example, Fig. 12 depicts these two types of Hamiltonian
paths in T (u, v;w) shown in Fig. 11. Note that there are
many return paths and cross paths.

We have introduced how to construct a supergrid
graph Gs from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with
maximum degree 3. The construction algorithm is
formally presented as follows.

Algorithm SupergridConstruction
Input: B = (V0 ∪ V1, E),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with
n vertices and maximum degree 3.
Output: Gs, a supergrid graph constructed from B.
Method:

1. embed graph B into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R(kn, kn) for some constant k [16], and let the
embedding supergrid graph be G1;

2. enlarge G1 to a supergrid graph G2 such that each
edge in G1 is transformed into a path with 9 edges;

3. for each white critical vertex x of G2 (x ∈ V0), x
is transformed into a white cluster C17 with center
x;

4. for each black critical vertex y of G2 (y ∈ V1), y
is transformed into a black cluster C13 with center
y;

5. for each path between white critical vertex x
and black critical vertex y, construct a tentacle
T (u, v;w) to connect the corresponding clusters of
x and y such that u, v are adjacent to two vertices of
one critical edges in white cluster and w is adjacent
to one corner of black cluster;

6. let the constructed supergrid graph be Gs and

output Gs.
For example, given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

(V0 ∪ V1, E) with maximum degree 3 shown in Fig.
5(a), the embedding supergrid graph G1 is shown in Fig.
5(b). The enlarged supergrid graph G2 by multiplying
the scale of G1 by 9 is shown in Fig. 6. The constructed
supergrid graph Gs is depicted in Fig. 13. By Lemma 2,
line 1 of Algorithm SupergridConstruction can be done
in polynomial time. Clearly, lines 2–6 of the algorithm
can be done in polynomial time. Then, Algorithm Su-
pergridConstruction runs in polynomial time and hence
the following lemma holds true.

Lemma 6. Given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 (V0 ∪
V1, E) with maximum degree 3, Algorithm Supergrid-
Construction constructs a supergrid graph Gs in poly-
nomial time.

Next, we will prove that supergrid graph Gs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if and only if there exists a Hamilto-
nian cycle in the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Before proving
the above property, we first give the relation between
tentacle and Hamiltonian cycle of Gs. For a cycle C
of a graph G and a subgraph H of G, we denote the
restriction of C to H by C|H . Then, C|H is a set of
subpaths of C . We then have the following lemma. Due
to the space limitation, the proof of the lemma is omitted.

Lemma 7. Let Gs be the supergrid graph constructed
from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by Algorithm Super-
gridConstruction, and let T = T (u, v;w) be a tentacle
of Gs. If Gs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C , then there
exists a Hamiltonian cycle C ′ in Gs such that C ′

|T is
a Hamiltonian (s, t)-path of T for s, t ∈ {u, v, w}.

By using the above lemma, we will prove the follow-
ing lemma.

Lemma 8. Let B = (V0 ∪ V1, E) be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with maximum degree 3 and let Gs be the super-
grid graph constructed from B by Algorithm Supergrid-
Construction. Then, graph Gs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if and only if there exists a Hamiltonian cycle in graph
B.

Proof: Assume that the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
(V0 ∪ V1, E)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HCB . We will
construct the corresponding Hamiltonian cycle HCs of
Gs as follows. Let (x, y) be an edge of graph B such
that x ∈ V0 and y ∈ V1, and let the edge be simulated
by a tentacle Txy = T (u, v;w) in Gs. Starting to form
HCs, we will cover Txy by a cross path if (x, y) ∈
HCB, and by a return path otherwise. By Lemm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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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y1
x3

x2

y3

x1

Fig. 13. A supergrid graph Gs constructed from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 (V0 ∪ V1, E) with maximum degree 3 shown in Fig. 5(a),
wher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edges in the constructed supergrid graph.

there exists a cross path or return path of tentacle Txy.
The clusters themselves are covered as in Propositions 3
and 4. The partial paths can be connected to constitute a
Hamiltonian cycle. Note that some critical edges of e′is
(connect to a return path) in Fig. 7(a) must be deleted.
For instance, for the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 (V0 ∪
V1, E) shown in Fig. 5(a), HCB = x1 → y1 → x2 →
y2 → x3 → y3 is a Hamiltonian cycle of B. Then, Fig.
14 depicts its corresponding Hamiltonian cycle HCs in
the constructed supergrid graph Gs shown in Fig. 13.

Assume now that the supergrid graph Gs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HCs. By Lemma 7, we may assume
that for any tentacle T = T (u, v;w), the restriction
HCs|T of HCs to T is a Hamiltonian (s, t)-path for
s, t ∈ {u, v, w}. Then, by our construction of Gs each
tentacle is covered either by a cross path or by a
return path. In our construction of Gs, each tentacle is
connected to only one critical edge of a white cluster, and
each white cluster is attached to at most three tentacles.
On the other hand, each tentacle is connected to only
one corner vertex of a black cluster, and each black
cluster is connected to at most three tentacles.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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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x3

x2

x1

( , )

a cross path

x y HC1 1 � B

y3

y2

( , )

a return path

x y HC3 1 � B

Fig. 14. A Hamiltonian cycle HCs of a supergrid graph Gs constructed from a Hamiltonian cycle HCB = x1 → y1 → x2 → y2 → x3 → y3
of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shown in Fig. 5(a), where solid lines indicate the edges in the cycle.

see that in HCs each white or black cluster is incident
upon exactly two cross paths. Note that each vertex of
B is transformed into a cluster, and every edge of B
is simulated by a tentacle. To construct a Hamiltonian
cycle HCB of graph B, we include in HCB all edges
corresponding to tentacles covered by cross paths. And
each vertex of HCB is a center of one cluster of Gs.
Then, HCB is a Hamiltonian cycle of graph B because
each cluster (white or black) of Gs can not covered by

HCs unless it is incident upon exactly two cross paths.
This completes the proof of the lemma.

Clearly,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for supergrid
graphs is in NP. By Lemmas 6 and 8, we conclude the
following theorem.

Theorem 9.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for super-
grid graphs is NP-complete.

By similar arguments in proving the above theo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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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critical edge
not attached by any tentacle

attached tentacles

t'

s'

Fig. 15. A black cluster Cb in G′
s with two terminals s and t.

we can prove the Hamiltonian path problem for supergrid
graphs to be also NP-complete, as in the following
theorem.

Theorem 10. The Hamiltonian path problem for super-
grid graphs is NP-complete.

Proof: We give a reduction from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on planar bipartite graphs with maximum
degree 3. Given a planar bipartite graph B with max-
imum degree 3, we construct a supergrid graph G ′

s as
follows:
1. Construct a supergrid graph Gs by Algorithm Super-
gridConstruction;
2. Let Cb be a black cluster of Gs such that one critical
edge (s′, t′) in it is not attached to any tentacle;
3. Two new vertices s and t are added to be adjacent to
s′ and t′, respectively, such that the degree of each new
vertex is 1;
4. Let the resultant supergrid graph be G′

s.

Since the degree of each vertex in B is at most 3, each
tentacle is connected to one critical edges, and there are
four critical edges in each black cluster, black cluster
Cb of Gs exists. The construction for attaching two new
vertices is depicted in Fig. 15. By similar arguments in
proving Lemma 8, we can verify that

graph G′
s has a Hamiltonian (s, t)-path if and only if

there exists a Hamiltonian cycle in graph B.

Then, Lemma 8 and NP-completeness of the Hamil-
tonian cycle problem for planar bipartite graphs with
maximum degree 3 complete the proof of this theorem.

IV.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BLEM ON

RECTANGULAR AND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study the Hamiltonian cycle
property of rectangular and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We show that these two subclasses of supergrid graphs
always contain Hamiltonian cycles. In the literature,
Chen et al. [6] and Salman [29] showed the Hamilto-
nian properties of rectangular and alphabet grid graphs,
respectively, as in the following lemmas.

Lemma 11. (See [6].) Let R′(m,n) be a rectangular
grid graph with m,n � 2, where V (R′(m,n)) =
{(vx, vy)|1 + i � vy � m+ i and 1 + j � vx � n+ j}
for any integers i, j. Then, R ′(m,n)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if and only if mn is even.

Lemma 12. (See [29].) Let L′(m,n) be an L-aphabet
grid graph with m,n � 3, where L′(m,n) is defined as
L(m,n). Then, L′(m,n)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if and
only if mn is even.

Since any rectangular grid graph R′(m,n) is a sub-
graph of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R(m,n), R(m,n)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if mn is even. However, we will
show that R(m,n) contains a Hamiltonian cycle if mn
is odd, as in the following lemma.

Lemma 13. Let R(m,n) be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with m,n � 2. Then, R(m,n)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which contains all boundary edges on at least two
intersected sides of R(m,n).

Proof: Recall that R(m,n) contains m rows and n
columns of vertices.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assume
that n � m. When 3 � n � m � 2, the lemma can be
easily verified. In the following, assume that n � m � 4.
Let aij be the vertex locating at i-th row and j-th column
of R(m,n). Consider the following two cases:

Case 1: mn is even. Then, at least one of m and
n is even.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assume that m
is even. Let P1 = a11 → a12 → · · · → a1n,
Pι = aι2 → aι3 → · · · → aιn for m � ι � 2, and
let Pm+1 = a21 → a31 → · · · → a(m−1)1 → am1. Let
Ceven = P1 → rev(P2) → P3 → rev(P4) → · · · → Pj →
rev(Pj+1) → · · · → Pm−1 → rev(Pm) → rev(Pm+1),
where j is odd and m − 1 � j � 1. Then, Ceven is the
desired Hamiltonian cycle for R(m,n).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Hamiltonian cycle is depicted in Fig. 16(a).

Case 2: mn is odd. Then, both m and n are odd.
Let P1 = a11 → a12 → · · · → a1n, Pι = aι2 →
aι3 → · · · → aιn for m − 2 � ι � 2, Pm−1 =
a(m−1)2 → am2 → am3 → a(m−1)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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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6. The Hamiltonian cycles of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R(m,n) for (a) mn is even, and (b) mn is odd, where arrow lines
indicate edges in such cycles.

(a) (b)

Fig. 17. The Hamiltonian cycle for (a)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
P (6, 5), and (b)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 P (5, 5), where arrow
lines indicate edges in such cycles.

a(m−1)τ → amτ → · · · → amn → a(m−1)n, and let
Pm = a21 → a31 → · · · → a(m−1)1 → am1. Let
Codd = P1 → rev(P2) → P3 → rev(P4) → · · · → Pj →
rev(Pj+1) → · · · → Pm−2 → rev(Pm−1) → rev(Pm),
where j is odd and m − 2 � j � 1. Then, Codd is the
desired Hamiltonian cycle for R(m,n).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Hamiltonian cycle is depicted in Fig. 16(b).

It immediately follows from the above cases that the
lemma holds true.

By similar constructions in the proof of Lemma 13,
we can construct a Hamiltonian cycle of a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 For instance, Fig. 17 shows the Hamil-
tonian cycles of parallelism supergrid graphs P (6, 5) and
P (5, 5).

Next,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Hamiltonian property
of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By Lemma 12, an L-
alphabet grid graph L′(m,n) has a Hamiltonian cycle
only if mn is even. However, for an L-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L(m,n) we will show that it always contains
a Hamiltonian cycle. Before proving the Hamiltonian
property, we first giv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Proposition 14. Let C1 and C2 be two disjoint cycles in
graph G. If there exist two edges (u1, v1) and (u2, v2) in
C1 and C2, respectively, such that u1 ∼ u2 and v1 ∼ v2,
then C1 and C2 can be merged into a cycle C .

n

m

4 4m�

2 2n�

L R m n1 = (5 4, )� L R m n2 = ( , 2 2)�

(a)

n

m

L R1 = (11, 4) L R2 = (3, 6)

(b)

C1

C2

incident boundary edges

Fig. 18. (a) The partition of L-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L(m,n),
where dashed line indicates the separation, and (b) a Hamiltonian
cycle of L(3, 4), where arrow lines indicate the edges in the cycle.

To construct a Hamiltonian cycle of an L-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L(m,n), we partition it into two adja-
cent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s. Note that L(m,n) is
a subgraph of R(5m− 4, 3n− 2) for m,n � 3. The L-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L(m,n) is separated into two
disjoint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s L1 and L2 such that
L1 = R(5m−4, n) and L2 = R(m, 2n−2). The partition
is depicted in Fig. 18(a). Since m,n � 3, we obtain that
5m− 4 � 3 and 2n− 2 � 3. By Lemma 13, L1 and L2

have Hamiltonian cycles C1 and C2, respectively, such
that C1 (resp., C2) contains all boundary edges on two
intersected sides of L1 (resp., L2). We may construct
C1 and C2 such that at least one boundary edge in C1 is
incident to one boundary edge in C2. By Proposition 14,
C1 and C2 can be merged into a Hamiltonian cycle of
L(m,n). For example, Fig. 18(b) shows a Hamiltonian
cycle of L(3, 4). We then have the following lemma.

Lemma 15. Let L(m,n) be a L-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with m,n � 3. Then, L(m,n) contains a Hamil-
tonian cycle.

By similar partition, we can separate the other types
of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as follows.

Definition 1. A partition of
(1) an C-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C(m,n) is a sep-
aration of C(m,n) into a L-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C1 = L(m,n) and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C2 =
R(m, 2n− 2),
(2) an F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F (m,n) is a sep-
aration of F (m,n) into a L-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F1 = L(m,n) and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F2 =
R(m, 2n− 4), and
(3) an E-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E(m,n) is a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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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9. The partitions of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for (a) C-alphabet, (b) F -alphabet, and (c) E-alphabet, where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separations.

aration of E(m,n) into a F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E1 = F (m,n) and a rectangular supergrid graph E2 =
R(m, 2n − 2).

Fig. 19 shows the partitions of the above alphabet su-
pergrid graphs. By similar arguments in proving Lemma
15, the following lemma can be easily verified.

Lemma 16. Let C(m,n), F (m,n), and E(m,n) be an
C-alphabet, an F -alphabet, and an E-alphabet super-
grid graph, respectively, for m,n � 3. Then, C(m,n),
F (m,n), and E(m,n) have Hamiltonian cycles.

We have shown that rectangular, parallelism, and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are Hamiltonian. Then, the
following theorem concludes the above results.

Theorem 17. Let B(m,n) be a rectangular or par-
allelism supergrid graph with m,n � 2, and let
A(m,n) be an L-alphabet, C-alphabet, F -alphabet,
or E-alphabet supergrid graph with m,n � 3. Then,
B(m,n) and A(m,n) contain Hamiltonian cycles.

V. CONCLUDING REMARKS

In this paper, we first proposed a novel class of graphs,
namely supergrid graphs. The supergrid graphs contain
grid graphs and triangular grid graphs as subgraphs. We
also give an application to the Hamiltonian problems
of supergrid graphs. Then, we prove that the Hamilto-
nian cycle and Hamiltonian path problems for supergrid
graphs are NP-complete. Finally, we construct Hamilto-
nian cycles on the subclasses of supergrid graphs, in-
cluding rectangular, parallelism, and alphabet supergrid
graphs.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e Hamiltonian
problems for the other subclasses of supergrid graphs,

including solid and linear convex, are polynomial solv-
able. We would like to post it as an open problem to
interested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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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ve sensing of X-ray microtomographic
imag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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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X-ray microtomography (XMT) can be a
useful tool for imaging small objects, with the pixel sizes
of cross-sections down to the micrometer range. The XMT
can provide a three-dimensional image reconstruction
about the object being scanne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a set of two-dimensional projection images on the X-ray
radiography detector, each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incident angle. In principle a high-quality XMT image
from the typical back-propagation (BP) reconstruction
method essentially resorts to scanning coverage, and
unfavorable huge data set acquisition is usually inevitable
for a good image reconstruction. For avoiding the critical
difficulty due to large data set in XMT, we had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compressive-sensing-based high-resolution
algorithm based on weighted norm minimization.
The newly-developed method has been proved its great
potential in compressive sensing, from which a set of much
less amount of projection data values are chosen for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image quality.

Keywords−X-ray microtomography, three-dimensional
image reconstruction, back-propagation reconstruction,
compressive sensing, weighted norm minimization.

1. INTRODUCTION

With the intrinsic principle and comprehensive extension
of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the X-ray microtomography
(XMT) can be a useful tool for imaging small objects, with
the pixel sizes of cross-sections down to the micrometer range.
The resolution of fine pixel sizes in the XMT can provide
a high-resolution image reconstruction, and are physically
appropriate for small animals, biomedical samples, and others
for which minute detail is desired. In the XMT process, the
object is placed between an electronic X-ray source and a
two-dimensional X-ray radiography detector. And then the X-
ray projection images are obtained from many different X-
ray incident directions, by either rotating the scanned object
or rotating the X-ray source and detector synthronously.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s cross sections can be
essentially interpreted as the inverse problem based on these
two-dimensional X-ray projection images.

In the XMT, for simplicity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scanning X-ray beams are assumed to be emitted in the

cone shape and completely penetrate the entire object. In
addition, the refraction and scattering effects of penetration
beams are also negligible. Then the values of the projection
image can be mathematically represented as the line integral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X-ray and the object (simply
characterized as the attenuations of X-ray beams during the
propagation), along the penetration paths across the object.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about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back-propagation reconstruction of XMT can be consulted in
Section 2.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is typically developed in the
continuous form,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in Section 2 or
others, while the data is discretely and finitely sampled by
the two-dimensional digital radiography detector in realistic
XMT applications. Since the data is inevitably limited, even
many sets of two-dimensional data values from different X-
ray incident directions are taken, there will be an infinite
number of data-consistent solutions. The well-known and
representative back-projection (BP) reconstruction method can
be simple and promising, but ring or other shape artifacts
typically exist in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and might blur finer
details of interest.

One typical way for enhancing the image quality is to im-
prove the degree of freedom in the measurement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data over a better scanning coverage scope,
by means of upgrading the instrumental hardware, improving
measurement skills or others. This straightforward treatment
can be promising and reliable even at some cost, but the per-
formance requirement seems go far beyond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n modern applications.

Another way for the image resolution enhancement is to
define a sparse signal as the signal of interest, for which a
maximally sparse representation is typically the solution to be
expected. In this manner,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problem
amounts to seeking a minimum number of vectors (image
bases) to represent the image of interest. One area tha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lately is compressive sensing (CS) [1].
For the XMT applications, CS cannot only avoid the critical
difficulty due to large data set but also provide a means of re-
ducing radiation dosage to the patient, without the necessity of
sacrificing the image quality. 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CS is finding sparse solutions of under-determined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for which the weighted norm minimization
principle [2]–[10] is used to develop a new C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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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of this proposed method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orthogonal projection of the
object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onto the weighted space of data-
consistent estimates.

X-ray source 
in position B

X-ray source 
The object

P
ro

je
ct

io
n 

im
a

ge
 B

Scanning locus

Rotation direction

X-ray source 
in position A

The object
to be scanned

Fig. 1. A circular cone-beam scanning system

2. MATHE MATICAL MODELING AND

BACK -PROPAGATION RECONSTRUCTION OF X-RAY

MICROTOMOGRAPHY

Let’s assume that the X-ray source in the XMT is a circular
cone-beam system, as shown in Fig. 1, and its corresponding
X-ray receiver is a radiography planar detector havingN ×N
pixel sensors arranged in a regular grid, as shown in Fig. 2.
For each X-ray incident angel, a set ofN2 data values can be
collected as a projection image. For simplicity, inhomogeneity
and diffraction effects of X-ray radiation are assumed to be
neglected, and thus the sampled XMT signals regarding the
object functionf can be given by

Rβ,m,n =

∫∫∫

f(~r )Ψβ,m,n(~r ) d
3~r (1)

with

Ψβ,m,n(~r ) = δ
[

~r− σ
−−→
OP− (1− σ)

−→
OS

]

, (2)

for m = 1, 2, . . . , N , n = 1, 2, . . . , N and any realσ. δ is the
Dirac delta function.~r is the position vector, with~r = (x, y, z)
in the three dimensional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O, S and
P indicate the positions of the coordinate origin, X-ray source
and pixel sensor, respectively.β denotes the angle at which
the X-ray beams penetrate into the object, and can typically
be a sequence of numbers between 0 and 180 (or between 0
and 360) with a constant interval.Ψβ,m,n is the propagation
path from the X-ray source to them-th column andn-th row
pixel sensor in the X-ray radiography planar detector at the
incident angle ofβ degree.

The object 
to be scanned

X-ray source
at the angle of β

N × N pixel sensors

R

S

x

y

z

O

X-ray propagation path

( )f r
r

, , ( )m n rβψ r

to be scanned

Fig. 2. The sampled data in a projection image can be represented as the line
integral along the X-ray propagation path across the object in a cone-beam
scanning system.

2.1 Fan-beam backprojection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f considering the parametric configurations in Fig. 3, the
ray path alongSC in a fan-beam scanning system can be
essentially viewed as a ray path in a parallel-beam scanning
system, with the detector bank rotated at the angle ofθ with
respect to thex-axis and the ray path aligned at the distance
of µϕ from the coordinate origin. For parallel projection data,

Rθ(µ) =

∫ ∞

−∞

∫ ∞

−∞

f(x, y)

× δ(x cos θ + y sin θ − µ)dxdy . (3)

The filtered back-propagation (FBP) algorithm can be written
in the form of

f(r, φ) =
1

2

∫

2π

0

∫ ∞

−∞

Rθ(µ)

× h (r cos(θ − φ)− µ) dµdθ , (4)

where

h(µ) =

∫ ∞

−∞

|w|ej2πwµdw . (5)

r andφ are the two-dimensional polar coordinate parameters.
In Eqn. (6), by replacing the integration parameters(µ, θ) by
(t, β) according to the equalities

µ =
tD√

D2 + t2
and θ = β + tan−1

t

D
,

it’ll h ave

f(r, φ) =

∫

2π

0

1

U2

∫ ∞

−∞

Rβ(t)

× g(t′ − t)
D√

D2 + t2
dt dβ (6)

where

U(r, φ, β) =
D + r sin(β − φ)

D
, (7)

t′ =
Dr cos(β − φ)

D + r sin(β − φ)
(8)

and
g(t) =

1

2
h(t)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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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enotes the value oft for the ray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pixel (r, φ) under consideration.

S y

x
O

β

θ

µ

ϕ A
B

C

t

µϕ

tϕ

D

Fig. 3. Parametric illustration of a fan-beam sc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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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Fig. 4. Parametric illustration of a titled fan-beam scanning system.

2.2 Cone-beam backprojection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n principle, the back-projection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cone-beam scanning system can be
modeled under a generalization of successive two-dimensional
fan-beam illuminations. In Fig. 4, if considering the cone-beam
system with the rotation of X-ray source around thez-axis, the
projection data of a fan-beam illumination, rotated at the angle
of β and tilted at the angle ofγ, lie on a horizontal line (CD)

in a planar detector bank. Based on the formula in Eqn. (6),
using theCD-line projection data,Rβ(uγ , vγ), can give the
tilted fan-beam image reconstruction on thetγsγ plane as

f(tγ , sγ) =
1

2

∫

2π

0

(

d(SP )

d(SP )− sγ

)2

×
∫ ∞

−∞

Rβγ
(t′γ , ζ)h

(

d(SP ) tγ

d(SP )− sγ
− t′γ

)

× d(SP )
√

d2(SP ) + t′γ
2

dt′γ dβγ , (10)

where

Rβγ
(t′γ , ζ) = Rβ

(

t′γ
d(SA )

d(SO )
, ζ

d(SA )

d(SO )

)

.

d(AB) gives the length of the line segment ofAB and ζ is
the height of the titled fan above the center of the plane of
rotation. With the equalities

tγ = t , sγ = s
d(SP )

d(SO )
and

dβγ = dβ
d(SO )

√

d2(SO ) + ζ2

Eqn. (10) can be converted into

f(t, s, z) =
1

2

∫

2π

0

(

d(SO )

d(SO )− s

)2

×
∫ ∞

−∞

Rβγ
(t′, ζ)h

(

d(SO ) t

d(SO )− s
− t′

)

× d(SO )
√

d2(SO ) + ζ2 + t′ 2
dt′ dβ , (11)

where
t = x cosβ + y sinβ ,

s = −x sinβ + y cosβ and

z = ζ
d(SO )− s

d(SO )
.

3. SOLUTION SPARSITY AND COMPRESSIVE SENSING

As Eqn. (1) in Section 2, the XMT projection data is
mathematically modeled based on line integrals through the
object function. In practice, measurements will not be pre-
cisely line integrals and the discretization process in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is typically inevitable, for simplicity,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r the use of digital processor. Thus,
the discrete representation of Eqn. (1) can be written in the
form of

Rm =

N
∑

n=1

Amnfn , (12)

for m = 1, 2, . . . ,M . R is the data in anM × 1 vector form,
andf is the object function in aN×1 vector forma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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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atrix A mathematically performs the Radon transform
based on discrete approximation.

Let’s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solving the linear system
of Eqn. (12), Ax = b, for the vectorx. If M < N ,
then Ax = b has infinitely many solutions. For any vector
x = [x1, . . . , xN ]T , the support ofx can be defined to
be the subsetS of {1, 2, ..., N} consisting of thosen for
which the entriesxn 6= 0. For any under-determined system
Ax = b, there will be at least one solution of minimum
support, for which the size of the support setS, s = |S|, is
minimum. However, finding such a maximally sparse solution
typically requires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and is known
to be computationally difficult.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to
have a computationally tractable method for finding maximally
sparse solutions.

In principle, the objective of CS is to exploit sparseness
to reconstruct a vectorf in RJ from relatively few linear
functional measurements [1]. For the purpose of explanation,
let U = {u1,u2, ...,uJ} and V = {v1,v2, ...,vJ} be two
orthonormal bases forRJ , with all members ofRJ represented
as column vectors. Fori = 1, 2, ..., J , let

µi = max
1≤j≤J

{ |〈ui,vj〉| } (13)

and

µ(U, V ) = max{µi | i = 1, ..., I } . (14)

µ(U, V ) is the coherence measure of the two bases; the closer
µ(U, V ) is to the lower bound of1/

√
J , the more incoherent

the two bases are. From Cauchy’s Inequality

|〈ui,vj〉| ≤ 1 (15)

and from Parseval’s Equation

J
∑

j=1

|〈ui,vj〉|2 = ||ui||2 = 1 , (16)

it obtains
1√
J

≤ µ(U, V ) ≤ 1 . (17)

Suppose thatf is a fixed member ofRJ and expanded in
the V basis as

f = x1v1 + x2v2 + ...+ xJvJ . (18)

The coefficient vectorx = [x1, ..., xJ ]
T is said to bes-sparse

if s is the number of non-zeroxj . If s is small, then most of
the xj are zero.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mpute all the linear
functional values

xj = 〈f ,vj〉 (19)

to recoverf exactly. Essentially, the smallers is, the harder it
would be to find an accurate result from randomly selectedxj .
The idea of CS is to obtain measurements off with members
of a different orthonormal basis, which is called theU basis.
In princip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U andV could be the bey

factor for improving a good solution, from which each inner
product measurement

yi = 〈f ,ui〉 = f
T
ui (20)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f . For the case that the two
bases,U andV , are sufficiently incoherent, relatively fewyi
values could provide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f .

If considering the recovery of the vectorf = [f1, ..., fN ]T

from M linear functional values off , where M is much
less thanN , it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pri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vectorf in general. In compressive sampling, the
prior information concerns the sparseness of eitherf itself, or
another vector linearly related tof . In this paper, particularly
considering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support ob-
ject functions in the XMT applications, the weighted norm
minimization principle is used to model our proposed CS
mechanism.

4. COMPRESSIVE-SENSING MECHANISM BASED ON

WEIGHTED NORM MINIMIZATION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2, let’s consider the projection
data values in the XMT can be modeled by the Rand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object function along the corresponding
incident ray paths and also consider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in the BP sense. Then, for the implementational purpose, the
line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function being scanned as
Eqn. (18) can be approximately represented as

f̂(~r ) =
∑

β

∑

m

∑

n

Rβ,m,nΨβ,m,n(~r ) , (21)

where Rβ,m,n are the projection data values andΨβ,m,n

indicate the corresponding incident ray paths. In principle,
the accuracy off̂(~r ) depends on the amount and scanning
coverage of sampled projection data. The straightforward
manner for improving this modality can be achieved by simpl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ampled data and/or extending the
scanning coverage scope, while at the cost of more expensive
hardware and low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ur proposed CS mechanism is modeled by incorporating
the specific weightp(~r ) > 0 into Eqn. (21),

f̂p(~r ) =
∑

β

∑

m

∑

n

aβ,m,nΦβ,m,n(~r ) . (22)

The weighted ray pathsΦβ,m,n(~r ) equalp(~r )Ψβ,m,n(~r ) and
the coefficientsaβ,m,n can be determined in the manner that

Rβ,m,n =
∑

β′

∑

m′

∑

n′

aβ′,m′,n′

∫∫∫

p(~r )

× Ψβ′,m′,n′(~r )Ψβ,m,n(~r )d
3~r . (23)

The superiority of our proposed method is supported by the
data-consistent nature and minimization of the weight norm

‖f̂‖p =

√

∫∫∫ |f̂(~r )|2
p(~r )

d 3~r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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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wo-dimensional images of the original three-dimensional object
function on five different specific cross sections.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findings, the good choice ofp(~r )
typically resorts to the profile information of the true object
function f .

5. SIMULATIONS

To test our findings under more realistic condition, we
applied our newly-developed technique to computed XMT
projection data. The investigation was acquired for test pur-
poses only, while it virtually presents its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For our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s, the original object
function was set as a 101 by 101 by 101 three-dimensional
image, as Fig. 5. Though there might exist a better way to
display a three-dimensional image, we only take a simple way
by showing two-dimensional images on five different specific
cross sections.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BP estimations, as shown in Fig.
6, 120 different incident angles from 0 to 360 degrees were
chosen with a uniform increment of 3 degrees, and for each
incident angel 10 by 10 data values were sampled on its
corresponding X-ray projection image plan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MWN estimations, as shown
in Fig. 7, only 40 different incident angles from 0 to 360
degrees were chosen with a uniform increment of 9 degrees,
and for each incident angel 10 by 10 data values were sampled
at the same positions as that in the BP estimation on its
corresponding X-ray projection image plane. For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estimations, the sampled data values for the
BP estimation were three times that for the MWN estimation,
but the MWN estimate clearly shows a superior image quality
than the BP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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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Two-dimensional image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BP estimate on
five different specific cross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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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Two-dimensional image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WN estimate
on five different specific cross sections.

6.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weighted norm minimization principle with
the two-dimensional projection image planes, we have suc-
cessfully developed a promising CS mechanism for the XMT.
From the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results our proposed
method clearly shows a great potential in CS, as compared to
the well-known BP image reconstruction method. In principle,
the optimization of our proposed minimum-weighted-norm-
based CS in the data acquisition critically depends on the
choice of weight. While this weight-oriented nature might fail
to realize and promote the applicability in practical applica-
tions, a training process could be still applied to accommodate
a specific class of image reconstruction problems. For the
imaging applications in which there typically exist a huge
Randon-transform-based data set, our proposed CS method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ursuing more-efficient data
acquisition strategy without the necessity of sacrificing the
imag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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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a novel approach 

anticipated the synergy effects between the 3-

opt and the mutation operator from the 

Genetic Algorithm (GA) is presented for 

solving the Euclidean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TSP). To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a set 

of benchmark instances from the TSPLIB are 

tested. The comparati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extremely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Keywords—Heuristic,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3-opt, Mutation operator 

1. INTRODUCTION 

The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TSP) is a 

classic problem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and has widely applications in network, 

engineering, commerce, and transportation fields. 

The TSP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problem of 

finding a minimum distance tour of N cities, 

starting and ending at the same city and visiting 

each other city exactly once. Because of its many 

important applications, the TSP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famous and extensively studied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7]. In 

spite of the simplicity of its problem statement, 

the TSP is a classic NP-hard optimization 

problem [3]. Therefore, there is no known 

polynomial-time algorithm that is able to solve all 

instances of the problem. Consequently, it has 

inspired well over a thousand publications 

devoted to analyses and algorithms attempting to 

solve it more effectively.  

Algorithms for solving the TSP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exact algorithms and heuristic 

algorithms. Due to their excellent performances 

in solving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problems, 

meta-heuristic algorithms such as Simulated 

Annealing [2,19], Tabu Search [5,9], Genetic 

Algorithms [11,8], Neural Networks [16,10],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6,12],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18,15], Honey Bees Mating 

Optimization [20] and Memetic Algorithm [21] 

are grouped into another class of search methods 

for solving the NP-hard optimization problems 

efficiently. 

To reach good solutions, local search 

procedures are often combined with meta-

heuristics. For the TSP, the best local search 

algorithms are based on the so-called edge 

exchange procedures. The well-known k-opt 

move for the TSP replaces k edges in the tour by 

any other set of k edges such that a new feasible 

tour is formed. The most cost-effective k-opt 

algorithms for the TSP have been 2-opt and 3-opt 

[8, 13].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echanisms of 

marking and neighbour lists and the guided local 

search metaheuristic, the procedures 

systematically detect optimal or high-quality 

solutions within short computation times.  

As indicated by Wu et al. [17] that the 

simulated annealing (SA) algorithm combining 

the mutation operator from the GA can produce a 

better algorithm than either the SA or the existing 

algorithms alone. Therefore, a novel approach 

anticipated the synergy effects between the 3-opt 

and the mutation operator from the GA is 

presented for solving the TSP. 

The remainder of this article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describes the problem 

definition. Section 3 detai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proposed approac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verified in Section 4 and 

the conclusion is given in Section 5. 
 

2. PROBLEM DEFINITION 

An easy way to comply with the conference 

paper formatting requirements is to use this 

document as a template and simply type your text 

into it. 

2.1.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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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SP was first described by Hassler 

Whitney in 1932 at a conferenc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The TSP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 

planning a trip to minimize the total distance 

travelled by a salesman who starts from his home 

city, visits each of N cities exactly once and then 

returns home [4]. In graph theory, the problem 

can be defined on a graph G = (V, A), where V = 

{v1, . . . ,vn} is a set of n vertices (nodes) and A = 

{(vi,vj)|vi,vj  V, i ≠ j} is a set of arcs, together 

with a nonnegative cost (or distance) matrix C = 

(cij) associated with A. The problem is considered 

to be symmetric (STSP) if cij = cji for all (vi,vj)  

A, and asymmetric (ATSP) otherwise. Elements 

of A are often called edges (rather than arcs) in 

the symmetric case. The version of STSP in 

which distances satisfy the triangle inequality (cij 

+ cjk ≧cik) is the most studied special case of the 

problem. The STSP (ATSP) consists in 

determining the Hamiltonian cycle (circuit), often 

simply called a tour, of minimum cost. 

2.2. Lin–Kernighan local search 

The local search is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 Lin–Kernighan local search [14] and it was 

considered for many years to be the ‘‘uncontested 

champion’’ in local search heuristics for the TSP 

[21]. The Lin–Kernighan local search uses the 

concept of λ-optimal. A tour is said to be λ-

optimal if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a shorter tour by 

replacing any λ edges by any other λ edges. The 

larger the λ value, the more likely the chance that 

the λ-optimal tour is actually optimal increases. 

Unfortunately, the processing time required to 

find λ-optimal tours is intractable for large λ 

valu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values for λ are 

2 (i.e. 2-opt) and 3(i.e. 3-opt).  

The 2-opt algorithm was first proposed by 

Croes [8]. This move deletes two edges, thus 

breaking the tour into two paths, and then 

reconnects those paths in the other possible way. 

See Fig. 1. In 3-opt, the exchange replaces up to 

three edges of the current tour. See Fig. 2. 

 

 

Fig. 1 A 2-opt move: original tour on the left and 

resulting tour on the right. 

 

Fig. 2 A possible 3-opt move: original tour on the 

left and resulting tours on the right. 

3. PROPOSED ALGORITHM 

Among simple local search algorithms, the 

most famous are 2-opt and 3-opt. Although 2-opt 

and 3-opt have been the most cost-effective k-opt 

algorithms for the TSP. However, it is inevitable 

that solutions generated by these algorithms get 

trapped on local optima. Thus, a function or 

procedure guiding the solution to escape from the 

local optima and proceed toward more diversified 

solution space is hence strongly needed to search 

for the global optima. The mutation operator of 

the GA plays this role. 

In GA, the mutation operator is usually applied 

to solutions at hand with a certain probability to 

escape from local solutions and/or to prevent 

premature convergence. This special feature of 

the mutation operator provides a higher degree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solution searching proces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ynergy effects from both 

the 3-opt and the GA can be appreciated through 

a proper collocation of both techniques.  

The proposed approach consists of two stages: 

the initial s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s. The random method is adapted in 

the first stage to produce an initial solution, while 

the 3-opt continuously improves and generates 

more effective solutions through the 3 edges 

exchange procedures to produce a new 

neighbourhood solution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proposed generic framework for MOPT is shown 

in Fig.3 which is actual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ix steps: 

 

Step 1. Initialization of computational parameters. 

Step 2. Construction of initial solution.  

Step 3. Improving of neighbourhood solutions by 

3-opt.  

Step 4. Update of better solutions found.  

Step 5. Check of timing for mutation. 

Step 6. Generate new solution through mutation 

strategy (as shown in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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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at the first three steps are the same as 

the 3-opt algorithm, while Step 6 generates new 

solutions with higher degree of diversific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the 

global optima.  

For the MOPT algorithm, the random method is 

applied to produce a new neighbourhood solution 

and the values of parameters are given below: a 

limit of iterations for each run is set to 5000 and 

the mutation probability (β) for each gene is set at 

0.9. 

 

Fig. 3 A generic framework for MOPT 

 

Fig. 4 Pseudo-code of mutation strategy 

4.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test its performance, we apply our 

proposed approach to 8 datasets, obtained from 

TSPLIB and compar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ith 3-opt and the one 

presented in [15]. The proposed approach was 

coded in Visual C++ 6.0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implemented on an Intel Core-i7 2.3GHz PC. 

Due to the proposed method might have 

stochastic features, five independent runs were 

performed for each test instance.  

4.1. Results comparison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nd 

compared in Table I. As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Table I the optimal solution has been found in all 

instances, and we can see that our proposed 

method, MOPT, are better than Chen and Chien’s 

method [15] and 3-opt. For the data sets eil51, 

kroD100, kroE100, and ch130 shown in Table I, 

we also can see that Chen and Chien’s method 

(2011) cannot find the best solutions shown in the 

TSPLIB, whereas our proposed method can find 

the optimum solutions. 

  

TABLE 1 

COMPARISONS OF COMPUTATION RESULTS 

No TSP instance Optimum  
Other methods 

 
Proposed method 

 
3-opt aHM[15] 

 
MOPT CPU (s) 

1 eil51 426 
 
433 427 

 
426 1.19 

2 eil76 538 
 
568 538 

 
538 5.26 

3 kroA100 21282 
 
21826 21282 

 
21282 16.28 

4 kroB100 22141 
 
22894 22141 

 
22141 17.26 

5 kroC100 20749 
 
21370 20749 

 
20749 20.25 

6 kroD100 21294 
 
22386 21309 

 
21294 20.07 

7 kroE100 22068 
 
23079 22068 

 
22068 17.59 

8 ch130 6110 
 
6390 6141 

 
6110 35.39 

a
HM: Represents  Chen and Chien’s hybrid method (2011) 

4.2. Effect of mut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utation strategy, we compared the 3-opt without 

mutation strategy against the 3-opt with mutation 

strategy (i.e. our proposed method MOPT).  Fig. 

5 shows the ratio (best found/ optimal solution) of 

two methods for 8 TSP instances. It can be easily 

seen from Fig. 5 that the MOPT is the winner, 

since the ratios are equal to 1 in all instances. 

Hence, based on Fig. 5,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3-

opt with mutation strategy is clearly superior to 

the 3-opt for the Euclidean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Construct initial solution 
  

Start 
  

Improve neighborhood solutions by 3-opt 
  

  
Is it better than 

best solutions found 

so far ? 
    

Stop criterion is true?  
  

Check timing for 

mutation 
  

Reset solution stagnancy  
counter and update best  

solutions so far 
  

Apply mutation operator  
and generate new  

solution 
  

Reset mutation counter 
  

Report best solutions found 
  End 

  

Yes 
  

No 
  

Yes 
  

No 
  

Yes 
  

N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parameters 
 

  

 
Mutation_strategy ( β ) 

{ 

Let the current solution (S) equal to the current best solution (S
*
). 

    FOR each city DO 

{ 

Generate a random number (0,1)r U . 
IF ( r  ) 

Exchange city with any city other than the current one. 
          ELSE 

              Stay city in the current travelled ord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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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Results of MOPT and 3-opt on 8 test 

instances. 

 

6.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a novel approach anticipated the 

synergy effects between the 3-opt and the 

mutation operator from the GA was introduced 

for the effective handling of the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TSP). One of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was to show that the 

mutation operator from the GA can be used with 

3-opt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TSP with remarkable 

results both to quality and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The algorithm was applied on a set of 

benchmark instances from TSPLIB and gave very 

satisfactory results. More test problems from the 

open literature are to be adopted in the near future 

to fully confirm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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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OPC實現對位平台步進馬達驅動系統 

 

摘要 
本 文 使 用 可 程 式 化 邏 輯 閘 陣 列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開發板

做為平台，以系統可程式化晶片(System on a 

Programmable Chip，SOPC)技術實現步進馬達

梯形速度曲線規劃，並且搭配周邊硬體電路，

取代傳統對位平台系統的軸控卡，進行對位平

台系統運動控制，最後並以馬達編碼器進行速

度曲線驗證。 

關鍵詞：步進馬達轉速、梯形速度曲線、嵌入

式系統、FPGA、SOPC、Nios II 

1. 前言 

隨著工業的快速發展，在產品的生產線中

為求維持品質，常會安排作業員在產線上進行

檢測並淘汰劣品，但由於人工檢測的速度無法

提高而降低生產量。因此自動化設備則是經濟

有效的方式，其中包括生產製造系統設備、檢

測系統設備、量測系統設備…等。自動化設備

常用於重複性高且耗費人力的工作，特別適合

用在追蹤 、監視、檢測、定位與紀錄等作業。 

在眾多自動化生產設備當中，對位平台系

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將對位平台系統依功

能簡單的區分為影像處理與運動控制兩個部

分，一般市售的傳統對位平台系統，在運動控

制是以在 PC 端開發的應用軟體來產生所需的

運動控制軌跡與曲線，再透過軸控卡將運動量

輸出至驅動器，驅動步進馬達完成工作平台的

位置控制。 

本文以 FPGA開發平台作為設計環境，在

其中建立一顆可程式的處理器，負責軟韌體運

算或資料處理，並且搭配周邊硬體電路，取代

傳統對位平台系統的軸控卡，進行對位平台三

軸運動控制。相較於一般 PC-Based 的對位平

台系統，本文之設計具有低成本、散熱需求低、

即時且穩定度高、所佔空間小、資料安全性

高…等優勢，未來可實際應用於產業之自動化

對位系統之中。 

1.1 傳統對位平台系統架構 

一 般 對 位 平 台 系 統 是 將 CCD 

(Charge-coupled Device)攝影機架於固定座，觀

測工作平台，並經由影像分析的結果來控制工

作平台的運動。對位平台系統常應用於面板製

程、半導體設備、定位系統控制、工廠自動化

等。  

 

Motor Driver

Motor

PC
工作平台

X1軸

MotorMotor

X2軸 Y

Motor Driver

Motor Driver

CCD攝影機

PCI

影像擷取卡

PCI
馬達驅動器

軸控卡馬達

圖 1 傳統對位平台系統架構 

1.2 傳統對位平台系統運動控制架構 

傳統對位平台系統主要透過 PC 上的應用

軟體進行對位平系統的運動控制與規劃，並將

控制量由軸控卡輸出至馬達驅動器，再由馬達

帶動平台移動，且配合設置在平台周邊的光感

測器邊界開關的回授訊號，限制平台位移的最

大行程，以避免因誤動作造成平台機械結構受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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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軟體 軸控卡 馬達驅動器 馬達

平台機構
光感測器

圖 2 傳統對位平台系統運動控制架構 

2. 系統介紹  

近年來，科技產業發展迅速，積體電路體

積小、功能多、可靠性高、價錢便宜等優點，

使得 SOPC的設計方式在電子產品的開發中大

量的被採用，例如：日常生活中的家電、多媒

體電子產品、可攜式裝置等。SOPC 是種系統

設計技術，用於軟硬體整合設計，讓我們可以

很快速將軟韌體程式都放至於單一個可規劃

晶片中，這種設計方式，具有快速以及系統客

製化等優點。在工業自動化的方面，考慮設備

成本問題時，嵌入式系統或許是符合低成本的

解決方式，本文使用 Altera 公司的 SOPC技術

配合 Nios II處理器核心，實現了對位平台的運

動控制系統。 

2.1 對位平台系統運動控制架構 

本 文 藉 由 Nios II 、 HDL(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模組與自主設計的擴充

子板取代傳統對位平台的應用軟體與軸控卡，

可大幅降低系統成本。如圖 3 所示，主要由

Nios II、HDL模組進行速度曲線規劃，再將控

制訊號送至 HSMC(High Speed Mezzanine Card)

介面連接的擴充子板來對平台進行運動控

制。 

 

馬達驅動器
馬達

平台機構光感測器

FPGA

擴充子板

HSMC

HDL

 
圖 3 對位平台系統運動控制架構 

2.2 步進馬達速度曲線規劃 

為了讓定位平台提高工作效率與延長平台

機構壽命，所以加入了速度曲線的規劃。我們

必須由低速運轉升至高速運轉，再由高速運轉

逐漸降至低速，減少步進馬達失步與過步現象

發生。 

2.3 步進馬達梯形速度曲線[1-2] 

首先介紹梯形速度曲線(Trapezoid Velocity 

Profile)，梯形速度曲線也稱為 T-curve，如圖 4

所示，可以將梯形速度曲線分為三個區間，有

加速區間、均速區間與減速區間。由於步進馬

達轉速與脈波頻率成正比，所以圖中 Y軸代表

步進馬達轉速脈波頻率，單位為 PPS(Pulse Per 

Second)，X軸代表時間，單位為秒。通常我們

可以透過控制脈波的疏密程度來控制步進馬

達的轉速，脈波愈密表示轉速愈高，脈波愈疏

表示轉速愈低。 

 

0

maxf

maxt
Acceleration Constant Deceleration

PPS

Time

 

圖 4 梯形速度曲線 

2.4 步進馬達步進脈波產生 

如圖 5所示，若要讓步進馬達轉子維持固

定轉速，就必須輸出固定頻率的脈波，脈波頻

率的計算方式如方程式(1)所示，其中 t 表示脈

波輸出延遲時間， nc 表示延遲時間計數值， tf

表示計數頻率。 

(sec)
t

n
tn

f

c
tct      (1) 

Step pulse

0t 1t 2t
10tct 

21tct 
Time

 
圖 5 步進馬達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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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程式(2)與(3)可以得知步進馬達位移

與轉速的關係，再由方程式(4)、(5)、(6)推導

出方程式(7)、(8)。藉由方程式(7)與(8)我們可

以產生出梯形加速區間；均速區間則保持；減

速區間則將加速區間反向輸出即可，其中 )(t

為時間內轉速， )(t 為時間內位移，n為總步

進數，a為步進角， nt 為脈波延遲週期， 0c 為

初始延遲時間計數值， nc 為第 n步的延遲計數

值。 

tdt
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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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dt
t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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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步進馬達梯形速度曲線-加速區間 

2.5 步進馬達梯形速度曲線相關參數設定 

規劃步進馬達的梯形速度曲線時，我們需

要設定下列幾項參數，包含有總行程步數

(Steps of number)、加速度(Acceleration)、減速

度(Deceleration)、最高速(Maximum speed)、步

進角(Motor step angle)、計數頻率(Frequency)

等。 

Steps of number

PPS

Time

A
cc

el
er

at
io

n

Maximum speed

D
eceleration

圖 7 梯形速度曲線參數 

 

以上述幾項中的三個參數：總行程步數、

最高速、加速度來定義梯形速度曲線，然而這

三個參數必須滿足下列限制條件(9)，才能完整

呈現梯形速度曲線[3]。 

 

0
onAccelerati

speedMaximum

speedMaximum

numberofSteps  (9) 

2.6 步進馬達驅動流程 

開始

結束

是否完成
動作?

是

計算梯形
速度曲線參數

梯形速度曲線資料
寫入外部HDL模組

輸出梯形速度曲線
訊號至擴充子板

擴充子板輸出差
分訊號至步進
馬達驅動器

否

 
圖 8 步進馬達驅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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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結果與討論 

3.1 實驗設備與環境 

由於本文使用的步進馬達為開迴路，並沒

有裝設編碼器，所以我們把步進馬達經由聯軸

器與 Faulhaber 3242 系列的直流馬達連接，透

過計算直流馬達編碼器產生的 QEP(Quadrature 

Encoder Pulse)來驗證步進馬達的梯形速度曲

線。 

 

 
圖 9 步進馬達與直流馬連接 

3.2 QEP解碼模組 

QEP 解碼模組是以 HDL 實現，增量式編

碼器輸出為 A、B兩方波訊號，其中 A與 B訊

號相差 90度，所以將 A、B訊號進行分析後可

以獲得馬達轉向及角位置資訊[4]。如圖 10 所

示，本文採用每圈 512個脈衝之增量式編碼器，

經四倍頻解析後每圈會產生 2048個脈衝邊緣，

由於 A與 B相差 90度，故當 A領先 B時表示

馬達正轉，反之則表示馬達反轉。 

CW

CCW

A

B

A

B

 
圖 10 增量式編碼器輸出訊號 

 

四倍頻的解析是將前一次的 A、B 訊號存

入暫存器，再與當前 A、B 訊號各自比較，如

果前一次的訊號與當前的訊號不同則表示訊

號轉態產生邊緣，比較完成後將目前 A、B 訊

號暫存等待下一次 A、B 訊號的比較。接下來

判斷 A、B 邊緣訊號來產生新的脈衝訊號，當

A或 B訊號有邊緣產生時發送出脈衝訊號，若

無邊緣產生則保持低邏輯準位。經由上述方法

可將 A、B 兩訊號從每圈 512 個脈衝訊號，產

生出每圈 2048 個脈衝訊號，可提高 4 倍的解

析度，如圖 11所示。 

 

A

B 0

1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Register

Register

 

圖 11 四倍頻解析 

3.3 轉速量測 

使用以下兩種方式來估算馬達的轉速，分

別為頻率量測：量測固定時間內編碼器回授的

脈衝數，如圖 12 所示；週期量測：計算固定

脈衝數所花費的時間。轉速量測運算如方程式

(10)，其中 N 為編碼器輸出脈衝數， sT 為取樣

時間，另外 60表示 1分鐘有 60秒，2048表示

馬達一圈經編碼器訊號經四倍頻後的脈衝數

[5]。 

sT
NrpmSpeed




2048

60
)(   (10) 

編碼器
四倍頻
脈衝訊號

sT
sT

4N 5N

 
圖 12 轉速量測原理 

 

若使用編碼器的訊號來估測馬達的轉速會

有固定誤差，就如同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將類比訊號轉為數位訊號時，有解析

度與取樣率造成的誤差問題一樣，因此我們加

入一高頻脈衝訊號來改善頻率量測法，如圖 13

所示。 

步進馬達 直流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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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取樣時間

改善後取樣時間

編碼器
四倍頻
脈衝訊號

高頻脈衝訊號

固定誤差

圖 13 改善後轉速量測原理 

 

改善量測的計算式如方程式(11)，其中 N

為改善後取樣時間內所計數編碼器四倍頻脈

衝訊號計數值，F 為本文所採用的高頻脈衝頻

率，Fcounter 為改善後取樣時間內所計數的高

頻脈衝數。以此方法進行馬達轉速量測，更能

逼近實際轉速[6]。 

Fcounter

NF
rpmSpeednew




2048

60
)(  (11) 

3.4 實驗結果 

我們以實驗一為例，從實驗結果中可以明

顯的看出曲線呈現梯形，將行程步數設定為

8000 步(轉子旋轉 4 圈)，最高速度：1500 

PPS(45rpm)，加速度與減速度皆設定為 750 

steps/
2sec ，換句話說約在兩秒時會達到最高速

度 1500 PPS(45rpm)，對照實驗結果也是符合這

樣的推論。轉速誤差的部分，誤差量大約都在

  6 rpm 以內。因本文使用的步進馬達步進角

為 1.8 度，經由驅動器微步進設定，將步進角

分割為十分之一(每步為 0.18 度)，所以轉子旋

轉一圈為 2000步。Faulhaber 3242系列的直流

馬達編碼器訊號，經四倍頻解析後，解析度為

2048，所以旋轉 4圈為 8192，觀察位置控制的

實驗結果，步進馬達在實驗中並無失步與過步

的情況發生，如圖 20。 

表 1 實驗一 

最高轉速
(PPS) 

加速度
(steps/

2sec ) 

減速度
(steps/

2sec ) 
行程距離 

(Steps) 

1500 

(45rpm) 
750 750 8000 

 

 
圖 14 步進馬達梯形速度曲線(實驗一) 

 
圖 15 轉速誤差(實驗一) 

表 2 實驗二 

最高轉速
(PPS) 

加速度

(steps/
2sec ) 

減速度

(steps/
2sec ) 
行程距離 

(Steps) 

2000 

(60rpm) 
1000 1000 8000 

 

 
圖 16 步進馬達梯形速度曲線(實驗二) 

 
圖 17 轉速誤差(實驗二) 

表 3 實驗三 

最高轉速
(PPS) 

加速度
(steps/

2sec ) 

減速度
(steps/

2sec ) 
行程距離 

(Steps) 

2500 

(75rpm) 
1250 125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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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步進馬達梯形速度曲線(實驗三) 

 
圖 19 轉速誤差(實驗三) 

 
圖 20 位置命令與響應(實驗三) 

 

4. 結論 

本文使用 FPGA 進行梯形速度曲線規劃，

取代軸控卡的功能，且經由實驗進行驗證，證

明確實可行，不僅運用 FPGA的特性可同時驅

動多軸，且藉由嵌入式系統低成本、高穩定性、

高即時性等優勢，改善 PC-based 的缺點。因此

未來非常適合應用於產業之自動化對位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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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二段式高速讀取之 5T SRAM 

 

 

摘要 
本論文提出一種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SRAM)，其主要包括一記憶體陣列、複數個

控制電路、複數個預充電電路以及一待機啟動

電路，該記憶體陣列係由複數列記憶體晶胞與

複數行記憶體晶胞所組成，每一列記憶體晶胞

設置一個控制電路，且每一記憶體晶胞係包括

一第一反相器（由一 PMOS 電晶體 P11 與一

NMOS 電晶體 N11 所組成）、一第二反相器（由

一 PMOS 電晶體 P12 與一 NMOS 電晶體 N12

所組成）及一存取電晶體（由 NMOS 電晶體

N13 所組成）。於讀取模式之第一階段時，將

NMOS電晶體N11的源極從原本的接地電壓改

為比接地電壓還低，此時可配置較小通道寬長

比之 NMOS 電晶體 N11 與 NMOS 電晶體 N12

即可完成讀取動作，且於讀取邏輯 0 時也不會

造成 NMOS 電晶體 N12 由於瞬間導通而阻礙

讀取操作，而於讀取模式之第二階段時則將藉

由將 NMOS 電晶體 N11 的源極從比接地電壓

還低設定回接地電壓，以便減少無謂的功率消

耗；於寫入模式時，將 NMOS 電晶體 N11 的

源極維持原本的接地電壓，此時因配置有較小

通道寬長比之 NMOS 電晶體 N11，因此可有效

避免習知具單一位元線之單埠 SRAM 存在寫

入邏輯 1 相當困難之問題；於待機模式時，可

有效降低漏電流，而於保持模式時則可維持原

有的電氣特性。再者，藉由該待機啟動電路的

設計，以有效促使具單埠 SRAM 快速進入待機

模式，並因而有效提高單埠 SRAM 之待機效

能。 

關鍵詞：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預充電電路、

待機啟動電路、待機模式、漏電流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Five-Transistor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5T SRAM), 

which includes a memory array, a plurality of 

control circuits, a plurality of precharge 

circuits and a standby-start circuit. The 

memory array is composed of plural column 

cells and plural row cells, each row cell 

having a control circuit. Each memory cell 

includes a first inverter, including a PMOS 

transistor P11 and a NMOS transistor N11, a 

second inverter, including a PMOS transistor 

P12 and a NMOS transistor N12, and an 

access transistor with a NMOS transistor 

N13.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reading mode, 

lower the source electrode of the NMOS 

transistor N11 from an original ground 

voltage to less than the ground voltage, at 

this time can configure the smaller channel 

width to length ratios of the NMOS transistor 

N11 and NMOS transistor N12 to complete 

reading a logic 0 during which the NMOS 

transistor N12 is always off.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reading mode, back the source 

electrode of the NMOS transistor N11 to the 

ground voltage in order to reduce 

unnecessary power consumption. In writing 

mode, maintain the source electrode of the 

NMOS transistor N11 at the original ground 

voltage, due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maller channel width to length ratio of 

NMOS transistor N11, it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conventional single-bit-line of a 

single-port SRAM exists a problem of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in writing a logic 1. In 

standby mode,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leakage current, while in the holding pattern 

can maintain their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with the standby-start circuit is 

design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a single-port 

SRAM quickly enter standby mode, and thu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ingle-port 

SRAM of standby. 

Keywords: SRAM, precharge circuit, 

standby-start circuit, Standby mode, leakag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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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如圖 1 所示 6T 單埠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SRAM)晶胞之電路示意圖，其中，PMOS 電

晶體 P11 和 P12 稱為負載電晶體（ load 

transistor），NMOS 電晶體 N11 和 N12 稱為驅

動電晶體（driving transistor），NMOS 電晶體

N13 和 N14 稱 為 存 取 電 晶 體 （ access 

transistor），WL 為字元線（word line），而 BL

及 BLB 分別為位元線（bit line）及互補位元線

（complementary bit line），由於該單埠 SRAM

晶胞需要 6 個電晶體，且於讀取邏輯 0 時，為

了避免讀取操作初始瞬間（initial instant）另一

驅動電晶體導通，必須將驅動電晶體與存取電

晶體間的電流驅動能力比（即單元比率，cell 

ratio）設定在 2.2 至 3.5 之間，而導致存在有高

集積化困難及價格高等缺失。 

圖 1 所示之 6T 單埠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SRAM)晶胞於寫入操作時之 HSPICE 暫態分

析模擬結果，如圖 2 所示，其係使用 TSMC 90

奈米 CMOS 製程參數加以模擬。 

用來減少 6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SRAM）晶胞之電晶體數之一種方式係揭露

於圖 3 中。如圖 3 所示，一種僅具單一位元線

之 5T 單埠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之電路示

意圖，與圖 1 之 6T 單埠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晶胞相比，此種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

比 6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少一個電晶體

及少一條位元線，惟該 5T 單埠靜態隨機存取

記憶體晶胞在不變更 PMOS 電晶體 P11 和 P12

以及 NMOS 電晶體 N11、N12 和 N13 的通道

寬長比（亦即保持與 6T SRAM 晶胞相同之電

晶體通道寬長比）以維持靜態雜訊邊際(Static 

Noise Margin, SNM)的情況下存在寫入邏輯 1

相當困難之問題。茲考慮記憶晶胞左側節點 A

原本儲存邏輯 0 的情況，由於節點 A 之電荷僅

單獨自位元線（BL）傳送，因此很難將節點 A

中先前寫入的邏輯 0 蓋寫成邏輯 1。如圖 3 所

示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於寫入操

作時之 HSPICE 暫態分析模擬結果，如圖 4 所

示，其係使用 TSMC 90 奈米 CMOS 製程參數

加以模擬，由該模擬結果可証實，具單一位元

線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存在寫入邏

輯 1 相當困難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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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習知 6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之電路 

 

 
圖 2 習知 6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之寫入

動作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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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習知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之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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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習知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之寫入

動作時序 
 

至今，有許多解決上述 5T 靜態隨機存取

記憶體晶胞寫入邏輯 1 困難之方法[1]-[20]，第

一種方法[1]-[5]為寫入時將供應至記憶體晶胞

之電壓位準拉低至低於電源供應電壓

（VDD），以便於寫入邏輯 1 時（假設節點 A

原本儲存邏輯 0，而現在欲寫入邏輯 1），藉由

提高驅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1 之導通電

阻以於寫入操作期間能使驅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2 導通，而完成寫入邏輯 1 之操作，

該方法雖可有效解決寫入邏輯 1 困難之問題，

惟由於該等方法需設置雙電源及 /或放電路

徑，且該等方法寫入時須將供應至記憶體晶胞

之電壓位準拉低至低於電源供應電壓（VDD）

並於寫入完成後將供應至記憶體晶胞之電壓

位準回復為電源供應電壓（VDD），因此均會

造成無謂的功率耗損，再者該方法未考慮到降

低待機功率及45奈米操作電壓將降為1.1±30%

時所造成讀取速度降低等問題，因此仍有改進

空間。 

第二種方法[6]為重新設計 PMOS 電晶體

P11 和 P12 以及 NMOS 電晶體 N11、N12 和

N13 的通道寬長比，惟由於 PMOS 電晶體 P11

和 P12)的通道寬長比不再相同且 NMOS 電晶

體 N11 和 N12 的通道寬長比不再相同，因此會

使靜態雜訊邊際(SNM)降低，且亦未考慮到降

低待機功率及45奈米操作電壓將降為1.1±30%

時所造成讀取速度降低等問題，因此仍有改進

空間。 

第三種方法[7]為寫入時將供應至記憶體

晶胞之存取電晶體 N13 閘極之字元線（WL）

電壓位準拉高至高於電源供應電壓（VDD），

以便於寫入邏輯 1 時（假設節點 A 原本儲存邏

輯 0，而現在欲寫入邏輯 1），藉由降低存取電

晶體 N13之導通電阻以於寫入初始瞬間（initial 

instant）能使驅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2 導

通，而完成寫入邏輯 1 之操作，惟由於寫入時

將供應至記憶體晶胞之存取電晶體(N13)閘極

之字元線（WL）電壓位準拉高至高於電源供

應電壓（VDD）會增加寫入干擾（write 

disturb），且亦未考慮到 45 奈米操作電壓降為

1.1±30%時所造成讀取速度降低之問題，因此

仍有改進空間。 

第四種方法[8]-[11]為寫入時將驅動電晶

體 NMOS 電晶體 N11 之源極電壓位準拉高至

高於接地電壓，以便於寫入邏輯 1 時（假設節

點 A 原本儲存邏輯 0，而現在欲寫入邏輯 1），

藉由提高驅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1 之汲

極電壓位準，以於寫入初始瞬間能使驅動電晶

體 NMOS 電晶體 N12 導通，而完成寫入邏輯 1

之操作，惟由於該等專利均未考慮到 45 奈米

操作電壓降為 1.1±30%時所造成讀取速度降低

之問題，因此仍有改進空間。 

第五種方法為寫入時藉由背閘極偏壓

（back gate bias）技術以提高驅動電晶體

NMOS電晶體N11之臨界電壓並同時降低存取

電晶體 N13 之臨界電壓，以便於寫入邏輯 1 時

（假設節點 A 原本儲存邏輯 0，而現在欲寫入

邏輯 1），藉由提高驅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1 之汲極電壓位準，以於寫入初始瞬間能使

驅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2 導通，而完成

寫入邏輯 1 之操作，惟該方法須使用分離井

（split well）會增加製程複雜度，因此鮮少使

用。 

第六種方法[12]-[13]為重新設計 PMOS 電

晶體 P11 和 P12 以及 NMOS 電晶體 N11、N12

和 N13 之間的連接關係，惟由於該等非專利文

獻並未考慮到45奈米操作電壓降為1.1±30%時

所造成讀取速度降低之問題，因此仍有改進空

間。 

最後，探討[14]-[20]藉由將所有記憶體晶

胞中之 NMOS 電晶體 N11 和 N12 之源極電壓

由原本之接地電壓提高至較接地電壓為高之

一預定電壓，以謀求降低待機操作之功率消耗

的之技術，該等技術於待機操作時，均是藉由

將所有記憶體晶胞中之驅動電晶體（亦即圖 1

之 NMOS 電晶體 N11 和 N12）之源極電壓由

原本之接地電壓提高至較該接地電壓為高之

一預定電壓，以謀求降低待機操作之功率消

耗，惟由於該等技術之較接地電壓為高的該預

定電壓僅係藉由電晶體之漏電流對寄生電容

的充電而產生，而造成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進

入待機模式之速度極為緩慢，並因而導致降低

待機效能之缺失：亦即[14]-[20]均缺乏待機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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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路以促使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快速進入

待機模式，因此仍有改進空間。 

2. 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本論文提出一種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Five Transistor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5T SRAM)，其主要包括一記憶體陣列、複數

個控制電路、複數個預充電電路以及一待機啟

動電路，該記憶體陣列係由複數列記憶體晶胞

與複數行記憶體晶胞所組成，每一列記憶體晶

胞設置一個控制電路，且每一記憶體晶胞係包

括一第一反相器（由一 PMOS 電晶體 P11 與一

NMOS 電晶體 N11 所組成）、一第二反相器（由

一 PMOS 電晶體 P12 與一 NMOS 電晶體 N12

所組成）及一存取電晶體（由 NMOS 電晶體

N13 所組成）。於讀取模式之第一階段時，將

NMOS電晶體N11的源極從原本的接地電壓改

為比接地電壓還低，此時可配置較小通道寬長

比之 NMOS 電晶體 N11 與 NMOS 電晶體 N12

即可完成讀取動作，且於讀取邏輯 0 時也不會

造成 NMOS 電晶體 N12 由於瞬間導通而阻礙

讀取操作，而於讀取模式之第二階段時則將藉

由將 NMOS 電晶體 N11 的源極從比接地電壓

還低設定回接地電壓，以便減少無謂的功率消

耗；於寫入模式時，將 NMOS 電晶體 N11 的

源極維持原本的接地電壓，因配置有較小通道

寬長比之 NMOS 電晶體 N11，因此可有效避免

習知具單一位元線之單埠 SRAM 存在寫入邏

輯 1 相當困難之問題；於待機模式時，可有效

降低漏電流，而於保持模式時則可維持原有的

電氣特性。再者，藉由該待機啟動電路的設

計，以有效促使具單埠 SRAM 快速進入待機模

式，並因而有效提高單埠 SRAM 之待機效能。 

為了便於說明起見，如圖 5 所示之靜態隨

機存取記憶體僅以一個記憶體晶胞、一條字元

線（WL）、一條位元線（BL）、一控制電路、

一預充電電路以及一待機啟動電路做為實施

例來說明。其中記憶體晶胞係包括 NMOS 電晶

體(N11、N12 和 N13)和 PMOS 電晶體(P11、P12

和 P31)、一條字元線 (WL)以及一條位元線

(BL)，控制電路係包括 NMOS 電晶體(N21、

N22、N23、N24、N25 和 N26)、延遲電路 D1

以及反相器 INV。 

該控制電路係設計成可因應不同操作模式

而控制該節點 VL1 與節點 VL2 之電壓位準，

於寫入模式時，將 NMOS 電晶體 N11 的源極

電壓（即節點 VL1 電壓）設定成接地電壓，且

將 NMOS電晶體N12的源極電壓（即節點VL2

電壓）設定成接地電壓。 

N24

N25

RGND

Delay

D1

RC

P11

N12N11

VDD

P12

N13

WL

BL

A

B

S

VL2VL1

S

N22

N21N23N26S

VDD

P P31
VDD

Delay

D2

N41

P41

S

INV

 

圖 5 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於讀取模式之第一階段時，將 NMOS 電晶

體 N11 的源極電壓（即節點 VL1 電壓）設定

成較接地電壓為低之該加速讀取電壓

（RGND），該較接地電壓為低之該加速讀取電

壓（RGND）可有效提高讀取速度，而於讀取

模式之第二階段時，將 NMOS 電晶體 N11 的

源極電壓（即節點 VL1 電壓）設定回接地電

壓，以便減少無謂的功率消耗，其中該讀取模

式之該第二階段與該第一階段相隔之時間，係

等於該讀取控制信號(RC)由邏輯低位準轉變

為邏輯高位準起算，並至 NMOS 電晶體 N25

之閘極電壓足以關閉 NMOS 電晶體 N25 為止

之時間，其相隔之時間可藉由反相器 INV 之下

降延遲時間與延遲電路 D1 所提供之延遲時間

來調整。 

於待機模式時，將所有記憶晶胞中 NMOS

電晶體N11和N12的源極電壓設定成較接地電

壓為高之該預定電壓，以便降低漏電流[21]；

而於保持模式時則將記憶晶胞中 NMOS 電晶

體 N11 和 N12 的源極電壓設定成接地電壓，以

便維持原來之保持特性，其詳細工作電壓位準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之該讀取控制信號(RC)為一讀取致

能（Read Enable）信號與對應之字元線（WL）

信號的及閘運算結果。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對

於非選定字元線及非選定位元線係設定為浮

接（floating）狀態，而對於非讀取模式期間之

該讀取控制信號(RC) 係設定為該加速讀取電

壓（RGND）之位準，以防止 NMOS 電晶體

N24 之漏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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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種工作模式下之電壓位準 

 
 

    該待機啟動電路係設計成，於進入待機模

式之前，該反相待機模式控制信號（/S）為邏

輯 High，該邏輯 High 之反相待機模式控制信

號（/S）使得 PMOS 電晶體 P41 截止（OFF），

並使得 NMOS 電晶體 N41 導通（ON）；而於

進入待機模式後，該反相待機模式控制信號

（/S）為邏輯 Low，該邏輯 Low 之反相待機模

式控制信號（/S）使得 PMOS 電晶體 P4）導通

（ON），惟於待機模式之初始期間內（該初始

期間係等於該反相待機模式控制信號（/S）由

邏輯 High 轉變為邏輯 Low 起算，至 NMOS 電

晶體 N41 之閘極電壓足以關閉 NMOS 電晶體

N41 為止之時間，其可藉由該第二延遲電路 D2

所提供之一延遲時間來調整）， NMOS 電晶體

N41 仍導通（ON），於是可對節點 VL1 電壓快

速充電到達 NMOS 電晶體 N23 之臨界電壓

（VTN23）的電壓位準，亦即單埠 SRAM 可快

速進入待機模式。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於待機

模式之初始期間後， NMOS 電晶體 N41 關閉

並停止供應電流。 

 

3. 模擬與結果 

如圖 5 所示，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於

寫入操作時之 HSPICE 暫態分析模擬結果，如

圖 6 所示，其係使用 TSMC 90 奈米 CMOS 製

程參數加以模擬，由該模擬結果可証實，本論

文提出之 5T SRAM，於寫入模式時，因配置有

較小通道寬長比之 NMOS 電晶體 N11，以有效

避免習知具單一位元線之單埠 SRAM 存在寫

入邏輯 1 相當困難之問題。 

 

 
圖 6 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之寫入動作時序 

4. 結論 

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具有如下功效： 

(1)避免寫入邏輯 1 困難之問題：本論文所

提出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於寫入操作

時，可藉由配置較小通道寬長比的 NMOS 電晶

體 N11 以於不阻礙讀取操作的情況下，有效避

免習知具單一位元線之單埠 SRAM 存在寫入

邏輯 1 相當困難之問題；  

(2)快速進入待機模式：由於本論文所提出

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設置有待機啟動電

路以促使 SRAM 快速進入待機模式，並藉此以

謀求提高單埠 SRAM 之待機效能； 

(3)高讀取速度並避免無謂的功率消耗：本

論文所提出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係採用

二階段讀取操作，於讀取操作之第一階段藉由

將節點 VL1 電壓設定成較接地電壓為低之該

加速讀取電壓(RGND)以有效提高讀取速度，

而於讀取操作之第二階段則藉由將節點 VL1

電壓設定回接地電壓，以便減少無謂的功率消

耗； 

(4)低待機電流：由於本論文所提出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於待機模式時，可藉由呈

導通狀態之 NMOS 電晶體 N22，以使得節點

VL1 電壓之電壓位準相等於節點 VL2 電壓之

電壓位準，並使得該等電壓位準均等於 NMOS

電晶體 N23 之臨界電壓的位準，因此本論文所

提出之單埠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亦具備低待

機電流之功效； 

(5)低電晶體數：對於具有 1024 列 1024 行

之 SRAM 陣列而言，傳統第 1b 圖 6T 靜態隨機

存取記憶體陣列共需 1024×1024×6＝6,291,456

顆電晶體，而本論文所提出之靜態隨機存取記

憶體僅至少需 1024×1024×5＋1024×14＋6＝

5,257,222顆電晶體，其減少 16.4%之電晶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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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論文所提出之 5T SRAM 雖經

TSMC 90 奈米 CMOS 製程參數加以模擬，証

實可達成上述功效，惟尚未經下線實作量測，

實為美中不足。 

本論文所提出之 5T SRAM 將於取得發明

專利後，利用工研院所推「專利交易平台網」

尋授權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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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卡爾曼濾波器於氫氣感測傳輸 

 

 

 

摘要 

 
佈建氣體感測器於廣大空間上，雖然可以

量測到較多感測資料，但是龐大的感測資料使

得資料傳輸變得相當困難。本研究主要目的在

建立氫氣感測系統。在傳輸端的演算法是基於

一階微分概念去除冗餘資料進行傳輸。接收端

接收到減點資料後，則利用卡爾曼濾波器將接

收到的感測資料進行濾波和補點還原感測資

料。由實驗可以清楚得知，減點演算法可將冗

餘資料減去 84%以上，且補點還原後與原始數

據比較整體誤差小於 1.33%。因此，本研究方

法可以應用在無線感測傳輸上。 

關鍵詞：氫氣、傳輸、一階微分、卡爾曼濾波

器。 

 

Abstract 
 

To build a large number of gas sensors in 

space can get more sensing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transmission of sensing 

information will become very difficult.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construct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of hydrogen gas. Based 

on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concept, the 

redundant data can be removed effectively, 

which is helpful for data transmission at the 

transmission-end. After receiving the reduced 

sensing data, the Kalman filter was used to 

filter and scale the sensing data by 

interpolation. Clear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dundant information 

can be removed more than 80% by using our 

studied algorithm.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ensing data with reduction 

data, the overall error is less than 1.33%. 

Therefore, the studied algorithms are suitable 

for wireless transmission. 

Keywords: Hydrogen Gas 、 transmission 、

first-order differential、Kalman filter. 

 

1. 前言 

 
氫氣是一種重要的工業氣體共有無色、無

味、無臭、易燃等特性。目前已經被廣泛應用

在半導體製程、食品加工、製藥以及航太工業

上，在未來也是個重要能源之一。但是在混合

空氣中的氫含量高於 4%就有爆炸的危險，所

以需要即時偵測氫氣有無外洩以及偵測氫濃

度的高性能氫氣感測器[1, 2]。 

氣體感測器特性為體積小、價格低、耗電

量低[3]，因此可密集的佈署在大型空間中收集

數據，再把感測數據傳送到接收端。但是在運

用大量感測器時，常常因為傳輸過程中數據量

過大，而導致傳輸效率降低、能量消耗高等問

題。因此需要將冗餘的資料去除，降低資料傳

輸量，並於資料收集後再進行補點還原。 

卡爾曼濾波器廣泛應用已經超過 40 年

[4-6]，應用領域包括機器人、導航、感測、雷

達系統、導彈追蹤、電腦圖像處理，例如頭臉

識別，圖像分割，圖像邊緣檢測等影像處理等

方面[7-11]，但是在氣體感測資料的補點應用上，

截至目前為止仍未有發表。 

本研究中為了解決傳輸問題，先以一階微

分進行減點處理，將減點後保有原始數據特性

的數據進行傳輸，並且在接收端使用卡爾曼濾

波進行補點還原動作。本實驗所用之感測數據

是一大氣壓下攝氏 70 度，氫氣濃度為 1ppm、

100ppm、1000ppm H2/air。 

2. 實驗方法 

 

2.1 一階微分減點傳輸 

 
由實驗量測之氫氣感測資料，可以得知經

過分析感測資料相當龐大，若能在不改變感測

資料特性的條件下減少冗餘資料，則可以達到

減少傳輸資料量，提高傳輸效率，降低成本等

優點。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以一階微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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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了新穎演算法，達到減少感測資料量傳輸

及保有感測特性之目的，以下說明本演算法之

實驗步驟。 

Step1：輸入原始數據後，對其數據分成 10 等

份，再作一階微分。 

Step2：刪除一階微分後等於零的數據，將剩下

數據分類為正斜率和負斜率。 

Step3：從正斜率和負斜率中各抓取最大值。 

Step4：以正、負斜率中的最大值來取氣體上升

和下降時的臨界值的各點數。 

Step5：接著將各點數相加，於最大正斜率前若

點數大於總點數 1/10 則取 1/5 總點數放入。若

總點數介於 1/5 到 1/10 之間，則取 1/2 總點數

放入。若總點數大於 1/5，則所有點數放入。 

Step6：整合前面步驟所得到簡化後完整數據。 

 

2.2 感測資料補點還原 

 
利用上述所提之演算法，可得到比原始資

料更少資料量傳輸感測資料到伺服器。本節所

要探討的是將傳輸資料進行補點還原，本研究

採用卡爾曼濾波器演算法進行補點。 

卡爾曼濾波是一種遞迴的預測，即有上一

時刻(k-1)狀態的預測值以及當前狀態(k)的測

量值就能計算出當前狀態的預測值，因此不需

要記錄測量或者預測的歷史訊息。 

使用卡爾曼濾波器，需要引入一個離散控

制過程的系統。此系統可用一個線性隨機微分

方程式和系統的測量值來描述，如下式所示： 

                (5) 

                (6) 

 其中  是 k 時刻的系統狀態，  是 k 時刻

的測量值，    和  分別為過程和測量雜訊，

均被假設為高斯白雜訊。 

 ̂        ̂                   (7) 

 ̂     為預測值，A 為測量參數，本研究設定

為 1。 

                          (8) 

       為預測值的誤差變異數，Q 為過程

變異數。 

 ̂     ̂              ̂              (9) 

  ̂   為目前 k 時刻的預測值修正。 

    
      

        
             (10) 

    為卡爾曼增益，R 為測量變異數。 

                            (11) 

     為目前 k 時刻的誤差變異數修正，會

慢慢收斂。 

 卡爾曼補點出來數據會有誤差，但隨著時

間增加，每次預測出來值的與實際值的誤差會

越來越小。 

 在接收端所接收到的感測資料均為減點

後的資料，分別為時間參數(  )以及感測數據

(     )，舉例說明本研究補點方式為，接收到

的感測數據為(     )以及(     )，即卡爾曼所

需補點次數為 3 次。R 的設定依據測量值(  )

與實際值來做調整，Q 隨著 R 改變而跟著變

更。 

卡爾曼濾波僅需給予兩個點的感測資訊

    、  ，並調整卡爾曼增益的加權值，就能

還原出下一點    ，且每次計算補點都要以公

式(7)到公式(11)遞迴，求出下一點。 

 

3. 結果與討論 
 

監控氣體外洩時，常因所處的空間廣闊以

及氣體濃度極低，易產生訊號干擾的情況發生，

訊號出現干擾易導致監控系統出現誤判情形，

本研究中使用卡爾曼濾波可以使感測資料達

到濾波效果，換句話說，資料中的雜訊將大幅

減少，使還原後的數據更接近感測資料

[12-14]。 

圖1為氫氣在70
o
 C，1，100，1000ppm H2/air

暫態反應曲線圖，可以看到在 1ppm 相較於

100ppm、1000ppm H2/air 有著較大的雜訊。 

圖 2(a)、圖(3)(a)、圖 4(a)經過減點處理後，

與原始數據的比較圖明顯的減少大約為 91%、

84%、94%的冗餘資料，與原始資料相比較，

可以發現減點後資料仍保有原始數據的特徵〃

資料量減少亦有助於提升傳輸效率。 

圖 2(b)、3(b)、4(b)原始資料與補點還原資

料的比較，平均誤差分別為 0.58%、0.53%、

1.33%，因為原始點數的數量增加，相對的誤

差值也會增加(表二)，且在氣體開啟和關閉時，

預測值會出現比較大的誤差產生。  

 

 

圖 1操作溫度 70
o
 C，注入氫氣濃度為 1，100，

1000ppm H2/air 時的暫態反應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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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操作溫度 70
o
 C 氫氣濃度 1ppm H2/air

之原始(左邊) / 去除冗餘資料(右邊) 

 
圖 2(b) 操作溫度 70

o
 C 氫氣濃度 1ppm 

H2/air 之原始資料(藍線)與應用卡爾曼演算法

補點(紅線) 

 

圖 3(a)操作溫度 70
o
 C 氫氣濃度 100ppm 

H2/air 原始資料(左邊)/去除冗餘資料(右邊) 

 

圖 3(b) 操作溫度 70
o
 C 氫氣濃度 100ppm 

H2/air 之原始資料(藍線)與應用卡爾曼演算法

補點(紅線) 

 

 

圖 4(a) 操作溫度 70
o
 C 氫氣濃度 1000ppm 

H2/air 原始資料(左邊)/去除冗餘資料(右邊) 

 

圖 4(b) 操作溫度 70
o
 C 氫氣濃度 1000ppm 

H2/air 之原始資料(藍線)與應用卡爾曼演算法

補點(紅線) 

 

表 1 感測點數 (原始點數、減點點數、減去資

料百分比) 

   數值點數 

 

氫氣濃度 

原始數

值點數 

簡化後

數值點

數 

減 去 資

料 百 分

比 

1ppm H2/air 2002 180 91% 

100ppmH2/air 1205 190 84% 

1000ppmH2/air 3146 184 94% 

 

表 2 卡爾曼補點與原始資料誤差表 

     點數/誤差值 

 

氫氣濃度值 

誤差百分比 

1ppmH2/air 0.58% 

100ppmH2/air 0.53% 

1000ppmH2/air 1.33% 

 

4. 結論 
本研究應用在氫氣感測傳輸系統，成功實

現基於卡爾曼之氣體感測系統。所用之感測數

據是一大氣壓下攝氏70度，氫氣濃度為1ppm、

100ppm、1000ppm H2/air。在感測端應用一階

微分減少 84%以上的冗餘資料量，亦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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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效率，並在後端系統使用卡爾曼演算法進

行感測數據補點還原，與原始數據相比誤差約

小於 1.4%，此外，也將無線傳輸過程中訊號所

產生的干擾訊號減少，使氣體感測系統誤判降

低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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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氣外洩偵測警示器之研製 

 

 

摘要 
本研究已經成功開發具有感測氫氣之觸

媒金屬鈀閘極之場效電晶體式氫氣感測器。本

論文中，我們量測該感測器不同氫氣濃度、不

同的工作電壓之暫態響應，作為感測分析以及

預防事故之應用。 

實際偵測氫氣外洩時，會在感測空間內佈

建大量的感測器。隨著時間的進行，將產生大

量的感測資料，因此，如何消除冗餘的資料是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特別是應用在無線感測環

境。本篇論文中，我們使用一個基於一階微分

概念的簡單演算法來分析以及減少感測資

料。實驗結果顯示，可以將原始感測資料由

7258 點減少為 176 點，更重要的是簡點後的資

料並沒有改變原來的感測特性。此外，我們也

開發一個預警的機制維護感測安全。本研發感

測器優秀的特性以及運用感測方法，使得我們

的感測器將具有高性能的運用。 

關鍵詞：氫氣感測、場效電晶體、觸媒金屬、

爆炸偵測、一階微分 

 

Abstract 
An interesting hydrogen sensor based on 

a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FET) device with a 

Pd catalytic metal gate structure is fabricated 

and studied. The transient response of the 

studied device under different hydrogen 

concentrations and applied voltages are 

measured.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eliminate data redundancy, especially in 

wireless sensing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a 

simple approach based on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concept is developed to analyze 

hydrogen gas sensing properties. The 

simulated data points are substantially 

decreased from 7258 points to 176 points. It 

is worth to note that, the simplified curve still 

retains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experimental 

hydrogen transient response. Furthermore, a 

pre-alarm procedure was adapted for safe 

concern. Based on these good features, 

therefore, the studied device provides a 

promise for high-performance solid-state 

hydrogen sensor applications. 

Keywords: Hydrogen Sensing, Field-Effect 

transistor, Catalytic Metal, Explosive 

Detection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1. 前言  

  隨著環境保護意識抬頭，再生能源議題日

益受到重視，且再生能源技術如風力、火力、

水力、太陽能與氫能等應用已日趨成熟。

[1-4]。其中氫能因為釋放能量後其產物為水，

是一種乾淨能源，因此已被廣泛應用在各種能

源領域上，如太空科技、燃料電池、氫能汽車、

半導體製程及藥品製造等等，但由於氫氣具有

無色、無味、無臭、無毒、不易儲存及易爆的

特性[5-9]，因此開發一氫氣感測器偵測氣體濃

度與監控異常濃度變化是必要的。 

  此外針對不同環境與需求開發一適合的

感測器也是目前重要的議題，在現今許多研究

多已針對氫氣感測器進行研究，不斷在進步與

改良。一些研究提出使用不同的化學材料製作

不同的感測器[10-12]，而每種感測器對氫氣之

反應能力與環境適應力皆不同。在過去亦有一

些研究針對感測器之應用如針對其感測器之

濃度值進行預測、檢測、監控等進行研究與開

發[13-16]，但異常氣體外洩監控與判斷卻較

少。 

  因此本研究針對氫氣易爆缺點提出對應

之方法，氫氣易爆主要原因是因為氣體異常洩

漏導致環境濃度因而爆炸。為了避免使用氫氣

時產生爆炸，因此氫氣感測器須具備爆炸預警

之功能，藉由感測器所測之電流進行分析並判

斷氫氣是否有異常洩漏之情形。 

  但是大部分的氫氣感測器研究多注重感

測器之特性如穩態、暫態及溫度等。對於冗餘

資料的論文卻很少，然而在傳輸資料若能有效

減少傳輸量，將使硬體成本降低，並且提升傳

輸效率。因此本研究分析感測資料，並運用一

階微分概念減少冗餘資料，其效果能保有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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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資料之特性。而一階微分減點演算法的優點

就是其計算過程相當簡單。因此本研究在傳輸

前進行減點處理，藉此大幅減少其傳輸量。 

  此外本研究亦提出監控即時氫氣異常狀

況，藉由本研究所提之氫氣異常洩漏與感測器

開關偵測演算法即時得知何處的氫能發生異

常，並發出即時警報來通知使用者。 

 

2. 實驗方法 

 本研究之氫氣感測器是以場效電晶體的

結構呈現。因為場效電晶體與傳統的二極體氣

體感測器比較具有較大感測電流以及不易受

雜訊干擾等優點。本研究之場效電晶體式氫氣

感測器的感測閘極大小是1.4×100m
2
. 半導體

式的感測器的製程包括了傳統的微影製程、真

空蒸鍍、蝕刻剝離以及濕蝕刻等方法。其中汲

極和源極的歐姆接觸是蒸鍍金/鍺/鎳合金。閘

極的觸媒金屬是鈀。在形成閘極金屬之前，先

去除原生的氧化層並且重新成長新鮮的氧化

層。該新鮮的氧化層可以有效的提高感測器的

靈敏度。感測元件製程完成後放入不銹鋼製造

的密閉感應室進行量測，量測的儀器是使用

HP4155C.感測的流量是500sccm.  

 應用本開發之氫氣感測氣，本研究提出預

防爆炸之演算法，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感測

器感測氫氣。二、以一階微分減點演算法對感

測器所得之數據點做冗餘資料處理。三、透過

無線傳輸將數據點傳至後端處理。系統接收到

數據後將自動進行分析。最後由氫氣異常洩漏

與感測器開關偵測演算法進行異常濃度時偵

測，並在濃度異常時自動發出危險警報並自動

紀錄各項數據。後續將介紹各個部分之詳細流

程與步驟。 

3. 結果與討論 

圖1所示為本研究之氫氣感測器在導入不

同氫氣濃度時的暫態響應。感測的溫度是 30

℃，當氫氣導入時可以看到感測電流立即變

化，隨著氫氣濃度增加，感測電流也隨著變

大。氫氣濃度越低，受到雜訊的影響就越大，

因此單位時間內感測的點數相對會較多，但這

樣的現象在感測氣體中是必須克服的議題。如

果可以在低濃度洩漏時就可以感測到電流/電

壓變化，將可以有效地爭取應變的時間，以下

針對是事故預防提出一個簡單的處理方法，系

統流程圖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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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之氫氣感測器在引入不同氫氣濃

度時的暫態響應 

  由於許多氫氣在不同操作溫度下皆有

不同的暫態反應特性，且感測器在偵測氣體濃

度時會產生巨量的數據資料，而這些巨量的數

據在無線傳輸時將成為一大問題，此外異常氣

體洩漏亦需要即時處理。因此本研究在進行偵

測時先使用一階微分減點過濾不必要之數據

點，並儲存運算後之數據點，再針對異常氣體

濃度進行即時偵測警示，系統流程圖如圖2.所

示： 

 

圖 2. 事故預防演算法流程圖 

  本研究所提出之演算法主要包含三大部

分，首先感測器感測氫氣濃度，接著透過一階

微分減點演算法對感測器所得之數據點做減

點處理，接著透過無線傳輸將數據點傳至後端

處理，並同步藉由氫氣異常洩漏與感測器開關

偵測演算法進行異常濃度偵測，並在濃度異常

時自動發出危險警報。而系統接收到數據後將

自動進行分析，並自動紀錄各項數據。後續將

介紹各部份之詳細流程與步驟，而本研究所提

之事故預防演算法步驟主要方為以下兩個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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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分析部分如下： 

1. 感測氣體濃度 

2. 一階微分減點處理 

3. 氫氣異常洩漏偵測演算法進行異常濃度

警報偵測 

4. 觸發異常濃度警報 

 

二、濃度分析與紀錄如下： 

1. 感測氣體濃度 

2. 一階微分減點處理 

3. 傳輸數據至後端處理系統 

4. 紀錄非冗餘之濃度數據並進行濃度分析 

 

此處本文將介紹一階微分減點演算法，因

感測器所紀錄之點數數量龐大，在進行無線傳

輸過程會因傳輸時間過長導致整體傳輸效率

降低，因此本文使用一階微分減點演算法將感

測器所得之數據在不影響其輸出波形條件下

先行處理並刪除冗餘之數據，接著將其傳送至

後端系統進行後續處理。而其減點效果圖將在

後續一併展示，其一階微分減點演算法之流程

如圖 3所示： 

 

 

圖 3. 一階微分減點流程圖 

其減點流程主要有個三步驟： 

1. 感測器偵測氣體濃度。 

2. 計算感測器所測之數值與前一點之斜率。 

3. 若斜率不等於閥值 ，則記錄該所測之

數值，反之則刪除。 

其中 0    1，其數值依氣體濃度而改

變，因一階微分減點演算法為較簡易計算，因
此在硬體運算單元需求上也無高規格之要

求，此外感測資料經一階微分減點處理後，具

有不影響其輸出波形之特性。因此經過此方法

處理後之波形具有以下優點： 

1. 數據壓縮 

2. 不失真 

3. 低硬體運算單元需求 

4. 低傳輸頻寬需求 

其成效如下圖 4-7 所示，其中圖 7 為氣體

感測器針對 5000ppm H2/air 所測之資料，圖 7

左半部所示為原始感測資料之輸出波形，其點

數多達 7258 點。而圖 7 右半部則呈現以一階

微分方式處理後之輸出波形，其點數僅剩 168

點，由此可見其減點效果相當顯著，此外處理

過後的圖形與原始的圖形並無誤差，因此在傳

輸上將大幅降低其傳輸頻寬之要求與傳輸時

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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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濃度 15ppmH2/air 減點前後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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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濃度 100ppmH2/air減點前後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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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濃度 500ppmH2/air減點前後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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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濃度 5000ppmH2/air減點前後比較圖 

 
  表 1為將圖 4-7之各原始感測器數據點數

與感測器數據經一階微分減點處理後之點數

的比值分析表，由下表可見採用此方法之平均

減點效率皆有 97%以上，表示其效果相當好。

因此在將感測資料進行無線傳輸前先使用此

減點方法，即可大幅降低資料在無線傳輸時所

需的時間，此外由圖 4-7 可見即使減去了 97%

以上的數據點其輸出圖形仍具有原始的特性。 

 
Table 1. 減點後的情況 

  接著本研究在氣體濃度洩漏或異常時之

偵測部分，亦提出一演算法以監控感測器之波

形在上升(感測器開始偵測)或是下降(感測器

關閉或異常)之判斷。這意味著當氣體濃度異常

上升或急遽下降的情況下，感測器即可藉由此

演算法清楚得知何處發生異常氣體濃度洩漏

之情況。圖 8為演算法流程圖。 

 

圖 8. 氫氣異常洩漏與感測器開關偵測演算法

流程圖 

 
此演算法主要流程有以下四個步驟： 

1. 計算正或負斜率在區間內之佔有率 

2. 判斷該佔有率是否高於閥值 

3. 計算該區間頭與尾感測數據之斜率 

4. 判斷第三步驟所計算之斜率是否大於正

或負斜率 

 

 

 

 

 

 

結論： 
本研究已成功完成氫氣感測器的製作，並在氫

氣感測器上實現一快速傳輸、氣體濃度偵測、

 氫氣濃度
(ppm/air) 

 

 

15 100 200 500 1000 5000 10000 

原始感測點數 3999 7248 7602 7352 8477 7258 7592 

處理後點數 55 177 175 181 179 168 159 

減少百分比(%) 98.62% 97.56% 97.70% 97.54% 97.89% 97.69% 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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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變化量監測與即時氣爆警報等功能之氫

氣感測即時系統。本文藉由將原始氫氣感測之

龐大資料在不影響輸出波形之情況下進行減

點處理，而平均減點效果皆有97%以上，由此

可見其減點效果相當好，並大幅降低其傳輸需

求性。此外本研究亦提出一氫氣異常洩漏與感

測器之開關偵測演算法成功使用在氫氣感測

器之感測數據上，並能夠準確抓取各轉折點的

位置，使得感測器具有即時偵測異常濃度洩漏

之功能，以避免在高濃度情況下的易爆情形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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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eagelebone black 為例-如何客製化 Android 裝置 

 

摘要 
Android是一個由Google基於Linux kernel

為基礎開發的作業系統，目前廣泛用於手持置

裝置。在物聯網的時代，許多家電陸續發展出

依靠 Android 系統來操控管理。現今有許多低

耗能的嵌入式單晶片計算機，如 Beaglebone 

Black、PandaBoard 等，支援 Linux 和 Android

作業系統的開發，擁有豐富的討論平台，開放

式的資源讓開發者互相交流，廣泛用於學術上

的教學研究。本論文旨在建立一套的步驟解說

如何移植Google的Android開放式原始碼至嵌

入式裝置。本文中會比較相關開發版，並以嵌

入式單機版 BeagleBone Black 為主軸，參考了

Texas Instruments為Android系統開發的專案，

引導如何移植 Android 系統，包含相關檔案的

取得，Linux kernel的編譯，u-boot檔案的設定。

最後將會介紹關於 Android 的原生系統 App，

並說明如何將自行撰寫的 Android 應用程式編

譯至系統內，建立專屬自己的 Android 系統。 

關鍵詞：安卓、系統移植、嵌入式裝置 

Abstract 
Android is an operation system, developed 

by Google according to the Linux kernel. 

Current hand-held devices as smartphone and 

tablet are extensively announced with 

Android operation system.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k.a IoT, many devices 

are managed and controlled through Android. 

Many low energy-consuming embedded 

systems with a single chip board are designed 

at present, for examples, Beaglebone Black 

and PandaBoard, while the boards install 

with Linux or Android as their operating 

system. Besides, there are websites with a lot 

of great discussions and resources related to 

Android building on the boards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presents how to build Android OS in an 

embedded device step by step.After 

comparing with different embedded boards, 

this paper takes Beaglebone Black as an 

example, and details how to porting Android 

on it. The building procedure includes the 

steps about downloading, compiling, and 

setting with a u-boot file. Finally a new 

Android OS has customized on our 

Beaglebone Black. 
Keywords: Android、Porting、Embedded Device 

1. 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的生活越來越便利。

尤其是手持裝置的蓬勃發展，如同爆炸一般的

發展迅速。手持裝置的作業系統上分有Android、

ios、Windows 等，目前以 Android 的開發最為

普及發展，使用上也最為便利以及自由。 

Android 是一個基於 Linux kernel 的作業

系統，建立在設計給觸控螢幕的手持設備，像

是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3]。程式上使用 C

以及 C++為編譯核心，JAVA 開發使用者的介

面，其作業系統多搭載在以 ARM、x86 等硬體

裝置。嵌入式系統，如同小型電腦一樣，特性

在於專用於處理特定任務，藉由執行專一的功

能，來降低產品的體積和成本，大幅提高了可

靠性和效能，應用廣泛於電信系統、居家電子

產品、交通及醫療系統等皆有它的存在。目前

支援 Android 作業系統的嵌入式開發版產品眾

多，有諸如樹梅派基金會開發的 Raspberry pi、

Texas Instruments 公 司 的 Pandaboard 、

BeagleBone Black 等，硬體架構上以 ARM 為

主，低耗能易開發的特性，能被廣泛用於學術

研究及教學。 

Rowboat 專案[1]，是 Texas Instruments 為針

對 AM335x、AM35X 和 AM37X 等系列產品，

描述如何快速的上手移植 Android 系統來進行

開發，透過步驟式地說明，Ana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的取得，Linux kernel 如何加入

編譯，解說作業系統與硬體間的相關程序以及

檔案。AOSP 為 Google 主要負責開發 Android

系統的計畫，良好的便利性以及自由修改系統

的開放原始碼特性，帶來了許多的創新，是 IOS

所沒有的優點。對於開發者，想要認識內容及

修改是相當不容易。在穩定的 Android 開發版

本中，我們選定 Android 4.2 板 Jelly Bean，說

明裡面擁有的系統檔案，闡述如何修改目錄中

黃文虎 黃俊詠 謝孟諺 翁添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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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改變部分原有的 Android 系統，以及

如何在原生系統中，建立一隻屬於自己的

System App。 

2. 裝置探討 

Android 架構 

 
圖一、Android架構圖[13] 

Linux kernel提供了基本的系統程序、記憶體

管理以及安全性。Library 支援溝通 C 或 C++

原生程式碼，以及影音，SQLite資料庫。Dalvik 

VM 幫助優化 Android。Android Framework 為

APP 提供了額外的服務。App 上分有一般使用

者所自行安裝的應用程式，以及原生基本的應

用程式，包含日曆、E-mail、瀏覽器、計算機、

電話等，皆採用 JAVA語言撰寫。Framework和

App 之間由 JNI 來溝通，它採用 C 語言的函式

庫。HAL 則能夠確保和硬體設備間的溝通使

用。 

相關裝置介紹 

以下三種硬體設備各有優缺點，本文中依

據其綜合條件選出認為對於剛入門嵌入式

Android 的人來說最好的硬體裝置來做為實作

之探討。Raspberry pi[8] 是一台卡片大小的單

機版電腦，由英國樹梅派基金會所開發。配備

有 700MHz 的 ARM BCM2835 處理器，擁有

Ethernet 及 USB，畫面採 HDMI 輸出，可進行

1080P 影片撥放，目前記憶體大小為 256MB，

作業系統採用開放原始碼的 Linux 系統，包含

Debian、Arch Linux ARM 及自製的 Raspbian

等，而在 Android 開發上有成功的 Android 4.0

案例。PandaBoard ES[7]為 Texas Instruments

旗下產品。耗能不高，價格低廉單機版電腦，

採用 OMAP 4430 SoC，CPU 為 1.2GHz 雙核心

且有 384MHz，記憶體 1G DDR2 SDRAM，除

了含有 10/100Ethernet 外，更有硬體支援

wireless 以及 Bluetooth，影像輸出支援 DVI 及

HDMI，是三個單機版中硬體配備最好的。作

業系統上有 Android、Ubuntu 等。在 Android 

Open Source 雖然有 PandaBoard 作為範例在介

紹，但開發步驟尚未詳細而清晰，提高了新手

在移植難度，不易上手。BeagleBone Black[4][6]

採用 AM335x ARM Cortex-A8 處理器，提供有

CPU 1GHz，RAM 為 512MB，並搭載 SGX 圖

像處理器，是為 BeagleBoard 系列中最新的產

品，硬體設備有 Ethernet 接孔、Micro HDMI

影像輸出、USB 埠口等。目前所移植的 Linux 

系統包含有 Android、Ubuntu、Debain、及自

行開發的 Å ngström 等，Android 的移植版本最

高為 Android Kitkat。Android 的移植上有 Texas 

Instruments 的 Rowboat 專案介紹，詳細的步驟

說明資源檔的取得，如何編譯，對於入門者清

晰明瞭，大幅了降低了移植難度。三種硬體規

格比較[10]，如表一。 

表一、嵌入版規格比較圖 

名稱 
BeagleBone 

Black 

PandaBoard 

ES 

Raspberry 

pi 

CPU 

ARM 

Cortex-A8 

,Single Core 

ARM 

Cortex-A9, 

Dual Core 

ARM11, 

Single 

Core 

Graphics 
PowerVR 

SGX530 

PowerVR 

SGX540 

Broadcom 

VideoCore 

IV 

RAM 512 MB 1GB 256MB 

Flash 4GBflash No No 

Ethnet 10/100 

10/100, 

wifi, 

Bluetooth 

10/100 

Storage MiscorSD SDHC SD 

依照表一來看，PandaBoard ES 的硬體規格明

顯不錯，相較於其他兩者來說在運作流暢度較

好，系統開發上有很好的拓展性。但對於剛入

門的成員來說卻缺乏有步驟的引導來學習應

用，比起 BeagleBone Black 來說其編譯過程是

複雜不容易的，因此我們採用 BeagleBone 

Black 為例來介紹其開發過程，並且探討如何

將 App 增加至原生的系統中。 

3. 編譯程序 

在整個 BeagleBone Black 的開發過程中，我們

參考了Rowboat專案，它是以AM335x為平台，

採用了 Android JellyBean 為開發版本下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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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為整個開發流程圖。開發環境因應Android

版本的不同而有差異。當開發版本為 Android 

Gingerbread 以後的版本，機器環境需為 64bit

的環境。若為開發版本為 Android froyo 以前的

版本則機器環境為 32bit。由於 Android 的開發

上龐大且複雜，需要安裝相當多的套件，在這

方面 Google 官網上已經有詳細說明，因此不再

這做過多的闡述[5]。移植上我們採用 ARM 的

嵌入版，因此需下載使用的嵌入版所支援的

Board Support Package(BSP)，內容包含有 ARM

嵌入版的 Bootloader、Linux kernel 和硬體裝置

的驅動程式。編譯工具 arm eabi 是為 ARM 架

構的嵌入式應用二進制介面[9]，指定了檔案格

式、資料類型、暫存器使用、推疊組織最佳化

在一個嵌入式的參數標準約定。在嵌入式

Android 的開發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圖二、BeagleBone Black 移植流程圖 

以下步驟為整個流程解說。 

(1) 設定編譯工具環境變數： 
$ export PATH=$HOME/Android-Project/prebuilts 

/gcc/linux-x86/arm/arm-eabi-4.6/bin:$PATH 

整個開發過程中，十分依賴此編譯工具的使用，

如果沒有設定好，整個後面的程序將無法進行

下去。環境變數的設定除了上述的指令外，也

可以直接在系統文件.bashrc 設定，就無須每次

重開終端機都需要重新設定一次。 

(2) u-boot.img 及 MLO 產生指令： 
$ make CROSS_COMPILE=arm-eabi- distclean 

$ make CROSS_COMPILE=arm-eabi- am335x_evm_config 

$ make CROSS_COMPILE=arm-eabi- 

BootLoader 是指啟動作業系統的程式，可以初

始化硬體設備、載入 Kernel、傳遞參數等，由

於嵌入式系統硬體環境的不同，各個開發的

BootLoader 也各不相同，其中較通用的為

U-Boot，支援不同結構，如 ARM、X86、MIPS

等。程序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階段會初始化

DRAM 和其他硬體裝置，並且讀取第二階段的

BootLoader 進入到 RAM 中。在 rowboat 專案

中，依照下面指令產生 BootLoader 檔案。 

MLO 過程為初始化 DARM、NAND 或 MMC

控制器，並且讀取第二階段 u-boot.img 至 RAM

中啟動[2]。檔案目錄在 u-boot。u-boot.img 程

序文初始化硬體裝置，如：網路、USB 等。讀

取 Kernel 映像檔(uImage)至 RAM 並且啟動。

檔案目錄在 u-boot。 

(3) uImage 產生指令：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eabi- distclean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eabi- 

am335x_evm_android_defconfig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eabi- uImage 

Linux Kernel [12]：為 Linux 程式中管理硬體和

軟體間的輸出和輸入，並且轉換中央處理單元

的資料處理指令給其他硬體裝置。如果要增加

新的硬體設備，就要針對裝置做驅動上的設定。

Android 採用 Linux kernel，主要是它支援多種

硬體設備，並且為開放原始碼，可自由增添所

需，使得開發者們能夠靈活應用，而不會拘限

於固定的硬體設備。uImage 為 zImage 加上一

個 0x64Byte 的標頭檔，用處是給 uboot 載入

kernel 之用。可利用 mkimage 工具產生。檔案

目錄 kernel/arch/arm/boot。 

(4) Rootfs.tar.bz2 產生指令： 
$ make TARGET_PRODUCT=beagleboneblack OMAPES=4.x 

Root file system[12]：包含 android 主要執行的

所有根系統檔案，被打包為一個 tar.bz2 的壓縮

檔，燒錄時將會解壓掛載進去。檔案目錄
out/target/product/beagleboneblack 

(5) 燒錄 SD card 
$ ./mkmmc-android.sh /dev/sd<x> MLO u-boot.img uImage 

rootfs.tzr.bz2 

這一步驟會將編譯好的檔案，製作成完整的

Android 系統。mkmmc-android.sh 為燒錄檔案

的腳本，內容撰寫如何分割 SD 卡的磁區，複

製檔案至相對應的位置。分割燒錄完成後的檔

案目錄分別有 boot、rootfs、usrdata、data。Boot

含有kernel及bootloader。Rootfs為系統的檔案、

函式庫及.rc 等檔案。Usrdata 式資料儲存在

android 裝置的地方。Data 等同於 android 裝置

的外部資源儲存區域。最後將燒錄好的 Micro 

SD card，裝置上 BeagleBone Black，並且啟動

確認是否有成功，如果失敗則將問題解決後，

依照前面步驟重新編譯。 

4. Anroid 系統修改內容 

Android 的應用程式目前在 BeagleBone Black

有不少的創作，例如 Media Player[3]、Smart 

TV[11]。 

系統中，packapge/apps 裏面包含了所有的原生

app 程式碼，在編譯在系統內是無法被任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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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且更動的，但在未編譯時，可以透過相關操

作來新增、修改或是刪除。流程如圖二所示。 

 
 

圖三、新增 Android App 流程 

(1) 新增 LauncherApp 目錄 

App 的建立上我們可以使用 Google 提供的

Eclipse 開發工具，創立檔案，並將所建立的檔

案目錄，複製到 package/apps 中。 

(2) 在 LauncherApp 中增加 Android.mk 

Android.mk[15]是描述 build system 的資源檔，

檔案中包含微小的 GNU Makefile 片段，幫助

一次或多次解析 build system。可以盡量減少宣

告變數以避免不必要的定義。在整個檔案目錄

中 ， 每 個 模 組 的 目 錄 下 都 會 有 一 個

Android.mk。 

以下為 Android.mk 基本內容 

LOCAL_PATH := $(call my-dir) 

include $(CLEAR_VARS) 

LOCAL_PACKAGE_NAME := LauncherApp 

LOCAL_SRC_FILES := $(call 

all-subdir-java-files,src) 

include $(BUILD_PACKAGE) 

LOCAL_PATH：用處為定位文件目錄，為當前

模組的路徑，必須一開始就定義在 Android.mk

的開頭。 

LOCAL_PACKAGE_NAME：為 APP 名稱。 

LOCAL_SRC_FILES：用來建置該模組的原始

碼檔案，可以透過使用建構系統的定義函式或

是明確列出所使用的 C 或 C++檔案。 

(3) 設定編譯 LauncherApp 

修 改 檔 案 /build/target/product/core.mk ， 在

PRODUCT_PACKAGE 變數底下新增名稱

LauncherApp。PROUDCT_PACKAGE 作用為

讓所指定的模組能夠包含在最終產生的系統

檔案內。 

(4) 編譯 LauncherApp 模組 

除了整個系統重新編譯外，我們還可以使用m、

mm、mmm 指令來做個別模組的編譯，以及確

認是否有錯誤。 

5. 實作過程 

 
圖四、Home Launcher 循序圖 

實作中我們使用 Home Launcher App 為例子，

我們自行建立 Android 的 Launcher，執行程序

如圖四。當開機啟動時，Launcher App 會被執

行。此 App 已經被一起包裝成原生系統的一部

分，因此無法由程式管理工具來移除。在點擊

畫面圖片後，會向 Package Management 要求獲

得目前安裝在系統的原生系統的應用程式，建

立一個功能列表，此列表包含應用程式的名稱、

目錄名稱以及程式圖片，如圖五。 

 
圖五、Home Launcher 實作圖 

6. 結論 

本論文探討了三種硬體設備，擁有各自的優缺

點，其中 Raspberry pi 由於硬體上的缺陷，所

以開發容易遇到困難，PandaBoard ES 硬體設

備優良，但在移植的程序上複雜。相較起來

BeagleBone Black 雖然硬體略遜於 PandaBoard 

ES，移植程序卻清楚明瞭，依照步驟操作能夠

快速上手。編譯程序我們詳細的解說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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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包含了 Kernel 溝通硬體裝置、U-boot

協助 ARM 嵌入式開發版的啟動以及重要的

Android System。Android 在應用程中是由許多

App所結合，本論文使用Home Launcher為例，

透過將系統 APP 移除並增加進去，使其開機時

為我們的操作系統，要求應用程式，並且能正

常運作。隨著物聯網的開發，Android 的開發

便利及移植性，使得人們能夠以低廉的價格，

客製化自己的設備。 

在未來我們會藉由增添硬體模組來擴充功

能。增加 Wifi 及 Bluetooth 模組來達到和網路

連結的效果，並經由手持裝置來操控設備，開

發的硬體設備資料透過網路傳輸，定時回傳資

料給伺服器統計管理；不同的裝置在功能介面

各有特色，自建 UI 介面來符合多樣的需求；

和各式嵌入板組合應用，探討多元智慧生活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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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Modbus-NAT 功能之嵌入式微控器核心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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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嵌入式微控器與 Modbus 通訊協定廣泛的

應用於各式工業設備中，Modbus 通訊協定屬

於主從式(Master-Slave)架構，通訊以詢答的方

式進行。若遵循傳統 Modbus 通訊協定架構，

於廣域網路環境進行遠端監控時，從屬節點則

需具固定網路位址(Fixed Internet Protocol，
IP)，主控端方能發送詢問命令訊框。本文旨在

研製基於 Modbus 協定之下，應用網路位址轉

換(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方法，

建立內部多重被控節點與外部單一網路協定

之對應關係，控制器核心實作即時命令訊框分

析功能，依據該對應表即時轉送至目標節點，

重組回應訊框後回傳主控端，此種功能本文稱

之為 Modbus-NAT。本文在區域網路下實作並

測試微控器核心，本文模擬四組 Modbus TCP
被控節點，與一組 Modbus RTU 實際設備進行

一對多實驗，由實驗結果可知本文所研製之核

心，可於設定之連線失效時間(Time out)內，即

時完成命令訊框分析、轉送、接收回應訊框、

重組並回傳主控端，達到一對多之目的，降低

通訊與連網設備成本，提高遠端監控擴展性。 

關鍵詞：嵌入式、微控器、Modbus 協定、網

路位址傳送、Modbus-NAT。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we use an ARM Base 

MCU-W90N740 as embedded processor core to 
develop for single IP to multiple device data 
translator base on Modbus protocol.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we build up in advance a Modbus-NAT Table 
(MNT) as a mapping for device id and local IP.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efficiency of searching 
target device, we also use a skill of assigning 
array index to virtual node which is created as 
soon as initialized via indirect mapping of device 
method. According to experimental test, this core 
are able to detect, identify, analyzed and redirect 
Modbus command from master to target device 
through MNT and virtual node. Also this core 
will receive the response data from Modbus slave, 

then reform to standard Modbus protocol 
message to reply to master, which means this 
core realized the Modbus-NAT function. 
Keywords: Modbus, NAT, Embedded. 

1. 前言 

Modbus 通訊協定在工業自動化控制的領

域中，因具有開放、標準化、國際化的特性，

已成為工控設備之標準通訊協定之一。Modbus
通訊協定定義了能夠辨識及使用的訊息結

構，包括訊息與數據結構，命令訊息以及回應

訊息的方式，數據通信採用主從式架構，主控

節點(Master)於架構裡僅存在一台，從屬節點

(Slave)則可以是多台，Modbus 命令僅能由主控

節點發出，依據從屬節點之站台編號(Device 
ID)識別，從屬節點則不能主動地發出訊息，僅

能依據命令訊框內容判斷是否屬於被指定的

站台於時間內做出回應訊框，否則視為回應失

敗(Time Out)，目前較被廣泛使用的 Modbus 通
訊協定主要以運行在 RS485 網路的 Modbus 
RTU 與在區域乙太網路(Local Ethernet)運行的

Modbus TCP 協定。 
然而在廣域網路環境進行遠端監控時，為

維持既有架構不變的情況下，每個被控節點需

具有可被主控節點建立網路連線(TCP Socket)
之可能，因此被控節點多以固定 IP 方式進行個

別連網，以實務上，被控節點多利用 3G/GPRS
之行動數據設備進行連網，通訊與管理成本相

對提高。而嵌入式微控器因其具有高效能、低

耗能、高運算能力之特點，因此本文應用具有

進階精簡指令集機器架構  (Advanced RISC 
Machine， ARM) 為基礎(ARM Base)之微控器

(Microcontroller Unit，MCU)-W90N7xx 為本研

究之核心，應用網路位址轉換的方法，嘗試研

製具即時命令訊框偵測、訊框分析、封包轉

送、回應標準 Modbus 訊框封包等功能之微控

器，以達到單一網路協定對應多重設備之一對

多功能，降低通訊及連網成本，此功能本文稱

之為具 Modbus 協議之嵌入式位址轉換微控器

(Embedded Modbus-N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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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說明 

本研究嘗試利用 NAT 之概念與方法，事先

於微控器內建立內部多重被控節點與外部單

一網路協定之對應關係表(Modbus-NAT Table， 
MNT)，透過 MNT 可即時得知命令訊框之

Device ID 與實際被控節點之對應關係。 
核心程式啟動後，立即進入可接收主控端

所發送之命令訊框之狀態，核心程式功能執行

之流程如圖 1 所示。 
核心程式啟動後，立即進入可接收主控端

所發送之命令訊框之狀態，核心程式功能執行

之流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核心程式流程圖 
 
核心一旦收到完整之命令訊框，即刻判斷

該命令訊框是屬於 Modbus RTU 抑或是

Modbus TCP 協定。若是屬於 Modbus RTU 命

令訊框，則轉送被控端之 RS485 網路，等待回

應資料，封裝 Modbus RTU 回應訊框格式，若

是屬於 Modbus TCP 命令訊框，則立即判斷該

訊框內容之 Device ID，查找該被控節點所對應

之區域網路位址(Local IP) 與通訊埠，即時建

立 TCP Socket 連線，轉送命令訊框，等待回應

資料與封裝符合 Modbus 規範標準之回應訊

框，回傳主控端，此為本研究之核心開發重

點，考量核心與硬體之執行效能，本研究預計

先以設定四台設備(1 對 4)進行實驗。 
由於解析來自主控端之命令訊框取得目

的設備編號後，需要快速有效的判斷查找內部

區域網路之目標被控節點為轉送對象，然而在

本研究之微控器的作業系統裡移植記憶體資

料庫實屬不易，本研究所提之的解決方法為透

過中介節點，即建立 Modbus 協定規範所有可

能站台編號之＂虛擬被控節點＂，這些虛擬被

控節點可視為所有可能之＂候選轉送對象＂

並以結構陣列儲存，建立虛擬被控節點與內部

實體被控節點之對應方法為: 直接指定虛擬被

控節點結構陣列編號(Array Index) 即為實際

被控節點設備編號，此方法可以僅依據命令訊

框的內容，透過虛擬被控節點與實體被控節點

所具備之對應關係，快速且正確的找到轉送目

標對象，進而轉送至實體被控節點與接收回應

訊框，達到命令訊框目標轉送並完成詢答，達

到於單一對外網路 IP 與內部區域乙太網路與

RS485 網路下，多重 Modbus 協定設備訊號轉

換與目標轉送的目的。 
核心程式初始化之時，即建立所有之虛擬

節點結構陣列，共宣告虛擬節點結構 256 個陣

列空間，節點結構欄位包含 Local IP、通訊埠

（Port Number）與網路連線編號（TCP Sockt 
Number）等重要項目，並定義陣列順序即為

Device ID，此種做法，雖然佔用了較多的記憶

體，但可以減少在判斷設備編號時再去動態備

置記憶體之作業時間，對於本系統而言，這樣

固定範圍的記憶體較有利於管理並且較為穩

定。 
 
核心程式重點說明如下: 
 
2.1 定義虛擬節點結構 
節點結構欄位包含 Local IP、Port Number 與
TCP Sockt Number: 
 
typedef struct { 
        char mIP [20]; 
        int port; 
        int skt;}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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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立所有候選轉送節點 
由於 Modbus 協定規範，雖然有效的通訊位址

範圍為 0~247，個別通訊設備的通訊位址範圍

僅限於 1~147，但命令訊息裡的設備站台編號

為 1 Byte，故令其最大值為 256，本文建立最

多為 256 之虛擬設備節點結構陣列。 
 
Node NodeCtrl [256]; 
 
2.3 虛擬與實體被控節點之對應 

依據實體被控節點之站台編號與虛擬設備

節點建立對應關係，指定實體被控節點之站台

編號即為虛擬設備節點結構陣列編號。 
 

For(i=0;i<4;i++) 
{ 

NodCtl[ID].mIP=P[i]->LocalIP 
NodeCtl[ID]. port= P[i]-> DestPort 

} 
其中: 
ID :被控節點設備編號  
 i : 1 對 4 之模擬實驗設備編號 

3. 實驗架構 

為了驗證所研製之 Modbus-NAT 訊號轉換

功能之微控器，本研究規劃在區域網路裡進行

實驗，以模擬網路層與應用層之正確性，模擬

測試驗證之環境與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本實驗之網路架構圖 
 
設定本研究微控器於區域網路 IP 設為 : 

192.168.0.150，通訊埠號設為 100，被控節點

之模擬軟體執行於實驗電腦，作業系統為微軟

作 業 系 統 XP Professional 版 ， 設 定 IP
為:192.168.0.49。 

分別就主控端與被控端之環境設定進行說

明: 
主控端: 

使用 Modbus 模擬驗證軟體 - Simply 
Modbus TCP V7.1，微軟視窗版，畫面如圖 3
所示。 

 
圖 3 主控端畫面 

被控節點之模擬測試說明: 
 
3.1 模擬 Modbus TCP 設備: 
使用知名 Modbus 被控設備端模擬軟體

-Win ModSim32 進行測試，使用 ModSim32 模

擬四台不同之被控節點 Modbus TCP 設備，分

別令其站號(Device ID)為 0x06、0x17、0x22、
0x9C，並且分別模擬功能代碼為 01(coil 
status)、02(input status)、03(holding register)、
04(input register)，模擬資料長度分別為 4、6、
8、16，由於該模擬被控節點是使用模擬軟體

為之，執行於實驗電腦上，共用該電腦之 IP，
故設定該模擬被控節點之通訊埠分別聆聽

1502、2502、3502 以及 4502 埠號，相關模擬

設定參數如表 1 所示。其模擬畫面如圖 4 所示。 
 

3.2 Modbus RTU 設備:  
採用偉林公司所生產之 PID 溫控器產品

編號 BTC-9100，該產品具有標準之 Modbus 
RTU Slave 功能，令其設備代碼為 0x0F，其

RS485網路通訊包比率為 9600 bps、資料位元:8 
bit、同位檢查:None、停止位元:1。 

 
本研究係在區域網路下，進行核心功能之

Modbus-NAT 功能實作與測試，在實驗室內架

構測試網路環境，整體實驗環境配置如圖 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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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模擬 Modbus TCP 被控節點 

 

 
圖 5 實驗配置畫面 

 
由圖 5 可知，本實驗架構由二部工作用實驗

筆記型電腦，一台實驗用工業級之 PID 溫控器

-BTC9100 ， 以 及 一 台 本 研 究 所 研 製 具

Modbus-NAT 功能之之嵌入式微控器所組成。 
 
表 1 模擬 Modbus TCP 被控節點參數設定 

    項目 
項次 

設備

編號 
啟始

位址 
模擬

長度 
模擬

範圍 
變化

型態

1 06h 00001 4 0~1 隨機

2 17h 10001 6 0~1 隨機

3 22h 40001 8 0~ 
32767 隨機

4 9Ch 30001 16 0~ 
32767 隨機

 

4. 實驗結果 

微控器在區域網路裡對不同設備分別進行 5 次

的資料擷取(Polling)實驗，每次資料擷取的次數均

大於 200 次以上，資料擷取時間間隔 3 秒，Modbus
回應 Timeout 時間差設為 2 秒。實驗結果之相關數

據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本微控器 Modbus-NAT 核心與資料

擷取效果，可以依據命令訊框進行即時分析，取得

站台編號後，再利用虛擬結點與實體結點之對應關

係，建立 TCP Socket 連線，進行命令封包訊框之轉

送，每次 Polling 之回應的時間最長在 0.2 秒內均可

以完成，回應錯誤次數也都小於 10 次之內，失敗

率小於 5.0%。 
另一方面由此表可知，透過預先建立的

Modbus-NAT Table 可依據命令訊框之內容即時研

判轉送對象，並且取得相對應之回應值，再組成標

準 Modbus 回應訊框回傳主控端，模擬主控端軟體

(Simply Modbus TCP Client V7.1)亦可正確解析，呈

現於畫面之上，表示本研究之 Modbus-NAT 控制器

核心程式可以依據事先規畫之要求正常運做，依據

命令訊框封包，達到單一網路協定對多重設備之

Modbus 訊號轉換之目的。本研究在進行實驗測試

時，經常會使用到三方觀察，分別為觀察核心執行

狀況、主控端以及被控節點之狀況，三分割畫面分

別顯示主控端之資料擷取狀況、被控端模擬值之狀

況以及核心程式之程式狀況，如圖 6 所示。 
 

 
圖 6 本實驗之實測畫面 

 
表 2 實驗結果 

站台 Poll 
(次) 

Fail 
(次) 

Max 
(秒) 

Ave 
(秒) 

Min 
(秒) 

06h 201 3 0.2 0.09 0.0 
17h 313 5 0.1 0.009 0.0 
22h 201 0 0.1 0.082 0.0 
9Ch 200 2 0.2 0.082 0.0 
0Fh 201 1 0.2 0.041 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結論 

物聯網時代來臨，遠端設備連網資料擷

取應用需求普遍，而工業設備等大多有支

援 Modbus 通訊協定，在同一區域網路與

RS485 網路系統內，可以進行訊號轉換，

唯獨 IP 位址與設備位址必需是唯一，若要

在廣域網路下進行遠端資料擷取，多重遠

端設備僅採用一個對外連網設備的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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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來僅同一 IP 便不足以應付多重設備。 
本研究旨在應用即時動態網路位址轉

送的概念與方法，以實作方式提出一解決

方法，研製嵌入式微控器，可以實現一個

連網設備對多 Modbus 通訊協定之被控節

點進行資料擷取，已達到一對多之目的。  
由實驗結果可知： 

1. 本研究之核心，可以依據主控端之命令訊框

封包進行即時分析，分別轉送至屬於區域乙

太網路端之 Modbus TCP 被控節點，或是屬

於 RS485 網路之 Modbus RTU 被控節點。 
2. 本研究之嵌入式微控器核心可以利用 NAT

之方法，利用預先建立之 MNT，即時對主

控端之單一 IP 來源命令訊框進行封包分

析，即時於設定 Time Out 時間內進行多重

被控節點設備進行訊框轉送，達到網路位址

轉換一對多之效果。 
3. 可以取得被控節點設備端之回應，重組封裝

Modbus 回應訊框，回傳至主控端，讓主控

端之模擬軟體可以正確解析，提高遠端監控

擴展性 
4. 可應用於廣域網路下之遠端監控設備，可當

成 Modbus 訊號轉換設備以一對多之訊框轉

送功能，可節省通訊成本。 
5. 由本研究之實驗區域網路之環境下測試，雖

然可以實現即時命令訊框封包偵測與轉送

之 Modbus-NAT 功能，但仍有可能仍有將近

5.0%之失敗率，是否屬於實驗網路環境封包

碰撞所造成之誤差，抑或是硬體 MCU 效能

不足或是記憶體等方面的問題，則可以再進

一步深入探討，以期待達到更高的成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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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一般電腦教室都會使用包含網路位址轉換 (Net-
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 功能的交換器
(switch) 作為內部電腦 IP 取得及上網控制，此類

交換器對防火牆的控制方式，大多設計成網頁管理

界面，使用者必須開啟並登入交換器管理網頁，進行
防火牆設定。 授課老師為了管控學生上網，除了必

須擁有管理者帳密外，登入後必須勾選並輸入管制

的 IP 才能生效。因為每位授課老師上課前必須先設

定好防火牆，且為了不影響下一堂授課的教師，下

課前又必須恢復防火牆設定。這樣網路管理方式除

了不方便外，也容易因下課忘了恢復或設定不當，
導致電腦教室網路不通。 基於以上問題，本設計使

用 Linux 系統客製化電腦教室 NAT，不管用戶端是
Windows 或 Linux 系統，都可以簡單執行一支無互

動式程式，遠端設定 NAT 的防火牆為全開放、全關

閉、只限校內、單一網站或特定老師的要求等。而無

論哪種防火牆管制，教師機都可自由上網不受限制。
系統並利用 Linux crontab 例行性命令於每日電腦教

室三個上課時段的上課前，將 NAT 防火牆恢復到網
路全開狀態，以避免因老師設定網路後，忘了恢復

而影響下一節課授課老師。 客製化的電腦教室 NAT
系統已做精簡處理，使用資源相當少，即使打算淘汰

的舊電腦也可安裝並運作順暢。且為了簡化安裝程

序，本設計利用 Anaconda/Kickatart 設計自動安裝
光碟，安裝過程中使用者只需要輸入必要的管理者密
碼及電腦教室對外 IP 即可，安裝程式會自動偵測硬

碟進行自動安裝。
另外，對於非長期性的電腦教室 NAT，本

設計更開發可隨身攜帶的免安裝 NAT 自生系統
(LiveCD)，只要使用自生系統開機，馬上就可做為
客製化 NAT 使用。此客製化系統已於朝陽資工系電

腦教室使用一年，運作順暢，足以證明其可行性。
關鍵詞：自生系統 (LiveCD)、網路位址轉換

(NAT)、交換器、防火牆 iptables。

Abstract

We adopted IPtables which has built-in fire-
wall software and Linux which has high stability as
well as high degree of freedom to customize NAT.
By executing simple instruction, users are capable
of changing IPtables firewall setting easily with the
customized NAT and control the whole classroom

network environment without restrictions. Mean-
while, making use of the Linux timing schedule
makes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setting return to
initial setting after users finish using it. In the
present project, the customized NAT not only en-
hanced efficiency,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er-
rors of operating. Thus users are able to effortlessly
control network environment of computer classroom
without possessing too much professional knowl-
edge. Using Anaconda/Kickatart to customize au-
tomatic installation CD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users to install NAT in the computer classroom.
Besides, a carry NAT LiveCD is produced which
is free to install. In other words, the system makes
users break the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of the net-
work environment and can employ the customized
NAT anywhere as well as design a program which
is suitable for each usage script.
Keywords: liveCD, NAT, switch, iptables.

1 前前前言言言

資訊時代，網路已成生活的一部分，學校教學
方式也變得更多元，在電腦教室上課，關閉對外網
路，完全只使用單機軟體的情況，已非常少見。許
多教學必須利用網路資源或平台，因此，對外網路
不得不開放，在開放自由上網情況下，常導致學生
分心。 一般電腦教室都會購入包含網路位址轉換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NAT) [1]功能的交
換器，作為內部電腦 IP 動態取得及上網控制。 此
類型的交換器大多會設計一個簡易網頁的管理頁
面，方便管理者進行交換器維護及防火牆設定。
教師必須知道交換器的 IP 位址，開啟網頁連線到
交換器設計的管理頁面，再以管理者帳號登入交換
器才能進行防火牆設定。 無論設定的方式再怎麼
簡易，熟悉交換器操作的教師仍然需要一段時間操
作，對於不熟悉的教師，除了會壓縮上課時間外，
若設定錯誤還會導致無法連線或無法正常控制網
路環境。這樣的防火牆控制方式在電腦教室使用並
不方便，因為每位老師上課前必須先設定防火牆，
且都要有管理者帳號。若是要設定包含多個不同網
段的 IP，逐項設定需要花些時間。 此外，電腦教
室由不同的任課教師共同使用，上課前必須先設定
好防火牆，才能控制網路環境，然而每位教師教學
的方式不同，為了不影響下一堂課的教師授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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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也必須恢復防火牆設定，這樣的防火牆控制方
式使用上並不方便。因此，目前除了極少數具資訊
背景且習慣網路設定的老師，上課時會登入管理網
頁設定防火牆外，大部分的電腦教室都是以網路全
開的環境上課。若一定要關閉網路時，例如不使用
網路的考試，也大都直接拔除對外網路線。而連拔
除對外網路線的動作，也經常忘了於考試結束後插
回，因而造成後續上課的老師困擾。

基於以上問題，目前的電腦教室 NAT 運作，
大多由管理者設定好 DHCP 並開放上網，老師上
課時大多不會再去更動防火牆設定。為方便老師上
課時隨時改變防火牆設定，限制學生上網。本實作
設計開發一客製化 NAT 系統，遠端設定 NAT 的
程式放在老師機的桌面上，上課老師隨時都可執行
這支專屬的防火牆變更程式，設定包含完全開放上
網，限制只能上校內網站、只能上某一網站、只能
上老師個人指定的某些網站，限制上網更貼心的排
除老師機的上網限制，讓老師無論對學生上網做任
何的管制，都不會影響老師主機的網路狀況。下課
時老師也不用將網路限制設定恢復，NAT 會於各
時段上課前自動恢復完全開放上網狀態，以避免上
課老師因忘了恢復設定，而影響後面接著使用的老
師，有效的處理電腦教室上網管理問題，提昇教學
品質。

為了簡化 NAT 的安裝，本實作設計利用 Red
Hat [2] 開發的 Kickstart 安裝 [3]，設計者可以透
過 kickstart 將一般安裝過程中，常被詢問並要求
安裝者回答或輸入的問題寫在一個檔案，這個檔
案放在安裝來源的某個位置，只要開始安裝時指
定 kickstart 檔的所在位置，安裝程式會讀取這個
檔案的相關設定，依照設定自動完成安裝，可以
節省很多安裝設定時間。 本設計將客製化 NAT
安裝設定、安裝套件及客製化防火牆程式都寫在
Kickstart 檔，製作成自動化安裝光碟，使用者不
需具備太多資訊專業，只要拿著此一安裝光碟或隨
身碟，放入電腦並以光碟或隨身碟開機，系統就會
自動安裝，過程中只要輸入 NAT的對外 IP即可，
安裝好後重開機就有客製化的 NAT 可使用。

若不是長期使用的 NAT，NAT自生系統 (Live
CD) [4]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自生系統是將儲存於
CD, DVD 或隨身碟等介質的可開機作業系統。使
用者不需要將系統安裝到硬碟，直接使用這個儲存
介質開機就可以使用。很多作業系統都有自己的自
生系統 [5]，提供使用者在不安裝的情況下試用，
尤其是各版本的 Linux。本實作亦設計有自行設計
的客製化 NAT 自生系統，只要拿著 Livecd 光碟開
機，電腦教室馬上就有客製化 NAT 可用，完全不
需要安裝，非常適合短暫使用的情況。

本系統已實際使用於朝陽科技大學資工系 E-
517 電腦教室兩個學期，一開始的 DHCP IP 租
約太長，且教室除了個人電腦外，還有嵌入式系
統，網卡數量超過可供使用的 IP 數，造成若同時
使用時，有部分電腦無法取得 IP 而無法上網的問
題，經將租約縮短，沒有使用的網卡不再長期佔用
IP 後，目前運作順暢。不論老師機是 Windows 或
Linux 系統，都有遠端設定防火牆的程式可供老師
使用，老師只要按下控制程式就可達到網路管理的
目的，足以證明此實作之實用性。

圖 1: NAT 系統及環境支架構圖。

2 系系系統統統特特特性性性

本系統主要有三大特色，一為客製化的 NAT
系統，讓教師在上課時，可以很方便的管制學生上
網；二為自動 NAT 系統安裝，讓電腦教室管理員
可以快速建置本系統；三為 NAT 自生系統 (Live
CD) 製作，讓非長期性的使用者，以此自生系統開
機，馬上就有客製化 NAT 可以使用。

2.1 客客客製製製化化化 NAT

NAT 系統及環境之架構如圖1，網路分成內部
網路及外部網路，內部網路 (Inside network) 指的
是同一區域如一家公司或一個組織內多台電腦串
起的網路，外部網路 (Outside network) 指的則是
網際網路。內部網路若使用私有 IP，則其要連上
外部的網際網路，必須將私有 IP 轉換成連線外部
網路需要的公有 IP。 本實作中的內部網路指的就
是電腦教室內部的網路，沒有直接暴露在網際網路
上的網路環境。電腦教室內的電腦使用的 IP 都是
由 NAT 自動取得的私有 IP，同時也從 NAT 取得
預設路由及名稱伺服器 DNS 位址等資料，再利用
NAT 將私有 IP 轉換成公有 IP ，才能連上外網的
網際網路。因此，電腦教室的 NAT 主機至少必須
有以下三種功能：

1. 動態主機配置協定 (Dynamic Host Configura-
tion Protocol, DHCP)：
DHCP 是一種網路協定，可以讓網路管理集
中控管內網的 IP，並讓內網的電腦自動取得
IP。為隔離 DHCP與外網，一般 NAT都會使
用兩張網卡，一張做為內網的通訊，一張連上
外網的網際網路。

2. 封包轉送及偽裝 IP：內網送來的封包可以在
內網的節點互相通訊，但無法與網際網路上
的電腦做外部通訊。要轉送封包到外網的網
際網路，讓使用私有 IP 的內網電腦連上外
網，NAT 還必須提供 IP 偽裝的功能，把來自
內網的封包位址，轉換成 NAT 對外的 IP。

3. 上網管制：利用封包必須經由 NAT 轉送及偽
裝 IP 的過程，可以決定送往那裡的封包才轉
送，以達到內網電腦連上外網的控制。本系統
設計六種預設的防火牆選項：

(a) 自由上網

(b) 不能上網

(c) 限制只能上某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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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限制只能上「個別老師設定」的部分網站

(e) 限制只能上校內網站

(f) 指定某一學生機可自由上網

完成以上三種功能主要分成 DHCP 服務架設及防
火牆設定兩大部分。本系統以 Linux 實作，防火牆
採用 Linux 內建的防火牆套件 iptables[6] 語法為：�
1 iptables -t <table> <chain> <rules> -j <target>
� �
iptables 定義 table, chain 及 rules 三個資料來處理
封包的傳送，表格 table 內建有 filter, nat, mangle,
raw, security 五種，若不指定 table，預設為 filter
；鏈 chain 包含 PREROUTING, INPUT, OUT-
PUT, FORWARD 及 POSTORTING 等，分別應
用於「進行路由前」、「進入本機」、「從本機
送出」、「經由本機轉傳」、「送出前」的網
路封包。但並不是每種表格都包含所有的鏈，過
濾表格 filter 有 INPUT, OUTPUT, FORWARD
等鏈；位址轉換表格 nat 包含 PREROUTING,
POSTROUTING, OUTPUT 等鏈，破壞表格 ma-
gle 在 kernel 2.4.17 之前只有 PREROUTING 及
OUTPUT 兩個鏈，2.4.18 之後又把 INPUT, FOR-
WARD, POSTROUTING 三個鏈加入，主要用於
修改封包的服務類型、TTL、標記等。 raw 表只使
用在 PREROUTING 鏈和 OUTPUT 鏈上，可以
在連接跟蹤前處理封包，例如在不需要做 NAT 的
情況下為提高性能，讓 iptables不再對 web伺服器
80 埠做封包的鏈接跟蹤處理，以提高用戶的訪問
速度。 security 安全表用於強制存取控制 (Manda-
tory Access Control, MAC)網路規則，與 magle是
比較不常用的表格。

iptables 分析進入主機的網路封包，針對封包
的表頭資料 (Header) 進行過濾條件 rules 的設定，
對連線封包進行「放符合」與「封鎖不符合」或
「丟棄不符合」的雙向安全管理機制。如果不啟
動 NAT 功能的 Linux 主機，只要使用過濾表格
的 INPUT及 OUTPUT鏈就夠，因本設計為 NAT
主機，除過濾功能外，還要考慮 FORWARD 轉送
功能，且要使用位址轉換表格的 POSTROUTING
鏈，將符合規則的封包位址由內網私有 IP 偽裝
(MASQUERADE) 成 NAT 對外 IP，才能連上網
際網路。

2.2 自自自動動動安安安裝裝裝

Red Hat 紅帽公司開發的 Kickstart 安裝，讓
設計者透過 kickstart將安裝過程中要處理的設定，
寫入一個檔案，只要安裝程式讀到這個檔案，就會
依照檔案中寫好的動作執行安裝。 Kickstart file
格式和一般的 Linux 設定檔一樣，是一個 ASCII
檔，而 Kickstart file 的內容依序必須有：

1. Command section：命令段落主要是設定系統
的項目，包括軟體來源、安裝模式 (升級或重
新安裝)、網路、鍵盤格式、防火牆、使用者
身份認證、時區、SELinux 啟動、開機管理程
式與磁碟分割等最重要項目部分。

2. %packages section：套件段落主要是列出要
安裝的套件或群組，並自動解決套件相依性問
題。

3. %pre section：安裝前段落主要是針對安裝
硬體做測試，以取得正確的安裝參數。例如：
設計者將偵硬碟、分割硬碟的程式寫在這個
段落，使用者安裝時，就不必再進行硬碟分割
了。

4. %post sections：安裝後段落主要是針對完
成安裝後的系統進行設定。例如：本系統希望
用戶輸入 NAT 對外 IP 腳本，客製化防火牆
設定的腳本，都可以在這個段落完成。

2.3 自自自生生生系系系統統統

NAT 自生系統 (Live CD) 的製作，必須先在
Linux 系統建置製作環境，也就是要先安裝製作自
生系統的相關工具。製作自生系統前，製作工具同
樣會讀取指定的 kickstart file，並依照檔案中的設
定，先試安裝到暫存目錄中，若試安裝沒問題，就
會將試安裝完成的系統製作成 ISO映像檔，將此映
像檔燒成光碟，就可做 NAT 自生系統開機光碟。
因此，NAT 自生系統的設計，與自動安裝類似，
必須先設計好自動安裝的 kickstart file，以符合自
生系統所需功能及開機程序。

3 系系系統統統實實實作作作

包含客製化 NAT 架設自動安裝腳本、服務設
定、防火牆設定程式等。

3.1 防防防火火火牆牆牆設設設定定定腳腳腳本本本

防火牆設定腳本檔案較大，部分腳本程式碼以
....... 取代如程式 1 以方便說明，完整程式可
參考作者個人網頁 [7] 「客製化、個性化 Linux」
的「防火牆 iptables 設定」，並可直接從作者部落
格[8]下載。程式 1第 1行宣告腳本使用 /bin/bash

執行；第 3 至 7 行執行輔助說明，當使用者不知
如何下參數時，可以使用選項 -h 列出腳本程式說
明；第 9 至 16 行判斷是否指定網卡設定，如果沒
有就以預設 eth0 對內，eth1 對外，此設計主要是
保持程式的彈性，以適合其他網卡環境；第 21 至
25 判斷老師主機的 IP 進行 FORWARD 放行。防
火牆 iptables 的 FORWARD 語法：
-A FORWARD -i eht0 -d 163.17.10.1 -j ACCEPT

表示從 eth0 來，要送到 163.17.10.1 的封包接受放
行；第 26 至 42 行就是判斷全開、全關或校內等參
數，再以這個 FORWARD 語法進行設定；第 49
行的 POSTROUTING 語法主要是將要轉送的封包
以對外網卡 eth1 IP 偽裝並送出；最後第 53 行重
新啟動防火牆服務，使其生效。�
1 #!/bin/bash

3 if ip=$(echo $@ | grep -o "\-h") ; then
echo "ex. $0 [eth_dhcp eth_int] [--set=[

close|csie|dywang]] [--myi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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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it 1

7 fi

9 if eth=$(echo $@ | grep -o "eth[01] eth[01]") ;
then

ethdhcp=${eth% *}
11 ethint=${eth#* }

else
13 ethdhcp=eth0

ethint=eth1
15 fi

echo "$ethdhcp,$ethint"
17

iptable=’/etc/sysconfig/iptables’
19 .................

21 if myip=$(echo $@ | grep -o "\-\-myip
=[0-9]\{1,3\}") ; then
myip=${myip#*=}

23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s 192.168.1.$
{myip} -j ACCEPT" >> $iptable

echo "192.168.1.${myip}"
25 fi

if ip=$(echo $@ | grep -o "\-\-set
=[0-9]\{1,3\}\.[0-9]\{1,3\}\

27 \.[0-9]\{1,3\}\.[0-9]\{1,3\}") ; then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d ${ip##*=} -

j ACCEPT" >> $iptable
29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j DROP" >>

$iptable
elif ip=$(echo $@ | grep -o "\-\-set=close") ;

then
31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j DROP" >>

$iptable
elif ip=$(echo $@ | grep -o "\-\-set=csie") ;

then
33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d

163.17.0.0/16 -j ACCEPT" >> $iptable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d

120.110.0.0/16 -j ACCEPT" >> $iptable
35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j DROP" >>

$iptable
elif ip=$(echo $@ | grep -o "\-\-set=dywang") ;

then
37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d

163.17.10.68 -j ACCEPT" >> $iptable
.......................

39 echo "-A FORWARD -i $ethdhcp -j DROP" >>
$iptable

else
41 echo -e "-A FORWARD -i $ethdhcp -j ACCEPT"

>> $iptable
fi

43 cat >> $iptable <<END
-A FORWARD -o $ethdhcp -d 192.168.1.0/24 -j

ACCEPT
45 -A FORWARD -o $ethdhcp -j DROP

-A FORWARD -j REJECT --reject-with icmp-host-
prohibited

47 COMMIT
*nat

49 -A POSTROUTING -o $ethint -j MASQUERADE

51 COMMIT
END

53 /etc/init.d/iptables restart
exit 0
� �

程式 1: 防火牆設定腳本。

3.2 設設設計計計 kickstart file

自動安裝 kickstart 檔的 command 段落如程
式 2，第 1 行宣告版本；第 2 行指定安裝；第 3
行設定語系；第 4 行指定鍵盤的美式；第 5 行設
定對內網卡 eth0 的 IP 及遮罩；由於每間電腦教
室的對外 IP 都不可能一樣，自動程式不可能將對

外網卡的 IP 固定，所以第 6 行對外網卡 eth1 不
設定 IP，待安裝完成後於 %post section 的腳本
中再要求用戶輸入；第 7 行管理者密碼設定被註
解，表示不自動設定管理者 root 的密碼，主要原
因是安全考量，不希望因安裝者偷懶，沒有變更
root 密碼，產生安全漏洞，因此，安裝程式於安
裝過程中會要求用戶輸入管理者密碼；第 8 行設
定開機不啟動 kdump 服務；第 9 行則設定開機啟
動 dhcpd 及 named 服務，這兩項服務是 NAT 伺
服器需要的服務；第 10 行防火牆開放 ssh 服務，
讓遠端可以使用 ssh 連線，這是遠端控制防火牆
登入必要的服務；第 11 行指定登入身份認證採用
/etc/shadow；第 12 行開啟安全性加強 seLinux；
第 13 行設定時區為亞洲台北；最後一行 15 行讀入
/tmp/partitioning，這個檔包含要安裝的硬碟分
割訊息，訊息的產生則由 %pre section 中自動偵
測硬碟後產生，這部分可以讓最困擾安裝者的硬碟
分割工作自動進行。�

#version=DYW Linux 6
2 install

lang en_US.UTF-8
4 keyboard us

network --device eth0 --bootproto=static --ip
=192.168.1.254 --netmask=255.255.255.0 --
hostname=nat

6 network --device eth1 --bootproto=query
#rootpw 123123

8 services --disabled="kdump"
services --enabled="dhcpd,named"

10

firewall --service=ssh
12 authconfig --enableshadow --passalgo=sha512 --

enablefingerprint
selinux --enforcing

14 timezone --utc Asia/Taipei

16 %include /tmp/partitioning
� �
程式 2: 自動安裝 command 段落。

%pre section 如程式 3 以 %pre 開始 %end

結束，段落內程式以 shell 腳本撰寫，第 1 行宣
告 %pre 段落開始，並指定將執行的紀錄儲存於
/tmp/kspre；第 2 至 11 行搜尋安裝套件來源清
單位置，將其儲存在 /tmp/natpack，供 %package

段落安裝時讀取，且將此裝置顯示在 tty2；第 12
至 33 行搜尋可安裝的硬碟，做預先規劃好的分
割，此硬碟分割動作寫入 /tmp/partitioning，供
command section 讀取並執行。�

%pre --log=/tmp/kspre
2 mkdir /tmp/crt

srmp=$(grep ’sr’ /etc/mtab | awk ’{print $2}’)
4 for mp in $srmp ; do

if [ -e $mp/add/natpack ]; then
6 cat $mp/add/natpack > /tmp/natpack

echo "cdrom $mp" > /tmp/install
8 sdfound="${mp##/*/}"

break
10 fi

done
12 cat /tmp/install > /dev/tty2

echo -e ’\c’ > /tmp/partitioning
14 lsdisk=$(ls -d /dev/{sd?,vd?} 2>/dev/null)

for ld in ${lsdisk}; do
16 Dbyte=$( fdisk -l $ld | egrep ’^Disk.*

bytes$’ )
Dbyte=${Dbyte##*B, }; Dbyte=${Dbyte%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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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clare -i isize=$Dbyte
if [ $isize -gt 7900000000 ] ; then

20 cat > /tmp/partitioning << END
bootloader --location=mbr --driveorder=$ld

22 zerombr
clearpart --initlabel --all --drives=$ld

24 part /boot --size=200 --label=nat-boot --fstype
=ext4

part pv.01 --size=7000
26 volgroup vg_nat --pesize=4096 pv.01

logvol / --fstype=ext4 --name=root --vgname=
vg_nat --size=4000

28 logvol /home --fstype=ext4 --name=home --vgname
=vg_nat --size=1024

logvol swap --name=swap --vgname=vg_nat --size
=1024

30 END
break

32 fi
done

34 %end
� �
程式 3: 自動安裝 %pre 段落。

%package section 如程式 4 以 %prckage 開
始 %end 結束，第 1 行宣告 %package 段落
開始，--nobase 指定不做基本安裝，因本安
裝已精簡套件，並將要安裝的套件清單寫在
/tmp/natpack；第 2 行讀取安裝套件清單進行安
裝，安裝時同時會檢查套件相依性一併安裝；第 3
至 5 行列出的套件前面加上 - 號，表示不安裝這些
套件，因為套件安裝段落中即使不加入任何套件且
指定不做基本安裝，安裝時還是會有一些最基本的
安裝，因此才需要另外刪除不想安裝的套件。�

%packages --nobase
2 %include /tmp/natpack

-libgcj
4 -sinjdoc

-java-1.5.0-gcj
6 %end
� �

程式 4: 自動安裝 %package 段落。

%post section 可加上 --nochroot 選項如程
式 5 將系統根目錄保持在安裝程式系統中，以方便
從安裝程式複製檔案到安裝好的系統中，程式 5 以
%post 開始 %end 結束，第 1 行宣告 %post 段落開
始 ，--log=/mnt/sysimage/tmp/ksnochrootpost

記錄執行結果；第 2 行宣告系統安裝的目錄為
/mnt/sysimage；第 3 行在安裝好的系統建立目
錄 /usr/local/bin；第 4 行將安裝來源上寫好腳
本複製到已安裝好的系統中，這些腳本包含防火牆
控制程式。�

%post --nochroot --log=/mnt/sysimage/tmp/
ksnochrootpost

2 INSTALL_ROOT=’/mnt/sysimage’
mkdir -p $INSTALL_ROOT/usr/local/bin/

4 cp /mnt/source/bin/*.sh $INSTALL_ROOT/usr/local
/bin/

%end
� �
程式 5: 自動安裝 %post nochroot 段落。

%post section 如程式 6 以 %post 開始
%end 結 束 ， 第 1 行 宣 告 %post 段 落 開
始，--log=/tmp/kspost 記錄執行結果；第 3 至
4 行修改開機選單；第 5 行修改系統設定允許

ip_forward，這是要做為 NAT 必要的功能；第
7 至 9 行將螢幕畫面切換至第 1 終端機，並將結果
顯示在這個終端畫面；笫 11 至 30 行逐步引導用
戶完成網卡設定，其中除對外網卡 IP 一定要輸入
外，其餘皆已有預設值，用戶可直接按下 Enter 接
受；第 32 行修改主機名稱；第 33 至 43 行將網路
設定資料寫入對外網卡設定檔；第 45 至 74 將名稱
伺服器設定寫入設定檔中，本系統的名稱伺服器並
不建立內部網路網域名稱，而僅是提供轉查功能；
第 75 至 92 行將 dhcp 服務設定寫入設定檔，有關
伺服器設定細節可參考作者個人網頁 [7] 中的伺服
器架設；第 94 行備份原始防火牆；第 95 將客製
化防火牆設定腳本寫入開機自動執行檔中；第 96
行依據學校上課時間，Linux 例行性工作排程排定
每日的 8:20 12:20 18:20 恢復防火牆為網路全開，
以免造成上課老師的困擾；第 98 至 101 行建立一
般用戶 csielabnat，並設定其有權執行管理者才可
以執行的防火牆變更程式，供遠端管理防火牆，以
避免提供老師 root 帳號，增加系統穩定性及安全
性。�
1 %post --log=/tmp/kspost

#!/bin/bash
3 sed -i ’s/\(^hiddenmenu\).*$/#\1/’ /boot/grub/

grub.conf
sed -i ’s/\(^title De-Yu Wang\).*$/\1 -- CSIE

NAT/’ /boot/grub/grub.conf
5 sed -i ’s/\(^net.ipv4.ip_forward =\).*$/\1 1/g’

/etc/sysctl.conf

7 chvt 1
curTTY=‘tty‘

9 exec < $curTTY > $curTTY 2> $curTTY

11 ethdhcp=’eth0’ ## Internal Network
ethint=’eth1’ ## External Network

13 echo -e "# Command line options here\nDHCPDARGS
=\"$ethdhcp\"" > /etc/sysconfig/dhcpd

answer="n"
15 while [ x"$answer" != "xy" ] && [ x"$answer" !=

"xY" ] ; do
echo -n "enter hostname (nat): "; read

hostname
17 [ "$hostname" == "" ] && hostname=’nat’

echo -n "enter ip: "; read ip
19 echo -n "enter netmask (255.255.255.0): ";

read netmask
[ "$netmask" == "" ] && netmask

=’255.255.255.0’
21 echo -n "enter default gw: "; read gw

echo
23

echo You entered:
25 echo -e "\thostname: $hostname"

echo -e "\tip: $ip"
27 echo -e "\tnetmask: $netmask"

echo -e "\tdefault gw: $gw"
29 echo -n "Is this correct? [y/n] "; read

answer
done

31

sed -i -e ’s/^\(HOSTNAME=\).*$/\1’"$hostname"
’/’ /etc/sysconfig/network

33 cat >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
ethint} << END

DEVICE="$ethint"
35 BOOTPROTO=’static’

NM_CONTROLLED=no
37 ONBOOT=yes

IPADDR=$ip
39 NETMASK=$netmask

GATEWAY=$gw
41 DNS1=163.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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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2=163.17.1.1
43 END

45 ## set cache-only dns
cat > /etc/named.conf << END

47 // named.conf for NAT
............

49

options {
51 listen-on port 53 { any; };

listen-on-v6 port 53 { ::1; };
53 directory "/var/named";

dump-file "/var/named/data/cache_dump.db"
;

55 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
named_stats.txt";

mem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
named_mem_stats.txt";

57 allow-query { any; };
recursion yes;

59

dnssec-enable yes;
61 dnssec-validation yes;

dnssec-lookaside auto;
63

/* Path to ISC DLV key */
65 bindkeys-file "/etc/named.iscdlv.key";

67 forward only;
forwarders {

69 163.17.3.1;
168.95.1.1;

71 139.175.10.20;
};

73 };
END

75 ##dhcp server
cat > /etc/dhcp/dhcpd.conf << END

77 .....................
authoritative;

79 ddns-update-style none;

81 subnet 192.168.1.0 netmask 255.255.255.0 {
# The following lines are standard all of the

time.
83 option routers 192.168.1.254;

option subnet-mask 255.255.255.0;
85 option domain-name "deyu.wang";

option domain-name-servers
192.168.1.254,163.17.3.1,168.95.1.1;

87 default-lease-time 600;
max-lease-time 720;

89 range 192.168.1.100 192.168.1.199;
next-server 192.168.1.254;

91 }
END

93

mv /etc/sysconfig/iptables /etc/sysconfig/
iptables.orig

95 echo "setdhcpiptables.sh $ethdhcp $ethint" >> /
etc/rc.d/rc.local

echo "20 8,12,18 * * * /usr/local/bin/
setdhcpiptables.sh $ethdhcp $ethint" >> /
var/spool/cron/root

97 chmod 600 /var/spool/cron/root
echo "csielabnat ALL=NOPASSWD:

setdhcpiptables.sh" >> /etc/sudoers
99

useradd csielabnat
101 passwd csielabnat

chvt 6
103 %end
� �

程式 6: 自動安裝 %post 段落。

3.3 自自自動動動安安安裝裝裝系系系統統統製製製作作作

製作安裝光碟必須先下載 Linux 安裝光碟，再
配合設計好的 kickstart file 重新製作成客製化的安

裝光碟。然而 Linux 系列不同，版本也眾多，不同
系列的 Linux 指令有差異，不同的版本套件也不一
定相容。本系統使用 Red Hat 系列的 CentOS[9] 6
版本修改，但直接使用完整版本，檔案會比較大，
若使用最小安裝版，有些需要的套件又沒提供。若
要兩全其美就要為自己的系統量身打造 Linux 系
統，本實作就是使用自行修改過的 Linux 系統，
並於作者個人網頁中提供下載，並有完整的製作
過程。 當製作環境、kickstart file 都準備就緒，使
用程式 7 mkisofs 工具就可產生自動安裝系統 ISO
檔，將此映像檔燒成光碟開機即可，若使用虛擬機
更可直接使用。�
1 [root@dywH nat]# mkisofs \

-o /usr/src/nat‘date +%Y%m%d‘.iso \
3 -b isolinux/isolinux.bin \

-c isolinux/boot.cat \
5 -no-emul-boot -boot-load-size 4 \

-boot-info-table -R -J -v -T /usr/src/nat
� �
程式 7: 自動安裝系統 ISO 製作。

3.4 自自自生生生系系系統統統製製製作作作

自生系統與自動安裝系統的 kickstart file 差異
有：

1. 自生系統不需要偵測硬碟，所以不需要
%pre section。

2. 互動式網卡設定程式必須在開機後自動執行，
而不是在安裝後的 %post section。因此，將
自動安裝後的互動式網卡設定程式獨立存檔，
並於開機時自動執行此程式。

完整的自生系統製作 kickstart file 公開在作者數位
平台 [8]，可直接下載。

3.5 遠遠遠遄遄遄控控控制制制

無論老師上課電腦作業系統是 Windows 或
Linux，都可以使用 ssh 遠端登入，執行 NAT 上
的防火牆設定腳本程式，就可管制學生上網。為
更方便使用，老師機可以使用以下多種方式遠端控
制：

1. ssh 遠端登入，再執行防火牆設定程式：需要
輸入密碼及下指令。

2. sshpass 傳送密碼：可以一行指令無互動式的
遠端控制如程式 8。�

[dywang@dywH ~]# sshpass -pxxxxxxx ssh
192.168.1.1 \

2 "setdhcpiptables.sh --set=dywang --myip
=192.168.1.140"
� �

程式 8: sshpass 遠端互動下指令。

3. 在 NAT 主機設定老師機為「信任主機」[7]，
在老師機先產生一對公私鑰，將公鑰傳送到
NAT 主機，寫入登入用戶家目錄下的 .ssh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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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NAT 自動安裝截取畫面。

圖 3: NAT LiveCD 開機網卡設定截取畫面。

錄中的檔案 authorized_keys，則來自老師機
的 ssh 連線就不再需要輸入密碼，老師機同樣
可以無互動式的遠端控制 NAT 防火牆。

4. 對於不習慣文字界面的老師，只要在桌面上
將以上述無互動式指令，做成一個捷徑圖示按
鈕，一樣可以輕易完成。

4 結結結果果果與與與討討討論論論

虛擬機模擬自動安裝過程已拍攝成影片，並公
開在作者個人網頁上[10]，截取安裝完成後開機選
單畫面如圖 2。 虛擬機模擬 NAT LiveCD 開機，
啟動 natboot.sh 進入網卡設定程序畫面如圖 3。
設定程序與自動安裝的後處理一樣，除了管理者
root 密碼及對外網卡的 IP 外，其餘皆可直接按下
Enter，以預設的設值進行設定，完成 natboot.sh
程序後，系統就是用戶客製化的 NAT 主機。

本系統已實際安裝於朝陽科大資工系電腦教室
使用，老師機作業系統無論是 Windows 或 Linux
都已設定好無互動式指令，直接點選該指令就可
完成 NAT 防火牆設定，完整的網路控制影片請參
考[11]。 圖 4 及圖 5 都實際於電腦教室操作並拍
攝的畫面。 圖 4 及圖 5 分別是老師機為 Linux 及
Windows 時控制 NAT 的結果，當老師執行無互動
式命令後，啟動關閉學生上網，老師機還是可以自
由上網，學生機則已無法上網。除了控制學生不能

圖 4: 老師機 Linux 系統控制學生完全不能上網。

上網外，其他如上校內網站、老師指定特定網站、
單一網站等也都可使用同樣的方式完成。

5 結結結論論論

本論文為實現電腦教室客製化 NAT 設計與實
作，已實際使用於資工系 E-517 電腦教室，不論教
師機作業系統是Windows或 Linux，都可以使用無
互動式命令控制 NAT 防火牆。 防火牆的設定已預
設有自由上網、不能上網、限制只能上校內網站、
限制只能上某一網站、限制只能上「依老師設定」
的部分網站、指定某一學生機可自由上網等功能。
且無論做任何的設定，都不管制老師機上網，讓老
師還可以自由上網，提供老師方便的上課環境。若
老師有自己專屬的放行清單，也可以將此清單設成
其特有的防火牆設定。 由於已經設計成無互動式
命令，因此，若不習慣點選命令執行，也可以將此
命令做成連結捷徑，老師一樣可以直接從桌面上點
擊連結圖示，執行防火牆設定。無論上課老師做任
何的防火牆設定，都不必擔心忘記還原成全開而影
響下一位老師上課，系統已依學校上課時間，設定
早中晚三個時段的上課前，自動還原成網路全開狀
態。

對於電腦教室管理者方面，本系統設計自動安
裝及自生系統，不論是要長期使用直接安裝到硬
碟，或只是短暫使用以自生系統開機，都簡化到只
需設定管理者密碼及對外網卡 IP 即可。即使非專
業的管理者也能很快完成系統設定。

此系統已實際使用兩個學期，運作順暢，足以
證明此實作與設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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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老師機 Windows 系統控制學生完全不能上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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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simulation and 

measured results of a triple-band L-shaped 

monopole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for application in WLAN and WiMAX bands 

are presented.  The triple-band L-shaped 

monopole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is fabricated on a ceramic substrate.  The 

lower b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horted 

parasitic strip in the protruding stub of the 

ground plane, the middle band is expected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longer strip of L-shaped 

monopole in the front side, while the higher 

b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hort strip of L-

shaped monopole in the front side.  The 

proposed antenna has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measured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proposed antenna has a 6 dB 

return loss with bandwidth 270 MHz (2,250-

2,520 MHz) in the lower band, 750 MHz 

(2,900-3,650 MHz) in the middle band, and 

1,350 MHz (4,780-6,130 MHz) in the higher 

band.  The proposed triple-band L-shaped 

monopole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covered the ISM, HIPERLAN, UNII, and 

WiMAX bands. 

 
Keywords—L-shaped monopole, bandwidth, 

radiation, gain, return loss. 

1. INTRODUCTION 

TMany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mobile radio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use 

monopole.  The monopole is used extensively 

because it is reasonably compact, good efficiency, 

and very simple [1-2].  Conventional planar 

monopole is a straight shape of quarter-

wavelength.  Instead of a straight shape 

monopole, an inverted L-shape monopole is 

researched and it owns the advantage of low 

profile.  Recently, multiband monopole antennas  

 

Fig. 1 Configuration of the triple-band monopole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for application in WLA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2.4-2.484 GHz), ISM (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and Bluetooth at low band, 

HIPERLAN (high-performance radio local area 

network, 5.15-5.35 GHz) and UNII (Unlicensed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5.725-5.825 

GHz) applied in the high band are implemented.  

Simultaneously, associat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3.4-3.6 

and 5.25-5.85 GHz),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antennas suitable for 

WLAN/WiMAX simultaneously.  Multiband 

monopoles are realized by employing parasitic or 

shorted elements to the monopole [3-6].  The 

multiband monopoles are fed with microstrip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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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of the antennas has two metal layers.  

Via holes are employed to connect the parasitic 

or shorted element on the front side to the ground 

plane on the back side of the substrate.  However, 

this has increased the manufacturing cost and 

difficulty in fabricating. 

Monopole antenna has limitations in size, 

bandwidth, and efficiency, all imposed by the 

dielectric substrate.  Three microwav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must be considered for 

monopole antennas used: a high dielectric 

constant, an optimized quality factor, and a near-

zero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onant 

frequency [7], [8].  High dielectric constant and a 

near zero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onant 

frequency are required for small size and high 

temperature stability, respectively.  The quality 

factor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tenna losses.  

Typically,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losses, such 

as radiation, conduction, dielectric, and surface 

wave.  Therefore, the total quality factor is 

affected by all of these losses.  Loss in dielectric 

substrate results in a decrease in gain and 

efficiency [9].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very 

simple of monopole and small size of using 

microwave ceramic with high dielectric constant 

as a substrate, a triple-band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operated in ISM, HIPERLAN, 

UNII, and WiMAX bands, simultaneously, is 

proposed.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simple in 

manufacturing because of single dielectric 

substrate, single metal layer, and without via 

holes.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capable of 

operating in the ISM, HIPERLAN, UNII, and 

WiMAX bands.  The design consideration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the proposed antenna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2. ANTENNA DESIGN 

The geometry and parameters of a triple-band 

monopole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are shown 

in Fig. 1.  The triple-band monopole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is realized on a ceramic 

substrate of 1.6 mm in thickness, 13.8 in relative 

permittivity, and 0.000078 in loss factor.  A 50 

ohm microstrip feedline is used to feed the triple-

band monopole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Dimensions of the microstrip feed line are 

calculated by close-form formulas given in [10], 

assuming infinite ground plane and finite 

dielectric thickness.   

The proposed triple-band monopole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comprise L-shaped  

 
(a) 

 

 
(b) 

 

 
(c) 

Fig. 2 The simulation return losses of the triple-

band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with 

different lengths of (a) Lg2, (b) Lf, and (c)Ws, 

respectively 

 

monopole in the front side and a parasitic strip in 

the protruding stub of the ground plane. shorted 

parasitic strip in the protruding stub of the ground 

plane controls the lower band, the middle band is 

expected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longer length of 

L-shaped monopole in the front side, while the 

short length of L-shaped monopole generates an 

operating band for the upper band.  The effects of 

parameters on the resonant frequency are studied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the triple-band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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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a), (b), and (c) show the simulation 

return losses of the triple-band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with different lengths of 

Lg2, Lf, and Ws, respectively.  The first resonant 

frequency in the lower band decreases from 2.47 

to 2.36 GHz as the Lg2 increases from 5.3 to 7.3 

mm.  The longer the Lg2 enables the lower the 

first resonant frequency.  The second resonant 

frequency in the middle band decreases from 

3.61 to 3.35 GHz as Lf increases from 17.5 to 

19.5 mm.  The third resonant frequency decreases 

from 5.81 to 5.04 GHz as Ws increases from 3.75 

to 4.75 mm.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Ws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resonant frequencies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bands is not evident.  The resonant 

frequencies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formulas.  The first resonant length can 

be calculated from the following formula. 

 

4

1

265

g

ggg LWL


                                     (1) 

 

The resonant length is nearly equal to quarter 

of the guided wavelength excited in the radiating 

structure.  The second resonant length can be 

calculated from the following formula. 

 

4

2g

gf LL


                                                  (2) 

 

The resonant length is nearly equal to quarter 

of the guided wavelength excited in the radiating 

structure.  The third resonant frequency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following formulas. 

 

4

3g

sW


                                                           (3) 

 

 where  λg1,  λg2, and λg3 are the corresponding 

guided wavelength in the radiating structure at 

first, second, and third resonant frequency, 

respectively.  The optimal parameters of triple-

band monopole with parasitic elements are set as 

follows: Lf = 18.50 mm, Lm = 9.50 mm, Ls = 0.50 

mm, Lg = 7.00 mm, Lg1 = 2.80 mm, Lg2 = 6.30 

mm, Lg3 = 5.80 mm, Lg4 = 2.00 mm, Lg5 = 1.50 

mm, Wf = 2.50 mm, Wm = 1.25 mm, Ws = 4.25 

mm, Wg1 = 10.00 mm, Wg2 = 1.25 mm, Wg3 = 

1.25 mm, Wg4 = 10.50 mm, Wg5 = 4.00 mm, Wg6 

= 2.00 mm, Wg7 = 1.25 mm, Wg8 = 1.25 mm.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studied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Fig. 3 shows the  

 
(a) 

 

 
(b) 

 

 
(c) 

Fig. 3 The simulation current distributions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at three resonant 

frequencies,(a)2.4 GHz (b)3.5 GHz and (c)5.5 

GHz 

 

current distributions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at 

three resonant frequencies.  As shown in Fig. 3, 

the shorted parasitic strip in the protruding stub 

of the ground plane, the longer strip of L-shaped 

monopole in the front side, and the shorter length 

of L-shaped monopole contribute to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resonant frequency,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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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measured and simulation return loss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2.4 GHz x-z plane 2.4 GHz x-y plane 

  
3.5 GHz x-z plane 3.5 GHz x-y plane 

  
5.5 GHz x-z plane 5.5 GHz x-y plane 

Fig. 5 The measured of the triple-band antenna 

radiation patterns in the azimuth plane (x-z plane) 

and the elevation planes (x-y plane) at 

frequencies of 2.40, 3.58, and 5.50 GHz 

 

3. RESULTS 

Fig. 4 shows the measured and simulation 

return loss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The 

measured resonant frequencies are 2.36, 3.28, 

and 5.64 GHz.  The measured resonant 

frequencies are close to the simulation resonant  

 

Fig. 6 The gain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for 

operating frequencies in the ISM, HIPERLAN, 

UNII, and WiMAX bands 

 

frequencies.  The measured return losses are 

11.50, 19.03, and 13.14 dB at 2.36, 3.28, and 

5.64 GHz,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re is a 6 

dB return loss bandwidth of 270 MHz (2,250-

2,520 MHz) in the lower band, 750 MHz (2,900-

3,650 MHz) in the middle band, and 1,350 MHz 

(4,780-6,130 MHz) in the higher band.  The 

bandwidth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sufficient 

for the ISM band from 2.40 to 2.484 GHz.  It is 

also sufficient for the HIPERLAN, UNII, and 

WiMAX bands from 3.4 to 3.6 and from 5.15 to 

5.85 GHz.  Comparing with the results as shown 

in [11] and [12], the monopol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not only has smaller size, but also has 

comparable bandwidth. 

Fig. 5 displays the measured radiation patterns 

in the azimuth plane (x-z plane) and the elevation 

planes (x-y plane) at frequencies of 2.40, 3.50, 

and 5.50 GHz.  The radiation patterns are similar 

to that of a monopole.  Fig. 6 displays the gain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for operating frequencies in 

the ISM, HIPERLAN, UNII, and WiMAX bands.  

The peak gains are about 2.0, 4.4, and 5.6 dBi in 

the lower, middle, and higher bands, respectively.  

The gain variations are 2.0, 0.4, and 1.8 dBi for 

frequencies within the lower, middle, and higher 

bands, respectively. 

4. CONCLUSIONS 

T A triple-band antenna with defected ground 

plane for application in WLAN and WiMAX 

bands is successfully realized on ceramic 

substrate.  The triple-band antenna is 

demonstrated to have smaller size compared with 

literatures.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simple and easily manufactured.  The proposed 

antenna has a 6 dB return loss with band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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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750, and 1,350 MHz in the lower, middle, 

and higher bands, respectively.  The 6 dB S11 

bandwidth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covered ISM, 

UNII, HIPERLAN, and WiMAX b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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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OFDM 系统中空时编码能效研究 
 

 
摘要 

针对复杂的无线通信环境中不同的信道

环境现状，结合多输入多输出-正交频分复用

（MIMO-OFDM）技术，提出以分集接收技术

和空时编码技术来综合建模，按照约定好的能

效需求进行理论分析，对无线通信系统模型和

信道容量进行理论设计。仿真结果表明：当采

用分集接收技术和空时编码技术相结合时，该

系统能够在不增加频谱利用率和额外的发射

功率的情况下，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能效，满

足人们对现代通信系统的要求。 

關鍵詞：无线通信技术；能效分析；多输入多

输出；正交频分复用；分集接收技术；空时编

码 
 

Abstract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channel environment, in 
complicated wireless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an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MIMO - OFDM) technology, put forward to 
diversity reception technology and 
space-time coding technology to integrated 
model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 of 
energy efficiency, carries on the the theory of 
design to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model and the channel capacity.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when using this algorithm, 
can without any increase in spectrum 
utilization and additional transmission power,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ople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system. 
Keyword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alysis of Energy Efficiency; 
Multiple Input & Multiple Output;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Diversity Reception Technology; Space-time 
Coding 

1. 前言 

无线通信构成了全球规模的万亿美元的产

业。持续的投资用于研究和开发，并提出了丰

富的理论知识和实用的工程解决方案[1]。然

而，人们对无线通信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既

希望有更高的信息传输速率,又希望无线传输

能够更加稳定可靠。因为多变和开放的传输环

境，外界的影响使得无线通信更加敏感。无线

通信信道带来的时变性和随机性，功率资源和

频谱资源的利用率问题，也决定了无线通信的

复杂性和特殊性。 
目前，分集技术是解决信号传输可靠性的

最有效的办法[2]。通过发送多个副本，使副本

相互独立，那么在接收端可以较好的对抗干

扰。MIMO 系统作为基于空间分集的重要技

术，可以从本质上提高系统的容量。在允许更

高的数据传输速率的同时可以提高数据传输

质量，且不需要额外的增加系统的带宽或发射

功率[3]。但 MIMO 系统对于频率选择性衰落

并不具有优势。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案解决

MIMO 系统中的频率选择性衰落：一种是利用

4G 的核心技术 OFDM；一种是通过均衡来实

现。从时域上看，OFDM 技术通过串并转换以

及正交性的设计实现数据流动速率降低；从频

域上看，OFDM 技术使较宽的快衰落信道变为

稳定的平坦衰落信道，从而满足了 MIMO 系统

的需求[4]。均衡技术一定程度的纠正了数据传

输过程中的偏差，但是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复

杂，在无线通信多径传输的条件下，基本上不

可能实现。从信息论的角度已经证明，MIMO
技术可以大大增加无线通信系统的容量，并改

善无线通信系统的性能。OFDM 技术很好的抗

干扰作用，通过将频率选择性多径衰落信道在

频率域内转换为平坦信道，减小多径衰落的影

响。而 MIMO 技术在平坦衰落信道才能发挥最

好的系统优势，于是将两种技术结合起来，即

MIMO 和 OFDM 技术相结合，在 OFDM 的基

础上合理开发空间资源，可以提供稳定又高速

的数据传输。另外，由于 OFDM 编码率低和加

入了时间保护间隔，多径时延小于保护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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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文华学院 副教授 

wanglj22@163.com hantao@hust.edu.cn onlyfish@126.com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587 AIT / CEF 2015



系统将不受码间串扰的困扰，从而具有了极强

的抗多径衰落能力。并且依靠多天线系统来实

现，即利用由大量低功率发射机组成的发射机

阵列来消除阴影效应，从而实现完全覆盖。因

此 MIMO 和 OFDM 两种技术结合后，就能达

到两种效果：一是实现很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二是通过分集实现很强的可靠性。本文利用空

时编码技术把空间分集和时间分集有效的结

合在一起，可以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性能。 

2. 数学建模 

2.1 分集技术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编码就是空时编码。空

间分集利用系统的空间域，保证数据的传输数

率而不牺牲信号的时间资源和频率资源，并且

获得较大的分集增益。假设信道为平坦衰落信

道，有一副发射天线和一副接收天线，信道的

衰落系数为 1k 和 2k 。 
接收分集系统由一副发送天线和两幅接收

天线组成[5]，如图 1(a)所示。当发送信号为复

星座符号 S 时，接收天线收到的两个信号分别

为： 
  1 1 1y k s n= +  (1) 
  2 2 2y k s n= +  (2) 
其中 1n 和 2n 分别为不相关的噪声。 
如果在接收端已通过信号估计等方法准确

地得到了信道状态信息 1k 和 2k [6]，就可以使用

合并准则来恢复发送信号 S。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k )S y y k s n nω ω ω ω ω ω∗ ∗ ∗ ∗ ∗ ∗= + = + + + (3) 
其中 1ω 和 2ω 分别为选择的权值。 
通过最大合并准则可以得到最大接收平均

信噪比： 
2 2

21 2
2 [ ]

h h
SNR E sα σ

+
=  (4) 

其中 2σ 为噪声功率，α 为复常数。 
发送分集是在发送端使用多副天线发送，

并且进行相应的信号处理，而在接收端只需要

采用一副天线，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分集效果。

这样就不需要在接收端布置多副天线，减少了

在设计上的难度[7]，并拥有费用方面的优势，

使得发送分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图 1(b)给出

了由两幅发送天线和一副接收天线所组成的

发射分集系统。 

发送端 接收端

接收端

K1

K2

 

接收端 发送端

发送端

K1

K2

 
(a)接收分集示意图    (b)发送分集示意图 
(a) Reception diversity diagram 
(b) Transmission diversity diagram 

图 1 分集技术示意图 
Fig.1 diversity technology diagram 

假设 S 为某一时刻系统所发送的信号，进

行加权处理，其权值分别为 1ω 和 2ω ，则此刻接

收信号为： 
1 1 2 2y k s k s nω ω= + +  (5) 

其中 n 为噪声。 
由此得到接收信号的平均信噪比为： 

2 2
21 2

2 [ ]
h h

SNR E sα σ
+

=  (6)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发送端信道信息未

知的条件下，系统无法获得较大的分集增益。

如果把发送信号 S 分在两个发送端发射出去，

先由第一根天线发送 S，第二根天线不发送，

等第一根天线发送完毕后，再由第二根天线发

送 S，第一根不发送，那么接收天线收到的信

息分别与上式（1）（2）相同。 
由此可知：接收分集和发射分集具有相同

的分集效果，但是同时也能得出发射分集的分

集增益是以牺牲传输信息速率为代价的，即在

发送端对信息做了相关处理，传输信号在时间

上的冗余度增加了。 

2.2 MIMI-OFDM 系统中的空时编码 

空时码主要是利用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集

技术，将编码、调制以及空间多天线接收发送

技术结合，能够获得一定的空间分集增益和编

码增益，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性能[8]，在

一定情况下能获得最大的分集增益和编码增

益。 
假设 OFDM 系统有 CN 个子载波， TN 个发

射天线、 RN 个接收天线。信道为频率选择性信

道，但是时间上可以看着是具有平坦性的，即

一个 OFDM 信号周期内，信道特性保持恒定。

如图 2 所示，空时编码后通过 IFFT 调制，再

由不同的天线发射[9][10]，接收端收到信号以

后经过 FFT 的解调进行空时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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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TBC-OFDM 系统结构图 

Fig.2 STBC-OFDM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OFDM 系统中空时编码的编解码过程与其

他系统没有太大的区别。之所以要在每一个子

载波上进行独立的空时编码，是因为空时编码

一般要求在一个码组持续时间内，信道衰落是

近似恒定的。 
设 1 2, ,... nc c c c= 是空间发送的码字，而

1 2, ,... ne e e e= 为最终的接收码字，根据切诺夫

界，可以得到码字 c被判决成码字 e的成对错误

概率上界为： 
2

0

( , )( / ) exp ( )
4

sd c e EP c e H P
N

→ ≤  (7)  

其中 SE 为平均信号能量， 0N 为噪声功率谱

密度。 
推导出 STBC-OFDM 系统在频率选择性衰

落信道情况下的成对差错率上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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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OFDM 系统在频率选择性衰落信道

下，MIMO 系统收发之间的互信息为： 
( ) ; ,HI I y x Hρ ρ=  (9) 

发送序列 x 由循环对称复高斯随机变量构

成，MIMO-OFDM 系统的最大互信息有： 
1

2
0

1( ) log det 1 ( ) ( )
K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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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 k H k

K N
ρρ

−

=

  = +    
∑ (10) 

则各态历经的信道容量为： 
1

2
0

1 log det 1 ( ) ( )
K

H

k
C E H k H k

K N
ρ−

=

   = +      
∑ (11) 

可以看到，在空时编码 OFDM 系统中可以

提供的最高分集阶数为 NML，即为发射天线

个数、接收天线个数、频率选择性衰落分集级

数的乘积。这也就说明空时编码 OFDM 系统能

够同时利用空域、频域、时域分集。而从

MIMO-OFDM 系统模型和信道容量，可以看出

其数据传输速率和信道容量，有着巨大的应用

潜力。 

3. 仿真及分析 

在能效优化系统中采用时域分集技术，对

多用户能效优化系统进行仿真分析。设仿真网

络为半径 1 公里的基站位于中心的蜂窝小区，

用户在小区内随机分布。系统采用 32 副载

波，每个载波是 10 KHz 带宽，1000 个独立信

道时隙，信道历经特性标准偏差设为 10dB 的

单位平均功率的瑞利衰落。基于边际效用，仿

真过程中用户时隙分配和带宽分配，以提供足

够多的迭加次数来满足通信传输质量的要求。 
图 3 给出了单个用户的能效和消耗功率的

关系。从图 3 可以看出，通过带宽分配和相应

的消耗功率调整得到最大的能量效率。 

 
图 3 单个用户的能效和消耗功率的关系图 

Fig.3 Relationship of energy efficiency, overall 
consumed power for a single user (γ=10dB, Pc=2 
Joules/Use) 

图 4 给出了系统能效和有无时域分集两种

情况的关系图。在能效优化网络中用户的数量

较少，用来作为上界寻找最好的信道分集增

益，该算法计算复杂但带宽分配灵活。从图 4
可以看出，用户信道增益之间的差距越大，最

佳带宽分配和均分带宽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图 4 系统能效与有无时域分集的关系图 

Fig.4 Comparison of energy-efficiency of 
systems with and without time-sharing (K=3, 
N=32, = [12 7 10] dB, Pc=2 Joules/Use) 

图 5 给出了能量效率和用户数量之间的关

系。从图 5 中可以看出，能效随着用户数量的

增加而增加，这是多用户分集性的效果，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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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量较多的系统中尤为突出。 

 
图 5 网络能效与用户数量的关系图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users and the network energy-efficiency 

4. 结论及应用 

在无线通信中人们一直追求提高信息的传

输速率和可靠性。在通信环境复杂、通信资源

有限等重重限制下，OFDM 技术和 MIMO 技

术相结合，采用分集接收技术和空时编码技术

相结合，解决 MIMO 系统在宽带中的缺点，发

挥 OFDM 技术在宽带信号处理方面的优势，使

得信息能够在复杂的无线通信环境中，并且不

增加频谱利用率和额外的发射功率的情况

下，提高无线通信系统的能效，满足人们对现

代通信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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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was focused on the antenna produced with 

silver paste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structure of 

our antenna included a horn-shape emitter and two symmetrical 

ground surfaces. The main reasons to fabricate antenna by using 

silver plastic were 1. reducing the use of chemical solvents for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2D shape-changing fabricating method to 3D thickness-changing 

method. The antenna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ould be operated at 

the frequency of 2.85GHz and 4.85GHz. The 4.85GHz frequency 

bands were suit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S-UWB (Direct 

Sequence Ultra WideBand) system.  

Key words: Antenna, Silver Paste 

I.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in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demands of using the portable 

equipments such as the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or 

smart phone integrated with the wireless modems as the 

terminals have increased vastly. Currently, the main material 

for making miniature antennas is copper. A lot of fabricating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now, such as: copper etching, 

copper plating,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etc.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chemical solvents and chemical gases would 

be used in these methods mentioned above, which would 

cause severe environmental impact. 

Hence, the conductive silver paste was used to fabricate 

antennas by using screen printing, that would improve many 

problems resulted from the copper fabricating processes. 

Because the silver paste had the following special material 

properties[1]: 

1. rapid curing 

2. without high temperature 

3. low stress, long working life 

4. low resistance,  and high reliability 

5. easy construction 

6. no drawing phenomenon, no resin overflow 

7. low moisture absorption 

In addition, the screen printing technology[2] is very 

progressive now, and its controlling of the printing  thickness 

has also been very accurate. The advantages of screen printing 

include the simple fabricating processes, low cost, high 

utilization of materials and being suitable for mass production. 

In this study, we combined these two advantages of 

screen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silver paste properties to 

fabricate an antenna, that is suitable for use in the future. 

 

. 

II. EXPERIMENTS AND RESULTS 

A plastic plate with 0.5mm thickness was used to be the 

screen-printing stencil substrate.  Then the antenna pattern 

was depicted on the plastic substrate. The antenna pattern was 

consisted of a horn-type emitter terminal and two symmetrical 

trapezoid ground planes. The antenna pattern was shown in 

figure 1. 

 

 
Figure 1. The schematic pattern of the antenna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n the silver paste was screen printed on FR4 dielectric 

substrate. The thickness of FR4 dielectric substrate was 

1.6mm.  The thickness of this antenna was 0.5mm as the same 

as the plastic plate.  

Then this antenna fabricated with silver paste was put on a 

150
o
C heating plate for 60 minutes. The main purposes were 

to harden the silver paste and make the paste have a higher 

thermal stability. 

Finally, the SMA3.5 adapter[3], antenna emitter and 

ground planes were soldered together. The finished antenna 

was shown in Figure 2.  

 

 

 
Figure 2. The finished antenna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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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the 8720ES network analyser[4]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return loss of this antenna. Generally, the return loss used 

in a qualified antenna must be less than -10dB at its operating 

frequenc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of the return loss for the proposed 

antenna was shown in figure 3. The measurement range of 

frequency on the horizontal axis was from 0.05GHz to 6GHz. 

The vertical axis was the return loss in unit of dB. We found 

that the return loss values at the frequency of 2.85GHz and 

4.85GHz were -14dB and -26dB. These two bands were 

below the specified condition -10dB. Especially, the 4.85GHz 

frequency band was suitable to be used in a DS-UWB (Direct 

Sequence Ultra WideBand) system[5]-[10]. 

 

 

 
Figure 3. The return loss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III. DISCUSSION 

The impedance bandwidth(ZB)[11] of the antenna is 

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 and low frequency 

points, these two points are the intersection of -10dB line and 

return loss. As shown in Figure 3, the fH was 5.208GHz and 

the fL was 4.614GHz. So the ZB was (5.208GHZ-4.614GHZ) 

= 0.594GHz.  

The ZB ratio[12] was calculated with the following formula: 

ZB ratio=ZB/fC,  

Here, the fC was 4.85GHz, that was the center frequency. 

So the ZB ratio was (5.208GHz-4.614GHz) /4.85GHz=12.2% 

for this proposed antenna at the operating point of 4.85GHz. 

The ZB ratio (12.2%) was very low for the proposed antenna. 

That meant this antenna was suitable to be used in a 

narrowband band system.  

In this study, the antenna substrate was FR4 dielectric 

material, substrate thickness was 1.6mm, and its dielectric 

coefficient εr was 4.4. The return loss of our antenna was 

simulated with Ansoft HFSS (Ansoft Hight Frequency 

Structure Simulator) software. 

 

As shown in figure 4, the pattern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was drawn in the Ansoft HFSS software.  

 

 

 
Figure 4. The antenna structu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simulated with the 

Ansoft HFSS software. 

 

 

 

Because there had no parameters about the “silver paste” in 

the Ansoft HFSS software, therefore, we used the similar 

material “silver” to be the parameters for this simulation. We 

fou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the return loss with silver 

parameters was extremely close to the silver paste parameters 

used in the proposed antenna. 

Except the slightly different of dB value, the fC (center 

frequency) shown in the simulation result was close to the 

experimental value. The simulation result was shown in figure 

5. 

 

 

 

 
Figure 5.  The return loss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simulated with Ansoft 

HFSS software, but with the silver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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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the antenna, we changed the thickness of the emitter bottom  

from 0.5mm to 1.5mm and  did the return loss simulation with 

the Ansoft HFSS software. The antenna pattern with the 

increased thickness at the emitter bottom was shown in figure 

6, and its  simulation result of the return loss was shown in 

figure 7.  

 

 

 
Figure 6. The antenna structure with the increased thickness of emitter, 

simulated with the Ansoft HFSS software. 

 

 

 

 
Figure 7. The return loss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with the increased 

thickness of emitter , simulated with HFSS software by using 

the silver parameters. 
 

 

 

As shown in figure 7. The fC of the return loss of the 

antenna with the thickened bottom would slightly change to 

low frequency band compared with figure 5. That result meant 

that the thicker antenna could be operated at a lower 

frequency band. 

 

 

IV. CONCLUSIONS 

This paper was focused on the antenna fabricated with the 

silver paste by using screen printing technolog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Its structure had a horn-shape emitter 

and two symmetrical ground surfaces. Its return loss at the 

frequency of 2.85GHz and 4.85GHz was -14dB and -26dB. 

These two bands were below the specified condition -10dB. 

The impedance bandwidth was 0.594GHz, and its impedance 

bandwidth ratio reached to 12.2%. That was suitable for 

operation in a narrow band system.  

Finally, this paper showed the feasibility of screen 

printing technology by adjusting the thickness of antenna to 

changing its operating frequency points. The only problem to 

be overcome is the cost of silver paste. However, people will 

get a firm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so the use of chemical etching method must be bound to 

encounter a bottleneck. The producing antennas by using 

screen printing with the silver paste  must have its ambitiou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CKNOWLEDGMENT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adviser Yen-Ann Chen, 

and teacher Keng-Yu Lien, and the professor Ta-Ming Shih 

for all that they have taught me.  

REFERENCES 

[1] C.A. Lu, P. Lin, H.C. Lin, S.F. Wang,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Low-

Curing-Temperature Silver Paste with Silver 2-ethylhexanoate 

Addition,”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46 [1], 251-255 
(2007). (SCI, EI) 

[2] The Wikipedia website. [Online] Available: http: 

//en.wikipedia.org/wiki/Screen_printing.  
[3] The Wikipedia website. [Online] Available: http: 

//en.wikipedia.org/wiki/SMA_connector  

[4] The Keysight websit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keysight.com/en/pd-1000002256%3Aepsg%3Apro-pn-

8720ES/s-parameter-network-analyzer?cc=TW&lc=cht 

[5] J. Pourahmadazar, and S. Mohammadi, “Copact Circularly-Polarised 
Slot Antenna for UWB Applications,”Electronics Letters, Vol. 47, No. 

15, July 2011. 

[6] N. Chahat, M. Zhadobov, R. Sauleau, and K. Ito, “A Compact UWB 
Antenna for On-Body Applications,”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Vol. 59, No. 4, April 2011. 

[7] O.M.H. Ahmed, A.R. Sebak, and T.A. Denidni, “Compact UWB 
Printed Monopole Loaded With Dielectric Resonator 

Antenna,“Electronics Letters, Vol. 47, No. 1, January 2011. 

[8] X.J. Liao, H.C. Yang, N. Han and Y. Li, “Aperture UWB Antenna 
With Triple Band-Notched Characteristics,“Electronics Letters, Vol. 

47, No. 2, January 2011. 

[9] L. Li, Z.L. Zhou, J.S. Hong and B.Z. Wang, “Compact Dual-Band -
Notched UWB Planar Monopole Antenna with Modified 

SRR,“Electronics Letters, Vol. 47, No. 17, August 2011. 

[10] R. Azim, M.T. Islam and N. Misran, “Ground Modified Double-Sided 
Printed Compact UWB Antenna,“Electronics Letters, Vol. 47, No. 1, 

January 2011. 

[11] The Wikipedia website. [Online] Availabl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ch_antenna  

[12]  Ogawa, M. E. and Davis, P. W. Predicting the Radiation Pattern of a 

Radial Line Slot Array Antennas, Proc. 1999 Asia Pacific Microwave 
Conf.(APMC’99), Singapore, 1999,162.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594 AIT / CEF 2015

http://www.keysight.com/en/pd-1000002256%3Aepsg%3Apro-pn-8720ES/s-parameter-network-analyzer?cc=TW&lc=cht
http://www.keysight.com/en/pd-1000002256%3Aepsg%3Apro-pn-8720ES/s-parameter-network-analyzer?cc=TW&lc=cht


適用於超寬頻通訊之平面微型槽孔天線 

 

 

摘要 
本論文設計一 3.1GHz到 10.6GHz的超寬頻帶

天線，以背板耦合以及槽共振來完成，利用三

個共振點作合併，以求達到所需要得頻段範圍

其三個共振點分別是 3.74GHz、5.38GHz 以及

10.7GHz。由實測結果得知本天線頻寬

3.1-10.6GHz足以涵蓋 UWB的頻段。  

關鍵詞：槽共振天線、超寬頻帶天線、小型化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sign a 

3.1 to 10.6GHz UWB antenna. The design 

concept is based on the ground structure and slot 

antenna. By using coupling effect and slot 

resonances, it can achieve desired bandwidth 

from 3.1 to 10.6GHz, which including 3.74, 5.85 

and 10.7GHz resonant points. From the measured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roposed antenna with 3.1 

to 10.6GHz bandwidth and enough cover UWB 

communication band. By using three resonance 

point for the merg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sired frequency range. Its three resonance 

points are 3.74GHz, 5.38GHz and 10.7GHz. 

Keywords: UWB antenna, slot antenna, 

miniaturization. 

1. 前言  

至目前為止超寬頻帶（UWB）通信技術已

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和廣泛的應用。在 UWB 天

線的設計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希望能

設計出一種架構簡單，且體積小能便利攜式設

備的設計，這種天線可以減少在接收器和發射

器系統的部分的複雜性[1]。 

在近年來的超寬頻天線論文中，為了可以

減少超寬頻天線的尺寸，常會使用背板的空間

與正板的天線做耦合，針對背板的部分做各種

設計，例如將背板圍起來，有效的利用面積，

以提高路徑的長度[2-4]；增加背板靠近饋入點

的部分之面積，以提供電流足夠的面積[5-6]；

而將背板設計成非對稱，也能提供相對應的路

徑[7-8]；有部分的論文會利用槽共振的概念，

藉由挖槽的設計，做出相對應的路徑，用以提

供超寬頻天線所需要的頻段[9-10]。 

本篇的超寬頻天線將背板耦合以及槽共振

兩者概念做結合，並對尺寸做小型化、薄型

化，設計出一支尺寸為 20 x 22 x 0.8mm
3的超

寬頻天線，且在 3.1GHz到 10.6GHz頻段中，

皆有達成電壓駐波比 VSWR<2的成果。 

2. 天線設計 

在本篇中所設計的天線面積是 20 x 

22mm
2，介電常數εr=4.4、loss tanδ=0.02，厚

度為 0.8mm 的 FR4 板。天線主體比起常見的

超寬頻天線尺寸，擁有薄型化及小型化的優

勢，故可以適用於更加多種類型的行動通訊裝

置上。 

由圖 1 所示為本天線的完整架構，接地面

積設計成不規則，尺寸為 20 x 22 x 0.8mm
3並

以 HFSS軟體做為模擬，如此可以適用於更多

尺寸的行動通訊的裝置。 

圖 2 天線實體圖中(a)為天線的正面板(b)

為天線的背面板。 

 
圖 1 天線設計架構圖 

 

  
(a)天線正面板  (b)天線背面板 

圖 2 天線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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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線設計天線分析與討論 

如圖 1 所示整個天線的大小為 20 x 22 x 

0.8mm
3，主天線位於天線正面板的正中央，其

大小為 15mm，而背面板走線則是將整個背面

板圍繞住。 

由圖 1所示W1參數所在的位置，並以圖

3顯示 W1參數的結果，由圖 3可以得W1參

數在 2mm、5mm、8mm 以及 11mm時所得之

VSWR結果，其中當W1的長度為 2mm、5mm

時由於路徑不足，因此 VSWR在 3到 6GHz的

部分無法達到所需的要求，而在W1到達 11mm

時越過主天線的上方，無法達到所需要的耦合

效果，只有當 W1 為 8mm 時，能做到足夠的

路徑長度，也可有相應的耦合效果，故W1參

數選擇為 8mm。 

由圖 1所示 L1參數所在的位置，並以圖 4

顯示 L1參數的結果，由圖 4可以得 L1參數在

0.5mm、4mm、7.5mm 以及 11mm 時所得之

VSWR結果，當 L1的長度為 0.5mm時表示 L1

與旁邊相同並無長出該路徑，其 VSWR結果於

較高頻段的部分彈起，而將 L1 參數設定為

4mm 時，在較低頻 4GHz 以下的頻段，以及

10GHz 附近皆產生彈起，至於將 L1 參數設定

為 11mm時，在低頻的部分同樣也產生彈起，

只有當 L1為 7.5mm時，在整個頻段都有一個

較佳的 VSWR效果，故 L1參數選擇為 7.5mm。 

由圖 1所示 L2參數所在的位置，並以圖 5

顯示 L2參數的結果，由圖 5可以得 L2參數在

0mm、1mm、4mm以及 7mm時所得之 VSWR

結果，當 L2的長度為 0mm時表示 L2與旁邊

相同並無下向挖出該路徑，其 VSWR在 8GHz

後開始彈起；當 L2參數設定為 1mm時，在較

低頻段以及較高頻段皆有彈起；將 L2 參數設

定為 7mm 時，雖然大部分的頻段都有較佳的

效果，但是在 3.5GHz與 5.5GHz分別產生了彈

起，只有將 L2參數設定為 4mm時，在整個頻

段都有一個較佳的 VSWR效果，故 L2參數選

擇為 4mm。 

由圖 1所示 L3參數所在的位置，並以圖 6

顯示 L3參數的結果，由圖 6可以得 L3參數在

0mm、3mm、5mm以及 7mm時所得之 VSWR

結果，當 L3的長度為 0mm時表示 L3與旁邊

相同並無下向挖出該路徑，當 L3 參數設定為

3mm時，VSWR在較低的頻段 3.5GHz全部談

起無法使用；當 L3參數設定為 7mm時，較低

的頻段有達到標準，但是在 8GHz到 10GHz之

間的頻段產生彈起；只有將 L3 參數設定為

5mm 時，在整個頻段都有一個較佳的 VSWR

效果，故 L3參數選擇為 5mm。 

 
圖 3 天線參數W1的 VSWR結果 

 

 

 
圖 4天線參數 L1的 VSWR結果 

 

 

 
圖 5 天線參數 L2的 VSWR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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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天線參數 L3的 VSWR結果 

 

圖 7當中為天線最後結構的 VSWR所得之

結果，由圖中可得知天線在 3.1GHz到 10.6GHz

頻段的 VSWR值低於 2，達到所需要頻段的要

求。  

 
圖 7天線的 S11結果 

 

圖 8 為天線電流路徑標示圖，由此圖標示

出天線在各個頻率點時，電流主要的路徑與其

路徑之長度。由圖 9所示，天線在 3.74GHz時

的電流分布圖。在圖 9 中可以發現天線在

3.74GHz 中，電流主要集中在主天線的部分，

而電流路徑由正板至背板 A-B-C-D-E-F-G，其

路徑的長度與在 3.74GHz時所得之二分之一波

長相近。若要針對 3.74GHz的部分作調整，或

是做頻段的偏移可以試著藉由調整此部分的

路徑，看是否能得到所需要的天線頻段結果。 

由圖 10所示，天線在 5.38GHz時的電流分

布圖，在圖中可以發現天線在 5.38GHz中，電

流路徑主要集中在天線背面板的外圍，而電流

路徑為 H-I-J，其路徑的長度與在 5.38GHz 時

所得之四分之一波長相近。若要針對 5.38GHz

的部分作調整，或是做頻段的偏移可以試著藉

由調整此部分的路徑，看是否能得到所需要的

天線頻段結果。 

由圖 11所示，天線在 10.7GHz時的電流分

布圖，在圖中可以發現天線在 10.7GHz中，電

流路徑主要集中在天線背面板的位置。而電流

路徑為 H-K-L，其路徑的長度與在 10.7GHz時

所得之四分之一波長相近。若要針對 10.7GHz

的部分作調整，或是做頻段的偏移可以試著藉

由調整此部分的路徑，看是否能得到所需要的

天線頻段結果。 

圖 12、圖 13以及圖 14分別是在 XY平面、

XZ平面與 YZ平面上 3.2GHz、4.2GHz、5.6GHz

的 2D 場型圖。可以觀看出具有全向性的輻射

場型。 

 

 
圖 8 天線電流路徑標示圖 

 

 
圖 9 天線於 3.74GHz的電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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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天線於 5.38GHz的電流圖 

 

 
圖 11 天線於 10.7GHz的電流圖 

 

 
圖 12 在 XY平面上 3.2GHz、4.2GHz、

5.6GHz的 2D場型圖 

 

 
圖 13 在 XZ平面上 3.2GHz、4.2GHz、

5.6GHz的 2D場型圖 

 

 
圖 14 在 YZ平面上 3.2GHz、4.2GHz、

5.6GHz的 2D場型圖 

4. 結論 

本論文主要是利用背板耦合以及槽共振做

結合，設計出一支擁有超寬頻支天線，且此天

線的尺寸為 20 x 22 x 0.8mm
3，可以在更多裝置

或儀器上做應用，而本天線擁有較小尺寸的同

時，頻率從 3.1GHz到 10.6GHz的 VSWR皆小

於 2，由此可見此天線在 3.1-10.6GHz 都有不

錯的天線效能，故此天線可以適用於超寬頻通

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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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樹狀輻射體之微型槽孔天線：適用於超寬頻通訊 

 
 

摘要 
本文提出一種適用於超寬頻通訊並具樹

狀結構輻射體槽孔天線設計，利用共平面波導

(CPW)的作為此天線的饋入傳輸線，並實際製

作 於 FR4 的 基 板 上 ， 其 天 線 尺 寸

22mm×20mm×0.8mm，量測結果顯示天線的反

射損失係數(S11)在UWB頻段(3.09GHz-11GHz)
皆小於-10dB，而天線的模擬值與量測值加以

比較，發現其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關鍵詞：超寬頻、共平面波導、槽孔天線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ultra-wideband (UWB) slot 

printed antenna with tree-shaped coplanar wa- 
veguides (CPW) feed is proposed.The proposed 
antenna is fabricated on FR4 substrate, The 
physical dimension of the proposed antenna is 
22mm(L)× 20mm(W) × 0.8mm(h).The simulated 
and measur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enna can 
cover from 3.09 to 11 GHz. 
Keywords: UWB , CPW, slot antenna 

1. 前言 
隨著無線通訊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們有更

方便的通訊方式，尤其是行動通訊裝置需要輕

薄短小的體積，使其易於攜帶與使用。對於天

線更是要求縮小尺寸而且需可以與射頻前端

電路積體化。微帶天線是目前最普遍的天線設

計模式，因其體積小、結構簡單且容易積體化

而被廣泛應用，由於 UWB 具備低耗電、高速

傳輸的特性優勢，因此吸引了許多業界廠商的

投入及學界學術的研究[1]-[3]。共平面波導

(coplanar waveguide)饋入天線的設計[4][5]引
起許多注意，而天線設計的優劣首重是否涵蓋

應屬頻帶、訊號方向性（場型）、訊號強度（增

益）高低，且其設計方法影響天線體積大小，

而設計所使用的材質亦將影響成本進而影響

天線產品競爭力。 
文獻[6]採用碎形的方式增加電流路徑，使

頻寬增加；[7]採用變形的 F 型輻射體與在倒 L
型在右半平面地形成方形挖槽；[8]採用類似單

圖 1 超寬頻天線結構圖 
 

極的槽孔天線的架構與三角形接地面；[9]採用

漸進式的接地面來提升低頻共振的頻寬。 
本文天線的設計步驟是先利用 HFSS V.13

版電磁模擬軟體來模擬[10]設計出一個以共平

面波導(CPW)饋入的超寬頻天線(UWB)，並藉

由變化其共平面波導的接地平面與樹狀輻射

體，來探討此超寬頻天線的反射損失係數(S11)、
輻射場型、天線增益等特性。 

2. 天線設計 
本天線是以共平面波導(CPW)饋入，天線

結構圖如圖 1 所示，天線結構尺寸表，如表 1
所示。天線結構製作於厚度 h=0.8 mm 及 εr= 4.4
和 loss tangent(tanδ) = 0.02 的玻璃纖維介質

(FR4)基板上，天線的實體如圖 2 所示。 
首先設計出50Ω共平面波導傳輸線，寬度

為3mm，縫隙為0.3mm，最後再與50ΩSMA接

頭連接。此天線設計使用漸進式CPW傳輸線，

由於傳輸線採用漸進式的變化，可以在低頻處

產生共振，因此傳輸線採用漸進式的設計可以

有效增加低頻頻寬；此天線為二分之一波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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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的槽孔型天線，將樹狀結構輻射體採用階梯

狀，此方式可以有效增加電流路徑，在較高頻

處的頻寬獲得改善。 
利用高頻結構模擬軟體HFSS V.13對影響

天線性能的主要物理參數進行模擬、分析和優

化，得到天線的優化尺寸。 
 

表 1 天線結構尺寸表 
L L1 L2 L3 L4 L5 

22 2 10 1 2.5 2.5 

L6 L7 L8 h g W 

2 1 0.5 0.8 0.3 20 

W1 W2 W3 W4 W5 W6 

8 2 4 1 1 3.5 

W7 W8 W9 W10 W11 Unit
：mm 3 5.5 8.2 0.7 1 

 

 
圖 2 UWB 槽孔天線的實體圖 

3. 結果與分析 
在上一節中，瞭解此天線設計之步驟，在

此節中乃藉由 HFSS 軟體並利用參數分析驗證

理論的正確性，也考慮到製作過程的誤差，本

節將分別藉由變化其共平面波導的接地平面，

從第 1 版天線只有樹狀輻射體，頻寬只有

6-10.3GHz；第 2 版天線增加兩側的接地平面，

頻寬從 4-10.6GHz，但中間 5.8-7.2GHz 未達

-10dB；第 3 版天線再增加上方的地，頻寬從

3.2-11GHz；最後將上方的地連接起來，為本文

最佳天線設計，實測頻寬從 3.09-11GHz，如圖

3 所示。調整超寬頻天線的設計參數 W6 及 L5
來做尺寸上的改變，並透過尺寸的調整來觀察

對天線性能的影響，從而調整尺寸及最佳化以

改善天線的特性。 
當調整參數W6，如圖4所示，以每2mm的

寬度增加，從1.5mm增加到5.5mm，來觀察W6
參數對天線的影響。從圖4結果可看出當W6為
1.5 mm時，6-7.8GHz頻寬未達-10dB，而當W6
增加至3.5mm時3.1-10.6GHz皆有達到-10dB，

隨著寬度增加至5.5時，7.5-10.6皆未達-10dB，
因 此 本 文 設 定 為 3.5mm ， 其 共 振 頻 帶

3.1-10.6GHz 皆能符合反射損失係數(S11)小於

-10dB以下之設計目標。 
調整參數L5對天線特性之影響，其長度由

0增加至5mm，以每2.5mm的長度增加，如圖5
所示。從結果可看出，L5為0mm低頻和中頻部

分S11未達 -10dB，L5為 5mm低頻部分未達

3.1GHz，L5為2.5mm皆能符合S11小於-10dB以
下之設計目標。 

 

 
圖3 改變接地平面對天線影響之S11圖 

 

 
圖4 調整參數W6尺寸之S11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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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調整參數L5尺寸之S11圖 

 

 
圖6 天線實測與模擬結果之S11圖 

 
圖6為天線模擬與實測之反射損失結果比

較圖，可觀察出兩者趨勢相近，天線共振頻帶

滿足應用頻段之要求：3.1GHz-10.6GHz。圖7
為天線模擬之阻抗圖，從圖上可以看見3.1- 
10.6GHz，實部阻抗皆在25-95Ω之間，虛部阻

抗皆在±j25Ω之間，符合天線共振條件。 
 

 
圖7 天線實測與模擬結果之S11圖 

 
圖8 (a)3.4GHz、(b)4.8GHz和(c)8.2GHz之模擬

電流向量圖(d)為電流路徑標示 
 
圖8分別為此天線工作在頻率3.4GHz、

4.8GHz和8.2GHz之模擬電流向量圖，由這些圖

可以推斷大部分的能量皆分布在樹狀主輻射

天線與共平面波導的接地面輻射，也符合槽共

振的效應，低頻3.4GHz電流所走的路徑為

A-C-D-F-G-H-G，4.8GHz電流所走的路徑為

A-B-C-D與H-G-F-E，高頻8.2GHz電流所走的

路徑為B-A、B-C-D與H-G-F。此外，天線之輻

射場型與輻射效率是利用3D 球面近場量測系

統(NSI-700S-90P)量測，量測之2D輻射場型，

如圖9-11所示，整體輻射場型皆接近全向性輻

射。 

 
圖9 3.4GHz的2D輻射場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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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4.8GHz的2D輻射場型圖 

圖11 8.2GHz的2D輻射場型圖 
 

4. 結論 
本文設計一個以共平面波導(CPW)饋入之

超寬頻 (UWB)槽孔天線，天線架構簡單，使

用天線模擬軟體 HFSS 做天線設計與模擬，製

作於 FR4 板上，傳輸線採用漸進式和樹狀結構

輻射體採用階梯狀，能有效增加電流路徑，及

增加低頻頻寬，透過調整其共平面波導的接地

平面與樹狀主天線的相關參數，量測頻寬達

3.09-11GHz 經由實作與量測比較後，發現其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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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行動電子看板 
 

 

摘要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訊息的

傳遞日益迅速且便利。而電子看板則是重要的

訊息傳遞裝置。為達到智慧、即時、迅速與便

利的訊息傳遞，本研究將設計與實作一個智慧

行動電子看板，其包含客戶端、伺服器端端及

電子看板端三個部分。客戶端通過網絡上傳圖

片、影片檔或文字等訊息到伺服器端，並選擇

要播放的時間及播放的電子看板。當訊息上傳

到伺服器端端時，管理人員須審閱訊息是否符

合規定。符合規定者則可依其設定進行播放，

反之，則不播放。電子看板端則依訊息之設定

自動進行播放。 

關鍵詞：客戶端、網際網路、電子看板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t is very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to deliver messages to 

others. The electronic billboard is one of 

important messaging devices. In order to achieve 

smart, immediate, fast and convenient message 

delivery, the smart mobile electronic billboard 

system, which contains the client, server and 

electronic billboard, was presented. Clients use 

the Internet to upload pictures, videos or text to 

the server and set the playing time and the 

playing electronic billboard(s). When a message 

uploaded to the server, the administrator must 

confirm that the messag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When the messag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it can 

be played with its setting. On the contrary, it 

cannot be played when it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setting of the 

message, the electronic billboards will automatic 

play message. 

Keywords: client, Internet, electronic billboards 

1. 前言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人們可以利用網路

的便利性，可以隨時地的查詢自己所需的資

訊。像某些公司或廠商為了向消費者宣傳自己

的產品，透過電視臺、廣播電臺或電子廣告看

板等手段來推廣自家產品。而在學校方面也會

需要公告資訊給學生們知道。智慧行動電子看

板透過終端軟體控制、網路資訊傳輸和多媒體

終端顯示，構成一個完整的電子看板播放控制

系統，並通過圖片、文字、影片等進行廣告宣

傳。傳統式的做法是用戶們必須自己主動聯絡

電子看板商，並依照規定辦理方可使用，而我

們電子化其聯絡與辦理流程，使得智慧行動電

子看板比起以往的傳統式更加便利性、直覺性

的傳遞訊息。 

智慧行動電子看板主要分為 2 個部分，分

別為客戶端與伺服器以及伺服端與電子看板

端。客戶端之操作項目為上傳圖片、影片檔或

文字資訊至伺服器端，並選擇要播放的時間以

及播放的電子看板，因為電子看板有多個。電

子看板會向伺服器端查詢最近時段內是否有

需要播放的廣告，如果有的話，則提前進行下

載以使廣告能在客戶設定的播放時間點準時

播放。 

2. 開發環境 

作業系統：Windows 7_64bit、Android 4.1[1, 2]。 

開發軟體：Eclipse、MySQL[3, 4]、Apache、

PHP[3, 4]、phpMyAdmin、JavaScript。 

硬體：Android 系統之平板電腦、Windows 7

電腦 3 臺。 

通訊協定：TCP/IP。 

3. 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分為 3 個部份，分別為客戶

端、伺服端以及電子看板端，客戶端主要工作

為登入、註冊、上傳資料。而伺服端則處理來

自客戶端資料以及電子看板端資訊。最後電子

看板端則做更新及播放動作，以上就如圖 1 所

示。詳細內容會在之後章節做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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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圖 

4. 行動電子看板端 

4.1 電子看板系統流程圖 

電子看板系統流程圖，如圖 2 所示，主要

分為以下 10 個步驟。 

（1） 管理員點擊圖示進入電子廣告板系統。 

（2） 進入登錄介面，管理員可輸入用戶名與

密碼登錄系統。 

（3） 進入系統後，系統將向伺服器查詢當前

是否有廣告即將播放。 

（4） 如果有廣告即將播放則設定提前 3 分

鐘下載，避免播放內容無法依時間播

放。 

（5） 是否退出系統: ” Yes ”則跳至 9 ，” No ”

則返回(3)。 

（6） 下載完成後判斷廣告播放時間是否已

經到。 

（7） 如果播放時間已經到，則播放廣告，廣

告播放時間以客戶選擇的時間為準。播

放結束跳轉到（3）查詢下一個廣告。 

（8） 如果播放時間還沒到則跳轉到（6）繼

續等待。 

（9） 退出系統。 

4.2 登錄和註冊 

登錄與註冊介面有兩個編輯框，一個是帳

號，一個是密碼。在編輯框下的兩個按鈕分別

是登錄和註冊。當用戶輸入帳號和密碼，點擊

登錄按鈕就可以進入電子看板系統。當客戶點

擊註冊按鈕進入註冊介面進行註冊。登錄介面

如圖 3 所示。 

註冊介面如圖 4 所示，管理者可以為電子

看板命名，並設置密碼。電子看板名稱長度至

少 4 字元，密碼長度至少 8 字元。 

 

開始

進入電子看板系統

管理者登入電子看板

查詢當前是否有廣
告需要播放?

提前3分鐘下載

播放時間到?

播放廣告

繼續等待

是否退出

結束

(1)

(2)

(3)

(4)

(5)

(6)

(7)

(8)

(9)

Yes

Yes

Yes

No

No

No

播放結束

 

圖 2. 系統流程圖 

 

 

圖 3. 登錄介面圖 

 

 

圖 4. 註冊介面圖 

 

4.3 更新廣告訊息 

登錄電子看板系統後，電子看板每隔 10

秒會向伺服端查詢是否有廣告需播放，並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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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則需播放的廣告是否為該電子看板播

放。如果是的話，則判斷該電子看板之播放時

間，並提前 3 分鐘載入，避免播放內容無法依

時間播放；反之，則繼續等待。更新頁面如圖

4 所示。 

 

 

圖 5. 更新廣告訊息圖 

廣告下載完成後判斷播放時間是否已

到，如果是的話，則開始播放；反之，則進行

等待，直到輪到該則廣告播放。在電子看板

上，可以同時播放影片、圖片及文字內容，排

版如 6、7、8 圖所示： 

 

 

圖 6. 播放一個影片廣告 

 

圖 7. 同時播放影片和圖片 

 

 

 

圖 8. 同時播放影片、圖片和文字 

5. 客戶端 

5.1 客戶端的登陸與註冊 

首先登錄介面如圖 9 所示，客戶通過輸入

帳號和密碼進行登錄。如果用戶沒有帳號則進

行註冊，註冊介面如圖 10 所示，輸入客戶名

和密碼進行註冊。 

 

 

圖 9.客戶登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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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用戶註冊介面 

5.2 主介面上傳 

由於上傳介面如圖 11 所示，點擊“選擇播

放時間”按鈕進入選擇時間介面，如圖 12 所

示。在上傳介面點擊“選擇上傳圖片”進入圖片

選擇介面，如圖 13 所示。在上傳介面點擊“選

擇上傳影片”進入影片選擇介面[5, 6]，如圖 14

所示。當客戶點擊“上傳”，上傳成功後扣除相

應的點數，每 5 分鐘 1 點。 

 

 

圖 11.上傳主介面 

 

 

圖 12.時間選擇介面 

 

圖 13.圖片選擇以及預覽介面 

 

圖 14.影片選擇以及預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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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上傳成功 

6. 伺服端 

6.1 接收與處理用戶端註冊及登錄信息 

註冊時先查詢資料庫看當前要註冊的客

戶名是否已經存在，如果存在就返回用戶端，

並顯示此客戶已存在的提示資訊。如果符合註

冊條件就將資訊寫入資料庫，用戶密碼將以

MD5的方式加密[7]，保證用戶密碼的安全性，

如圖16所示。同時還對初次註冊的客戶贈送10

個點數（播放廣告按每五分鐘1點計費）。登錄

時也是查詢資料庫進行對比，判斷客戶登錄資

訊是否正確。 
 

 

圖 16.客戶註冊表 

 

接收資料時可以文字、圖片、影片同時接

收，也可以分別接收，並判斷資料類型，將信

息寫入對應的資料欄位中，如圖 17 所示。多

檔上傳[8]的資料會存儲在兩張表中，一張用於

管理，一張用於廣告板播放使用。 

 

 

圖 17. 處理手機端上傳的資料 

 

伺服器端端的註冊與登錄與手機端一樣，

只是廣告板端的註冊與登錄是為了讓手機端

實時瞭解當前那些廣告板在工作（圖 18）。當

廣告板因某些原因登出時，手機端就不會獲得

該廣告板的選項。 

 

 

圖 18. 伺服器端端對廣告板端 

 
伺服器端端還要為廣告看板端按照客戶

上傳時設定的播放時間挑選出當前需要播放

的資料，讓廣告看板端能獲得即將播放的文本

或需要下載的資料。當廣告看板端播放完成並

回傳消息的時候，伺服器端端將把對應的資料

之播放標誌設置為已播（圖 19） 

 

 

圖 19. 播放標誌 

6.2 伺服器端資料管理 

管理者能夠實時監控客戶上傳的資料，並

對之進行審核，未通過的資料將不能夠播放，

也能對播放時間進行調控（圖 20）。當資料條

目過多時能夠一鍵歸檔，將資料按”未通過”、”

已播”進行分類。同時，管理者還能查看用戶的

註冊情況和當前的用戶登錄情況以及用戶剩

餘的點數，如圖 21、22、23 所示。 

 

 

圖 20.客戶資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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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客戶信息 1 

 

 

圖 22. 客戶信息 2 

 

 

圖 23. 客戶信息 3 

 

7.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就如同前言所提及到的傳統電子

看一般要申請使用電子看板，需與電子看板商

聯絡並依照規定辦理方可使用，而我們換了一

個方式來呈現可以來的更加便利。 

此系統可再加以改良，並未來可以應用於

緊急避難等重大事件時，由電子看板即時播放

資訊給群眾知道，來進行疏散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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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總諧訊比的分離音源技術 
 

 

摘要 
    混合音源分離是一個相當有挑戰性的課

題，在實務上，樂器的模擬、音樂的錄製、以

及聲紋的辨識…等，都是很重要的應用。過去

有平均諧波結構的研究來處理混合音源，但重

複抽取的過程較為複雜，為了簡化計算複雜

度，我們提出了一個簡單而且實用的方法。在

文中，首先介紹一些相關的理論以及系統，再

從研究中找出適當的特徵值以及演算法；不同

的樂器會擁有不同的諧波結構，所以文中提出

了新的參數總諧訊比，利用特有的總諧訊比

值，並透過貝氏分類器來分離出單音音源。針

對不同的樂器(含人聲)，從實驗結果得到理想

的聽覺效果。 

 

關鍵詞：混合音源分離、諧波結構、常態分布、

貝式分類器、時頻分析。 

 

Abstract 
The separation of mixed sources is a 

challenging task. Music separation can be 

applied to simulation instruments, phoneme 

post-production, and music retrieval, and so 

on. Although the method of average 

harmonic structure has been applied to 

separate the mixed music, its method is 

complicated and takes time. In this paper, the 

mixed signals are first taken by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or frequency analysis. Since each 

instrument has its own specific harmonic 

structure, that is, the ratio of the power 

between the harmonic signals and the 

fundamental signal is constant, a new factor, 

total harmonic to signal ratio, is proposed to 

separate the mixed monophonic source. A 

Bayes classifier is then applied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error classification.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wo mixed music signals 

(including voice) can be separated 

distinguishably. 

 

Keywords: Source separation, harmonic 

structure, normal distribution, Bayes classifier, 

time-frequency analysis. 

1. 前言  

    近年來音源分離處理被廣泛的應用，相關

的研究也陸續出現，而音源分離的技術可大略

分為幾個理論：計算聽覺場景分析理論 

(CASA-based Methods) 、 光 譜 分 解 理 論 

(Spectral-decomposition Methods)、模型基礎理

論 (Model-based Methods)等。 

    音源分離之中，主要有幾種分類：(一)、

音源以及感測器的數目來作分類。超過定義的 

(Over-determined)物件就是指感測器比音源的

數 目 還 要 來 得 多 ； 而 定 義 不 足 的 

(Under-determined)物件就是感測器比音源數

目還要少。(二)、根據擁有音源資訊多寡來作

分類，像是有監督  (Supervised)和無監督 

(Unsupervised)。透過不同的分類，也有不同的

處理方式。像是超過定義的物件，用獨立成分

分析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 

[1] 就可以得到好的結果；當然也有定義不足

的物件，就會使用最先進的理論或者聽覺上的

線索，來處理相關的問題，單信道就是其中的

例子。 

     根據提供訊號資訊多寡，監督的訊號常

使用獨奏來訓練蒐集獨立的音源，或者利用模

型參數來分離混合訊號；無監督的訊號則是缺

乏資訊，常利用 CASA (Computational Acoustic 

Scene Analysis) [2]、諧波結構、開始以及補償

時間來處理相關問題。 

    音源分離的問題，是一個歸納推理問題。

假如沒有足夠的信息來推斷的解決方案，我們

必須使用任何可用的信息來推斷最有可能的

解決方案。傳統的分離方法是感測器陣列來分

離和估算原始音源波形問題，而不需要知道傳

輸信道特性和來源，即可簡要表示與盲訊號分

離 (Blind Signal Separation，BSS) 相關的問

題。本論文期望能在兩兩不同的樂器所混合的

的單音音源，在所謂無監督的情形之下，以純

量參數總諧訊比  (Total Harmonic to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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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THSR) 為各個樂器的特徵，取代重複

性向量的諧波抽取以及運算，再使用貝氏分類

器 (Bayes Classifier) 加以分類，來簡化傳統複

雜的分離過程。 

2. 相關研究方法 

    目前有許多音源分離的研究，都離不開下

列幾種方法： 

a. 計算聽覺場景分析理論 

    計 算 聽 覺 場 景 分 析 理 論  (CASA ，

Computational Auditory Scene Analysis)，是一個

利用聽覺場景來分析的一種方法，CASA 能夠

自動分析聽覺的環境、離散聲音事件的解釋、

以及各個聲音元件的模型。 

b. 光譜分解理論 

光譜分解理論  (Spectral Decomposition 

Based Method) 首先就是在頻譜上分解頻域的

能量及振幅，將其用統計的方式向量化，這些

基礎向量就會被組合起來，即可作為不同音源

的 對 照 。 獨 立 成 分 分 析 法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以及非負矩陣分解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NMF) [3] 都

已經被發現能夠有效的分解頻譜。 

c. 模型基礎理論 

    這個方法是通常是事先建立一個訊號

源，再來執行分離的工作。在[4]和[5]之中，隱

藏式馬可爾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

HMMs) 就是先訓練個人演奏的資訊，再來分

離訊號源。在[6]之中，Bayesian Models (貝氏

模型) 被應用在處理諧波，在[7]之中，每個樂

器的每個音調被建構成諧波結構資料庫。然

而，這樣的方式必須在已知的音調有被事先處

理過。 

3. 音源分離架構 

在混合訊號裡，不同的音源有著不同的音

品，我們的動機用就是使用 THSR 來定義一個

適當的界線，讓各自的樂器聲，可以被分離出

來，而其想法來自於不同的樂器有著不同的音

品，其基頻與諧波強度比是固定的。因此這個

方式不但運算簡單，而且也省卻很多不必要的

流程。 

新的系統架構如圖 1，主要分為兩大部

分。第一個部分要經過統計的概念找出各個樂

器的 THSR、平均值、以及標準差，第二部分

再以貝氏分類器來做混合音源分離的動作。 

 

圖 1: 提出之混合音源分離流程圖 

事實上，我們從之前的文獻不難發現，諧

波結構愈強愈明顯的，當然愈容易分離。這樣

子的音源必須是從共振系統 (例如：小提琴的

弦) 再經由共鳴系統 (例如：小提琴琴身) 所

產生，而樂器就是擁有這樣子的系統的音源。

我們所提出的方法，也針對這樣子的音源做研

究，並作模擬。 

再分離混合音源之前，要先找出 THSR 的

關係，雖然同一的樂器的 THSR 是固定的，但

實際上 THSR 計算出來會有一些誤差，分別來

自於： 

a. 諧波結構不穩定性 

由於每個樂器的結構不同，發聲位置也不

一樣，所造成的諧波結構一定會不一樣，就是

諧波結構的不穩定性所造成的。例如木管樂器

的諧波結構不穩定性比弦樂器來得低，弦樂器

又比人聲來得低。於是愈不穩定的樂器，誤差

則愈大。 

b. 諧波誤判 

另一種可能則是諧波結構的誤判，有可能

在諧波抽取時，由於傅立葉轉換後的解析度太

小以及樂器發聲相似，而在成諧波結構誤判。 

c. 雜訊 

除了上述兩種情況以外，最後一種則是雜

訊。在錄製的過程中，有些許的雜音進入，都

會造成 THSR 值有所飄移，但透過統計以及分

析計算，來找出適合的方式分離音源。 

於是我們在進行音源分離時，會經過兩個

步驟，一是 THSR 分佈模型化，透過模型化或

者訓練，來找到每個樂器 THSR 的分佈；二是

音源分離，透過每個樂器 THSR 的不同，加上

貝氏分類器的分類，達到音源分離的目的 

3.1 THSR 分佈模型化 

a. 快速傅立葉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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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處理頻率的成分，必須要先透過快

速傅立葉轉換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

將時域訊號轉變為頻域訊號，才能進行分析。

為了要得到訊號的頻率與時間之關係，必須先

對訊號用較小的時間單位來取分析視窗，要先

定義每個分析時窗(analysis window)，而每擷取

完一段分析視窗後，必須移動視窗到下一個時

間點繼續執行同樣的動作，直到整段訊號被擷

取完為止。在乘上漢寧窗(Hann window)能夠使

旁瓣互相抵消，消去高頻干擾和漏能，這樣可

以突顯想要分析的部分，讓訊號更好分析。 

b. 峰值偵測 

    處理頻域訊號時，我們要找出有意義的訊

號來做處理，所以必須要訂定一個門檻 (noise 

threshold)，才不至於花費計算在沒有意義的雜

訊之上。而透過程式，將超過門檻的峰值全部

標記，並記錄起來，之後的任何步驟則是以此

峰值來做運算。 

c. 諧波結構抽取 

    將記錄下來的峰值，由於基頻 F0 絕大部

分是整個音樂的最大值，於是程式從最大值開

始分析，評估是否為其中音樂的基頻，因為還

需要考慮此頻率的 1/2 以及 1/3，有可能這才是

真正聲音中的基頻。 

    當確定了基頻後，再偵測早先記錄的峰值

有無此基頻的諧波；如果有，則將諧波與基頻

一起紀錄下來；如果無，再次偵測除了第一次

的峰值外的最高峰值。當我們將這個分析窗裡

的基頻與諧波抽取完後，再將這些基頻與諧波

歸納為一組。 

d. THSR 計算以及分佈 

    總 諧 訊 比  (Total Harmonic to Signal 

Ratio，THSR)。THSR 源自於產業界的量測總

諧波失真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THD) 

[8]，用來量測一個訊號的諧波失真，其定義為

總諧波能量與基頻能量比。它用來描繪音頻系

統的線性，以及電子能量系統的品質。由於文

獻中，相同的樂器其基頻與諧波強度比會是固

定比例，利用這樣子的概念，THSR 值也會是

固定比例，故能夠作為分離音訊的一個參數，

其公示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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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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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1) 

iP 為各個諧波的能量， 時，為一次諧波也就

是基頻。 

    透過程式需要將 THSR 的值不斷的蒐集，

每一個分析窗通過諧波結構抽取時，即可分離

出一個或兩個 THSR 值，由於我們要分析的是

兩個音源，於是在蒐集可依靠資料的時候，只

採用同時有分離出兩個 THSR 的分析窗才準

確；直到蒐集到可依靠的資料量時  (Ex: 60

筆)，利用兩個 THSR 的分佈函數，畫出累積分

佈函數。利用曲線擬合(curve fitting)求出相對

應的機率密度函數，發現機率密度函數近似常

態分布，並將其平均值和變異數分別記錄起

來，如圖 2。 

 

圖 2: 音源 1和音源 2的機率密度函數 

3.2 分離音源 

    透過統計與分析，在模型化的同時，我們

可以看出 THSR 模型化的長方圖、累積分佈函

數、以及機率密度函數，呈現常態分佈，而在

統計分類當中，貝氏分類器是最簡單而且是能

將誤判降到最低的分類器。 

a. 貝氏分類器 

    貝氏分類器[9]的基礎是貝氏定理 (Bayes' 

theorem)。貝氏定理是機率中的一個結論，它

跟隨隨機變數的條件機率以及邊緣機率分佈

有關。根據條件機率的定義，事件 B 發生的條

件下，發生 A 的機率為： 

)(

)(
)|(

Bp

BAp
BAp


        (2) 

貝氏定理通常還可以寫成： 

)|()()|()(

)|()(
)|(

ABpApABpAp

ABpAp
BAp




  (3) 

A 是A的補集合。 

貝氏分類器的特點就在於需要知道先驗機率

(prior)，先驗機率可以由大量重複實驗所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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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樣本出現的機率來近似獲得，只要有先驗

機率以及獨立機率分佈，就可以設計出一個貝

氏分類器；假設獨立的類別變數 A有若干類

別，條件依賴於若干特徵變數B，其中先驗機

率就是上式中的 )(Ap ，獨立機率分佈則是
)|( ABp ；當我們要比較後驗機率，由於 )(Ap 以及

分母(證據因子)，皆為常數，只需要透過獨立

機率分佈則可以比較出後驗機率大小。 

    由於 THSR 計算後是一連續數據，且這些

連續數值為常態分布，則可以利用下列式子決

定分類：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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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給定的特徵變數， A 為 A 類中的平均

數，
2
A 為A 類中的變異數。透過上式的計算，

則可以判斷該特徵變數，是屬於哪一分類。 

b. 快速傅立葉逆轉換 

    當一個個分析時窗中的音源被分離後，透

過前一個步驟來分類後，會擁有新的頻譜；為

了要得到複數的頻譜，它的相位可以從原本混

合音源得到，即可將實部以及虛部組合起來，

再透過 IFFT (Inverse FFT)，來將訊號從頻域轉

回時域訊號。 

c. 音源訊號的重建 

    當我們使用原本混合音源的複數，來作為

分離後音源的複數部分，有時候在音框連接

處，會產生失真。為了要得到訊號頻率隨著時

間改變的延續性，因此分析視窗的移動通常會

與前一分析視窗透過重疊-相加之摺積法的技

術[10]進行部分重疊，一般都採取重疊 50%。 

4. 實驗內容 

    所提出的演算法會經過合成音源、真實樂

器以及人聲來測試，合成樂器包括：短笛、風

琴、雙簧管，真實樂器包括：薩克斯風、小提

琴，最後再加入人聲，利用長度為 46ms 的音

框來作分析。實驗過程中，使用的程式編輯軟

體為 Matlab，並用 Cool Edit 作時頻分析。 

1. 實驗 1 – 合成音源 (短笛 & 風琴) 

透過我們的演算法，在實驗 1 中，短笛與

風琴分離出來的結果(圖 3、4)，以時頻分析來

看，絕大部分的音源確實與原音相似，只有少

部分的誤判，導致雜音的出現，另外還有混疊

的部分，則是諧波抽取時產生的問題。

 

圖 3: 短笛(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圖 4: 風琴(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2. 實驗 2 – 合成音源 (短笛 & 雙簧管) 

透過我們的演算法，實驗 2 之中的主要音

調，以及趨勢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但是由於兩

個音樂的低頻混疊的比實驗 1 更為嚴重，所以

當解析度沒有提升的情況之下，誤判以及諧波

抽取錯誤就會發生。

 

圖 5: 短笛(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圖 6: 雙簧管(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3. 實驗 3 – 真實樂器 (薩克斯風 & 小提

琴) 

透過時頻分析可以觀測到，即使將我們所

提出的分離方法，在高頻部分有些許的失真，

但還是可以將真實樂器的主要音調還原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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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薩克斯風(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圖 8: 小提琴(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4. 實驗 4 – 真實樂器 (低音管 & 人聲) 

透過時頻分析，在低音管以及人聲的實驗

中，人聲卻很難分離出來，由於兩種聲音皆屬

於較低沉的聲音，低頻混疊嚴重，再加上人聲

的不穩定性太大，導致諧波抽取錯誤以及貝氏

分類器的誤判。這也都是未來可以增長與改善

的目標。 

 
圖 9: 低音管(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圖 10: 人聲(左)分離前(右)分離後 

5. 結論 

    從實驗內容以及時頻分析看來，對於混合

合成訊號可以分離的相當清楚，因為合成訊號

的諧波結構穩定，個別表現差異大，較容易分

離；反觀混合真實樂器訊號，雖然也可利用論

文中的演算法做分離，但仍有改進的空間，判

斷錯誤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幾項：(一)、諧波結

構的不穩定性，真實的樂器諧波結構比較不穩

定性都不同，當穩定性較差，誤判的可能性則

愈大。(二)、解析度的不足，造成在頻域可能

有兩個波峰，卻只判斷成一個波峰。(三)、雜

訊。其他包括諧波的紋路，休止符的位置，音

調的高低，同一音調的連續性，都是未來可以

加入研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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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小波分析之掃頻干擾消除機制研究:
以伽利略衛星導航接收機為例

陳柏宇1、李尤進2、錢膺仁3

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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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市售常見的干擾器所產生的連續波及掃頻干擾
嚴重影響全球定位系統的定位效能。傳統的頻域抗干擾技
術雖然可以有效抵抗連續波干擾，但對於掃頻干擾則無顯
著的消除效果。本研究提出一以小波分析為基礎之掃頻干
擾消除機制，藉由小波分析絕佳的時頻分析能力，我們可
將埋在白高斯雜訊下的衛星訊號去除，過濾出參考的掃頻
信號，再藉由可適性估測器將掃頻干擾正確估計出來，並
將之由接收訊號中扣除，以達到雜訊消除之目的。我們以
伽利略衛星導航接收機為應用範例，驗證本研究方法之有
效性，模擬結果顯示，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消除干
擾信號比 (JSR) 高達 45 分貝之掃頻干擾，其效能遠優
於以頻域為基礎的連續均值消除機制。
關鍵字 —關鍵字: 可適性濾波器、抗干擾、掃頻干擾、

去噪技術、伽利略衛星導航接收機、小波分析

Abstract—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 jammer can paralyze the operation of
consumer grade GNSS receivers. Although conven-
tional frequency-domain-based anti-jamming tech-
niques can effectively combat the continuous wave
interference (CWI), these techniques cannot mit-
igate the chirp interference. This paper proposed
a wavelet-analysis-based anti-jamming architecture
to mitigate chirp interference. By exploiting the
excellent time-frequency resolution of wavelet tech-
nologies, we can denoise the received signal to
generate referenced chirp signals, which are applied
to an adaptive chirp predictor. To cancel the chirp
interference, the output of this predictor is then
subtracted from the received signals. With appli-
cation of Galileo receiver, simulation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our method can combat the chirp in-
terference with averaged jamming-to-signal power
ratio (JSR) of 45 dB, which is superior to the
consecutive-mean-excision (CME) based frequency
domain anti-jamming techniques.

Keywords—adaptive filter, anti-jamming, chirp
interference, denoise, Galileo receiver, wavelet
analysis

I. 前言

最近幾年來，定位服務越來越深受人民所依賴，
像是屬於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的民用定位服務，再者歐盟的全球導
航定位系統 -伽利略 (Galileo) 計畫也開始發展了許
多年，它可以提供更精準的定位服務。與 GPS 接
收機一樣，伽利略接收機也需要有抗干擾的機制
去提升服務品質 [1]。然而許多抗干擾的機制例如
有空間域 [2]、時域 [3]–[5]、頻域 [6] 和時頻域 [7],
[8] 等等，但討論於伽利略接收機時且使用時頻域消
除機制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因此本研究使用以小波
(Wavelet) 分析為基礎的去噪方式，藉由小波良好的
時頻分析能力，讓有時頻現象的掃頻干擾，可以有
比在頻域處理有更好效果能發現干擾、分析干擾、
消除干擾。除此之外，許多文獻假設的干擾源大多
是 CWI(Continuous wave interference) 連續波干擾的
形式，但最近掃頻類型的干擾器越來越受到關注 [9]，
例如 D. Borio 等學者提出在時域使用 IIR 陷波濾波
器來消除掃頻 [10]，掃頻干擾對於衛星信號擷取失敗
的影響大於連續波干擾 [11]。有鑑於此，本文提出一
種嶄新的方法，應用較少被探討到的伽利略接收機，
令其存在掃頻干擾源時使用小波分析與可適性預測
器來消除掃頻干擾。利用小波分析絕佳的時頻信號
分析能力，我們可將埋在白高斯雜訊下的衛星訊號
去除，過濾出參考的掃頻信號，再藉由可適性估測
器將掃頻干擾正確估計出來，並將之由接收訊號中
扣除，以達到雜訊消除之目的。在文章後面則有電
腦模擬，比較與使用頻域為處理域的連續平均消除
法 (consecutive-mean-excision,CME) [12] 與我們在文
中提出的方法兩者在消除掃頻干擾的情形。本文後
續章節安排說明如下: 第二章描述系統模型、小波分
析架構和可適性預測器；第三章為電腦模擬 CME 演
算法與我們所提出的方法消除掃頻干擾的比較；最
後章節為本研究之結論與未來展望。

II. 訊號與系統模型
A. 接收信號模型
在本文中以伽利略衛星系統為例，在其 L1 頻帶中

(1559-1592 MHz) 是一個受到消費性電子產品仰賴的
一個波段，除了它與 GPS 的民用頻段重疊外，伽利
略系統還具有獨特與 GPS 不同的調變技術，像是:
二進制載波調變 (Binary Offset Carrier) 和 Coh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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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提出之基於小波分析之掃頻干擾消除機制系統架構圖

Adaptive Subcarrier Modulation(CASM) 等。伽利略
L1 頻帶包含了三個頻道分別稱為 A、B、C 頻道，A
頻道是包含加密的數據而 B、C 頻道則是有導航資
料以及較少資料的導頻，這些頻道皆是經由二進制
載波所調變的，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本文只探討
可公開民眾使用的 B 頻道。
在二進制載波調變中通常被表示為 BOC(n,m)，

它的意義是子載波頻率 fsc = n · 1.023 MHz 與碼片
率 fc = m · 1.023 MHz 而在 B 頻道的信號調變方式
為 BOC(1, 1)，假設第 n 個衛星傳輸信號 yn(t) 可表
為

yn(t) =
√

2PseB(t) · cos(2πfL1
t+ θ) (1)

其中

eB(t) =

∞∑
i=−∞

CL1−B,[mod(i,4092)]DL1−B,[mod(i,4092)]

×ΠTc,L1−B · sign[sin(2πRc,L1−Bt)] (2)

在 (1) 式中的 Ps 是信號功率；θ 為相位延遲；fL1

是 L1 頻帶 (1572.42 MHz) 的載波頻率；CL1−B 是展
頻碼，碼片速率為 Rc,L1−B=1.023 MHz；DL1−B 是
導航資料，mod{·} 是取模運算，Π{·} 是矩形函數，
sign{·} 則表示為符號函數。在接收訊號存在干擾
時，可寫成以下數學模型

s(t) =

K−1∑
k=0

yk(t) + i(t) + w(t) (3)

這裡的 yk(t) 是第 n 個衛星發送有用的信號被定義在
(1) 式，K 代表接收機可用的伽利略衛星數量，i(t)
是干擾信號，在下個子章節將會提到其模型、w(t)
則是雜訊形式。由於展頻碼的正交性，彼此之間的
衛星信號不會互相干擾，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在
某段時間接收到的信號 r̃(t) 可以被簡化成來自單一
衛星所傳送，將其衛星信號降頻至中頻後表示如下:

r̃(t) = s′(t) + w′(t) + i′(t) (4)

其中 s′(t) =
√
2PseB(t − τ) cos[2π(fd + fIF )t + θ]; τ

是在衛星傳輸時的一個延遲；fd 和 θ 對應的是都普
勒頻率和相位移;fIF 則是中頻，頻率為 4.092 MHz。
r̃(t) 通過帶通濾波器後，輸出信號 r(t) 可表為

r(t) = [s′(t) + w′(t) + i′(t)]∗hBP (t)

= s̃(t) + w̃(t) + ĩ(t) (5)

hBP (t) 是帶通濾波器的脈衝響應，“∗” 則表示為褶
積運算子。r(t) 的取樣率為 fs = 1/Ts = 4fIF。

B. 掃頻干擾模型
在干擾信號中，我們以線性掃頻作為我們的干擾，

其可以表示如下:

i(t) =
√

2PJ cos(2π(fJ t+ 0.5△ft2) + θJ) (6)

在 (6)式中，K 是干擾源的數量，而 PJ、fJ、△f
和 θJ 分別是干擾功率、起始頻率 (在時間 t=0)、
掃描速率和相位延遲。我們將平均干擾信號功率比
(Jamming-to-signal power ratio) 定義為

JSR = 10 log10
{
PJ

Pw

}
(7)

其中 Pw 為 w′(t) 的平均功率。

C. 抗干擾架構
我們採用一種嶄新的方式來進行干擾消除，如

圖 1 所示，將帶通濾波器的輸出中分成上下兩路，
下路輸入於 WPA(Wavelet Packet Analysis，小波
包分析)，為了操作方便我們採用 Matlab 的小波
工具，在本文中 WPA 的設定參數各項為: 多貝
西小波 (db5)，階數 (Level) 為 5，Entropy 為沈農
(Shannon)，各種母小波的特徵描述於 [13]，我們將
分析過後的信號進行去噪，而小波包分析中的數學
模型、門檻函數、去噪架構將在此節文末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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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含掃頻之衛星信號於時頻量化假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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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去噪過後，殘留信號量化假設示意圖

1) 小波包分析: 在小波包分析中，含有濾波器其
長度為 2N 時尺度函數 (Scaling function) 的數學式
可以寫成如下:{

ω2n(t) =
√
2
∑2N−1

k∈Z h(k)ωn(2t− k)

ω2n+1(t) =
√
2
∑2N−1

k∈Z g(k)ωn(2t− k)
(8)

如果 n=0 時，尺度函數為 ω0(t) = φ(t)，小波函
數為 ω1(t) = Ψ(t)，定義一系列的 {ωn(t)}n∈Z 為
小波包。在 (8) 式中，h 和 g 分別為於低通濾波中

的尺度函數和高通濾波中小波函數 (母小波,Mother
wavelet)，更多小波分析操作與用法可參考於 [14]。

2) 門檻函數: 本文採用硬性門檻函數 (Hard
threshold function)，其可以被表示如下:

ω̂j,k =

{
ωj,k, |ωj,k| ≥ λ
0, |ωj,k| < λ

(9)

這裡的 ωj,k 代表小波的係數，更多有關於門檻函數
的定義可以參考 [15]。

3) 去噪架構: 在圖 2 與圖 3 中是我們所假想的量
化示意圖，在圖 2 中，左邊的圖為一個掃頻信號，
當時間增加頻率也增加，由於掃頻能量遠大於衛星
信號的能量，因此我們將此假想量化成為右邊的圖，
在圖中可以看到於對角線上皆是為 99 的數字，而其
餘的格子均填上為 3 的數字，我們在此定義數字越
高代表能量越強，數字在 99 為掃頻能量，數字在 3
為衛星信號的能量。在圖 3 中，我們將此假想量化

的原始掃頻信號經過去噪，輸出可得右邊的圖，可
以發現所有數字均少了 2，做此目的在於，設計一個
去噪後的訊號，而此訊號很接近原始訊號，接著我
們將去噪的輸入輸出相減，即為圖 2 右邊與圖 3 右
邊相減可得全是為數字 2 的一個假想量化示意圖，
此做法雖然無法將掃頻訊號徹底消除，但其干擾能
量已大幅降低，衛星導航為展頻系統，本身仍有抵
抗干擾的能力，可以輕易抵抗僅存些許的干擾。但
此做法在去噪前後會有時間差，這會導致干擾無法
被削減的更低，為了彌補此時間差，我們採用可適
性預測器，替去噪的輸出做為一個時間補償來幫助
達到信號延遲的還原，並將去噪處理過後的干擾信
號更接近原始的干擾信號。

首先我們將經過小波包處理過後的受干擾衛星訊
號輸入至可適性濾波器 x(t) = [x(t),x(t − 1),...,x(t −
L − 1)]T，其中 L 是濾波器的長度，而期望信號
是 r(t)，可適性濾波器的輸出是 y(t) = w(t)Tx(t)，
w(t) 是可適性濾波器的更新向量。由於 j(t) 對於可
適性濾波器的交相關影響較大，所以可適性濾波的
更新會趨近於 ĩ(t)，因此可以在補償訊號延遲的前提
下將干擾信號消除得更加乾淨。為了讓可適性濾波
器更有效率，於是我們選用了估計性能較佳且複雜
度較低的 NLMS 可適性濾波演算法來做為濾波器的
更新，更新式可以表示成:

w(t+ 1) = w(t) + µ
e(t)x(t)

xT(t)x(t) + δ
(10)

其中 µ 為更新的步長，δ 是一個遠小於 1 的正常數，
目的為防止分母為 0，e(t) 為期望信號與濾波器輸出
的差:

e(t) = r(t)− y(t) = r(t)− w(t)Tx(t) (11)

當濾波器持續更新達到穩態後，

y(t) ∼= ĩ(t) (12)

也就是說我們的 e(t) 會趨近於不含干擾的衛星信號
因而達到信號延遲補償以及優化去除干擾信號的效
果。

III. 模擬結果
在此章節中，我們將與 CME 比較抵抗掃頻干擾的

能力，文末我們將先介紹模擬的環境而後再將模擬
結果呈現。
為了量化衛星擷取到的品質結果，我們得先定義

平均訊號雜訊功率比 (Signal-to-Noise Power ratio,
SNR)Γ 為性能指標，Γ 是在接收機信號展頻後主要
峰值數值與離峰數值的功率比值，可以表示如下：

Γ =
n[k]

AV Gn̸=k,k±1{η[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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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輸入擷取方塊信號之振幅頻譜比較 (a) 理想結果 (無掃頻
干擾)(b) 抗干擾前 (含掃頻干擾)(c) 使用連續平均消除法 CME
[12] (d) 本研究提出之方法

其中 k =argmaxn{η[n]}，表示為進行相關運算輸出
的峰值，而 {η[n]} 則表示與 C/A 碼做互相關運算
的輸出，AV G{·} 表示為做平均運算。在本文中模擬
參數如下: 取樣速率為 16.368 MHz，同調積分時間
(Coherent integration time) 為 4 ms、10 次的非同調
積分、中頻為 4.092 MHz、掃頻速率為 1.023GHz、
C/N0 則是 45dB-Hz，帶通濾波器則為六階巴特沃斯
濾波器。為了評估在擷取迴路中受到干擾源的影響，
我們採用擷取成功率 Prs 來當作性能指標，定義如
下：

Prs := Pr {τ̂ = τ ∩ Γ ≥ Γth} (14)

其中 τ̂ = τ 表示展頻碼相位估計正確，Γ 為 SNR 的
數值而 Γth 是一個是先定義的閥值。在本文中我們
設置 0.1% 的錯誤警報率，特別要提到的是，這裡的
輸入僅有白高斯雜訊，門檻值 Γth = 5.27dB。
根據我們使用不同 JSR 的干擾能量強度，去噪

的門檻分別設置為：當 JSR 依序是 30dB、35dB、
40dB、45dB 時，我們定義的門檻 λ 則依序為 0.25、
0.5、0.75、1，設置這些門檻可以讓含有干擾的衛星
信號通過我們所提出的抗干擾方法有較好的衛星擷
取性能
在圖 4 與圖 5 中分別為輸入擷取方塊信號之振幅

頻譜比較與擷取結果三維圖，我們使用 JSR 為 45dB
的掃頻干擾能量，且在每 4 ms 的時間間隔中頻率
的變化從 2.046 MHz 至 6.138 MHz，衛星資料長度
則為 40 ms，在振幅頻譜四張頻譜圖中，可以發現使
用連續平均消除法的頻譜信號 (c) 圖與未使用抗干
擾技術的 (b) 圖幾乎是大同小異，未能將明顯的掃
頻干擾進行有效的去除，而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 (d)

(a)

(b)

(c)

圖 5. 擷取結果三維圖比較 (a) 未使用抗干擾技術 (b) 使用連續
平均消除法 CME [12](c) 本研究提出之方法

圖與理想結果 (a) 圖則相較接近，另在圖 5中，則可
以明顯的看出在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中有較好的擷
取效果。本研究經過多次模擬，統計在 JSR=30dB、
35dB、40dB、45dB 掃頻干擾擷取成功率分別約為，
100%、70%、30%、10%，遠優於使用 CME 的抗干
擾技術，在伽利略衛星信號含 JSR=25dB 之掃頻干
擾時，使用 CME 抗干擾技術後的擷取成功率為零
[11]。在追蹤模式，我們設定資料長度為 1000ms 且
JSR=45dB，圖 6(a)顯示追蹤迴路的同相臂當下 (in-
phase prompt, Ip)輸出經過決策電路後可與衛星導航
資料 DL1−B 相同，且正交臂當下 (quadrature-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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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文所提出方法之追蹤結果 (a)Ip、Qp與衛星資料DL1−B

比較 (b) 數值控制振盪器 (Numerical control oscillator, NCO)
輸出

prompt, Qp) 輸出幾乎為零；圖 6(b) 顯示數值控制
振盪器輸出約 200ms 後進入穩定狀態。

IV. 結論
在本文所提出的干擾消除方法中與 CME 演算法相

比有明顯較好的抵抗掃頻能力，且振幅頻譜與三維
擷取圖可以作為一個有效確實消除掃頻之依據，不
過本文在門檻的定義中非採用可適性操作，可能有
失其精準判斷，使得在 JSR=45dB 之掃頻干擾中僅
有一成左右的擷取成功率，未來我們將設計可適性
去噪門檻，更能因應環境變化，使得抗干擾機制更

為有效去抵抗更高能量之掃頻干擾，且開始探討本
研究對於其他種類的干擾之抗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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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之 FIR濾波器設計 

 

 

摘要 
 本文應用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來解決

數位濾波器的設計議題，在傳統混合蛙跳演算

法系統的位置公式中，加入新的修正參數可以

提升演算法搜索的效率。本文將用改良型混合

蛙跳演算法來設計雙帶通 FIR濾波器，從模擬

的結果顯示出此演算法的可行性。 

 

關鍵詞：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FIR濾波器、

雙帶通濾波器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mploy a modified shuffled frog 

leaping algorithm (MSLFA) to solve the issue of 

the digital filter design.  A new modified 

position formula for the general frog leaping 

algorithm is developed to enhance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the algorithm.  Based on using the 

developed algorithm, the FIR digital filter with a 

double band pass structure is designed.  

Simulation results will reveal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Keywords: modified shuffled frog leaping 

algorithm、FIR filter、double band pass filter 

1. 前言  

SFLA 是由 Eussuf 和 Lansey 於 2003 年所

提出[1]，是模擬一群青蛙在池塘裡尋找食物位

置的啟發式最佳化方法，該演算法主要分成兩

個部分:局部收尋與全域交流。SFLA結合了基

於基因的 memetic algorithm(MA)和基於社會

行 為 的 粒 子 群 最 佳 化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演算法的優點，可應用於許

多複雜的工程最佳化問題 [2]，如參考文獻 

[3]-[8]。 

 

Memetic Algorithm 是一種以族群演化為

基礎的最佳化搜尋演算法，對經過再生、交

配、突變之後的子代序列，再進行局部的調整

運算。因為 MA 演算法具備這樣找尋最佳解

的特性，且進一步的改善了基因演算法的缺

點。MA 普遍地被應用於許多複雜度高的最佳

化搜尋[9]。而 PSO 演算法是模擬鳥、魚群覓

食行為的智慧型演算法，經由粒子間訊息的交

換並更新其向量來求解最佳化之問題 [10]。 

 

數位訊號處理是現今研究的熱門議題，其

應用範圍包含語音辨識、語音合成、影像處理

以及馬達控制等，其中訊號的表示、轉換及應

用更是數位訊號處理中重要的一環，而如何設

計數位濾波器則成為數位訊號處理領域中很

重要的論點。濾波器可以用相當簡單的手法改

變訊號的本質，設計者可以自由選擇所需的頻

段，並濾除其他不需要的部分[11]-[17]。關於

數位濾波器的設計技術，在許多文獻及教科書

上被廣泛的討論，像是在 FIR濾波器設計上，

有視窗(Window)、等效漣波(Equiripple)、最小

平方近似等方法。而在 IIR 濾波器設計上，則

有 使 用 傳 統 類 比 濾 波 器 (Butterworth 、

Chebyshev、Elliptic)轉換成數位濾波器等方法。 

 

2. 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 

SFLA 是一種基於群體智能的啟發式最佳

化方法，它融合了MA演算法和 PSO演算法二

者的優點，具有種群規模小、收斂速度快、全

域收尋能力強和易於實現等特點。其是模擬一

群青蛙在池塘裡尋找食物時，青蛙會分成多個

族群，每個族群代表不同文化的青蛙，每個族

群內的青蛙彼此交換訊息執行局部收尋，而透

過全域交流使每個族群的訊息彼此交換。局部

收尋與全域交流使得 SFLA 跳出局部最佳解，

往全域最佳解的方向前進，SFLA的步驟如下: 

 

首先隨機產生 F 隻青蛙所組成的群體

 FXXXP ,,, 21  ，每隻青蛙代表一組問題

的可行解，對於 d 維的問題中第 i 隻青蛙表示

為  idiii xxxX ,,, 21  。每隻青蛙經過適應函

數(fitness function)計算後會得到各自的適應值

(fitness value)，並依適應值的大小從優到劣排

列，且記錄最佳適應值的青蛙為 gX 。然後將

排列好的青蛙分成 m 個族群 (memepl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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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YY ,,, 21  ，每個族群包含了 n 隻青蛙，滿

足 nmF  。其中:第 1 隻青蛙分入第 1 個族

群，第 2隻青蛙分入第 2個族群，第 m隻青蛙

分入第 m 個族群，第 1m 隻青蛙分入第 1 個

族群，第 2m 隻青蛙分入第 2 個族群，依此

類推。假設 kY 為第 k個族群的集合，其分配方

法可描述為方程式(1): 

  niXXXY imk
k
i

k
i

k ,,2,1,1        

mk ,,2,1                            (1) 

 

每個族群都有一個最好的適應值與最差的

適應值分別記為 bX 和 wX ，然後對每個族群進

行局部收尋，即對族群內最差的青蛙已下列方

程式(2)(3)進行更新:  

  )( wb XXrandD                   (2) 

maxmin
' , DDDDXX ww              (3) 

D是青蛙更新時的移動距離，rand()是 0~1 之

間的亂數， minD 是准許移動距離的最小值，

maxD 是准許移動距離的最大值， 
'
wX 為更新後

青蛙的位置。如果新產生 '
wX 的適應值比原本

wX 好，則用 '
wX 取代 wX 。否則用全域最佳解

gX 取代 bX ，則方程式(2)改成方程式(4)，再用

方程式(4)(3)進行更新。 

  )( wg XXrandD                   (4) 

如果還是沒有改進，則隨機產生一隻新的青蛙

取代 wX ，並用方程式(2)(3)進行更新，直到 '
wX

比 wX 好或是達到設定的公式迭代次數 L。 

 

當每個族群完成局部收尋後，將所有的青

蛙進行混合，即每隻青蛙會依適應值大小從新

排列並分組，然後再進行局部收尋，直到定義

的收斂條件結束為止，例如達到設定的演算法

迭代次數 G。 

 

在 SFLA裡由公式(2)可以看出，每個族群

內較差的青蛙受到較好的青蛙影響為了找到

更多的食物會往較好的青蛙移動，最差青蛙的

新位置被限制於本身與較好青蛙的位置之間

的線段上，而且較差青蛙的移動量非常小，所

以可能導致過早收斂，收斂速度緩慢或停在局

部最佳解。為了克服這個問題一種新的

SFLA[18]被提出: 

  )( wb XXCrandD                 (5) 

C 為一個可調的加速度因子，公式(5)增加了

SFLA的收尋範圍和收斂速度。 

 

3. FIR數位濾波器設計 

FIR 濾 波 器 是 一 種 非 遞 式 系 統

(non-recursion system)，其濾波器的輸出只與輸

入有關，不會受到過去的輸出影響，一個 N項

FIR濾波器的差分方程式可表示成： 

         21 210 nxbnxbnxbny  

      11   NnxbN                   (6) 

或化簡為： 

   





1

0
ny

N

k k knxb                    (7) 

 

方程式(6)與(7)中的  ny 為FIR濾波器的輸

出訊號，  nx 為外部輸入訊號， kb 為濾波器係

數，  1,,2,1,0  Nk  。 

將方程式(6)取z轉換可得： 

      zXzbzbzbbzY N
N

1
1

2
2

1
10




    

                                     (8) 

其濾波器的轉移函數為： 

 
 
  






1

0

n

k

k
k zb

zX

zY
zH                (9) 

將  jez 帶入方程式(9)可得濾波器的頻率響

應，如下所示： 

  





1

0

n

k

jk
keaH                   (10) 

上式中 介於  ,0 之間的數位頻率，其中

kbbbb ,,,, 210  為濾波器係數，為了使改良型混

合蛙跳演算法結合FIR濾波器設計，其青蛙個

體的參數 idx 與濾波器的系數 kb 的對應情況如

圖1所示，其中i為第i隻青蛙個體。 

 

 k

idii

bbb

xxx

,,,

,,,

21

21








 

圖1 粒子內的參數與濾波器係數之對應圖 

 

本文透過MSFLA，進行FIR濾波器的設

計，使其大小響應能逼近理想濾波器的大小響

應，為了達到其目的，首先須定義一個適應性

函數，如方程式(11)所示。 

     
dDHE

 

0

2

0
))()((      (11) 

 H 與  D 分別代表待設計濾波器與理想

濾波器的大小響應，以方程式(11)將待設計與

理想的濾波器之適應性函數值算出，回傳至改

MSFLA使其成為調整參數的依據，不斷重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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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E 使趨近於零，圖2為基於改良型混

合蛙跳演算法FIR濾波器的設計架構。 

 
圖2 基於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FIR濾波器的

設計架構 

 

4. 模擬結果  

本文應用MSFLA來設計雙帶通濾波器，

待設計的濾波器項數設定為51項；換言之，

52N ，其中在  ,0 之間每隔0.01取一頻率取

樣點，MSFLA之可調參數設定值如表1所示。

雙帶通濾波器理想的大小響應，如方程式(12)

所示： 

 



























2,0

21,0

5.000,

2.521,

10.51,

D                (12) 

 

表 1 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可調參數 

參數名稱 設定值 

群體大小P 100 

族群數m 20 

族群內青蛙數n 5 

公式迭代次數L 200 

演算法迭代次數G 1500 

可調參數C 1.7 

 

其圖3為雙帶通濾波器外型，經過1500次

迭代後，其模擬結果分別顯示於圖4與圖5，圖

4為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設計之雙帶通濾波

器收斂曲線，圖5為理想與設計濾波器大小響

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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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理想雙帶通濾波器外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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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法設計之雙帶通濾 

波器收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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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理想與設計濾波器大小響應圖 

 

5. 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應用改良型混合蛙跳演算

法於FIR雙帶通數位濾波器之設計上，在經過

1500次迭代後，從模擬的實驗結果可以看出此

方法的可行性。至於將來或許會應用在更高階

的FIR數位濾波器或是IIR濾波器設計上；也許

會以別的演算法為基礎，執行同樣範例，從而

比較演算法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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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使用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使用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使用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

測法於語音增強之研究測法於語音增強之研究測法於語音增強之研究測法於語音增強之研究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雜訊頻譜強度估測的準確度，對於語音增強系統的效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雜訊估測演算法經常遭遇兩種問題：分別是雜訊頻譜強度低估，導致增強語音的殘留雜訊太多，語音仍然吵雜而不夠清晰；另一個問題是雜訊頻譜強度高估，導致增強後的語音失真過大，致使語音的可理解度下降。因此如何準確而有效的估測雜訊頻譜強度，對於改善語音增強處理系統的效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本文嘗試透過可變音段長度調適的方式來改善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首先估測基頻諧波，判斷每個音段母音是否存在，接著在有母音的音框判斷為有語音存在音框，並且增加更新雜訊的音段長度，讓雜訊強度維持在低位準，避免語音增強處理時，因刪減過多受干擾語音信號而造成更多的語音失真；相對的，在沒有母音的音框，會快速縮短音段長度，透過快速即時更新雜訊位準，提高雜訊頻譜的估測準確性，避免造成雜訊低估，確保語音增強時能夠有效的移除背景雜訊。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改善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透過提高雜訊強度估測的準確性，提升語音增強系統的效能。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雜訊估測、基頻諧波、可變音段長度、語音增強、最小控制遞回平均估測法。 

 

Abstract 
The accuracy of noise estim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speech 

enhancement system. Most noise estimators 

suffer from either overestimation or 

underestimation on the noise level. An 

overestimate on noise magnitude will cause 

serious speech distortion for speech 

enhancement. Conversely, a great quantity of 

residual noise will be introduced when noise 

magnitude is underestimated. Accordingly, how 

to accurately estimate noise magnitude is 

important for speech enhancement. In this paper, 

we employ a minima-controlled-recursive 

-averaging (MCRA) algorithm with variable 

segment length for the update of noise 

magnitude. Initially, the fundament frequency is 

estima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 frame is vowel. 

In the case of a vowel frame, the segment length 

is increased to adequately underestimate the 

noise magnitude. So the speech distortion can be 

reduced in enhanced speech. On the contrary, the 

segment length will be rapidly decreased. This 

enables the noise estimate to be updated quickly, 

so the background noise can be efficiently 

removed by speech enhancem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CRA algorithm by accurately estimating noise 

magnitude. Therefore, the performance of a 

speech enhancement system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 : noise estimation, fundamental 

frequency and harmonic, variable segment 

length, speech enhancement, minimum- 

recursive-controlled averaging.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絕大多數的語音增強處理系統中都有一個雜訊估測器，透過準確估測背景雜訊的頻譜強度，可以降低增強語音中的語音失真[1]-[4]；傳統的雜訊估測方法是以音框為基本分析單位，在沒有語音的音框估測背景雜訊的頻譜強度，該方法對於變化穩定的雜訊，有不錯的估測效能，但是對於變化不穩定的雜訊，估測效果會較差。有些雜訊估測的方法在受干擾語音頻譜的次頻帶或音段中估測雜訊頻譜[5]-[13]，該方法受限子音的清音部分或微弱的母音的信號影響，雜訊估測的準確度不佳。此外，隨著雜訊類型、頻譜分佈、雜訊含量多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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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雜訊及判別語音存在的困難度較高，導致雜訊估測效能不佳。 為了提升語音增強系統的效能，最近有許多的研究嘗試提升雜訊估測的準確度，馬丁
[8][9]提出以最小統計演算法做基礎，並且使用平滑化功率來追蹤估測雜訊的最小值，獲得雜訊頻譜音強估測值，其優點是可以在劇烈變化的頻譜中估測雜訊頻譜強度，但是該方法必須施予補償偏移的運算；為了避免雜訊音強低估，必須透過偏移量調整方式，提高雜訊頻譜估測的準確度；若搜尋窗口太短，其優點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更新頻譜最小值，但是卻會影響音高週期的鑑別性；相對的，如果搜尋的視窗比較長，雖然可以讓雜訊估測的變化量平穩，但是雜訊頻譜估測時，更新率太緩慢，雜訊的能量若急遽上升，無法有效的追蹤雜訊頻譜的變化而影響估測準確度。Rongshan[10]提出一種低複雜度的演算法來追蹤受到不穩定雜訊影響的聲譜，該演算法估測雜訊頻譜的強度是根據輸入信號與當前估計的分佈參數來計算，並根據該結果更新雜訊的分佈參數，此外，還透過偏移估計校正法，避免輸入的信號與當前估計的分佈參數之間配對錯誤時可能出現的估計誤差。Erkelens 與 Heusdnes[11]提出一個雜訊估測法，用於估計受到高度不穩定雜訊干擾的語音中的雜訊頻譜方差，在每個音框使用最小均方差(minimum mean-square 

error, MMSE)估計雜訊，並根據該雜訊調適的一個增益函數，此增益函數是由疊代資料訓練
(iterative data-driven training )出來的，可用於追蹤高訊雜比值 (10dB)環境中的雜訊。
Hendriks 等人[12]提出以離散傅立葉轉換-子空間分解(DFT-subspace decompositions)演算法為基礎的方式做改良，透過高解析度的週期軌跡圖(high resolution periodograms)運算，可以在語音與雜訊同時存的情形下估測雜訊的頻譜強度。Cohen與 Berdugo提出最小控制遞回平均 (minima-controlled-recursive-averaging, 

MCRA)雜訊估測法[7]，此方法在平滑化的頻譜中估測雜訊頻譜，其中平滑因子是透過語音存在機率做調適，其優點是利用語音存在機率，區分語音與非語音區域，做不同的平滑化處理，降低雜訊估測值在雜訊區域的變化程度，而且計算複雜度低，並且可以有效追蹤即時變化的雜訊；但是該方法同樣有更新率太緩慢的問題，在雜訊急遽變化時無法有效的追蹤雜訊頻譜變化。 經由以上的分析得知：先進的雜訊估測演

算法在估測雜訊時，都沒有考慮到語音變化的特性，導致雜訊估測的效能不佳；為了更精準的追蹤雜訊頻譜的強度，本文所提出的雜訊估測法將考慮語音的關鍵特性；首先估測基頻諧波找出是否有母音存在的音框，接著在有母音的音框判斷為有語音存在音框，並在雜訊更新到此音框時增加更新雜訊的音段長度，讓雜訊強度在語音存在的音段維持在低位準，避免語音增強處理時，因刪減過多受干擾語音信號而造成更多的語音失真；相對的，在沒有母音的音框，會快速縮短音段長度，因為雜訊更新的音段長度快速縮減，可以讓雜訊強度更新更快速與密集，使得本文方法在雜訊急遽變化的情形中，雜訊的位準也可以快速跟上變化，提高雜訊頻譜的估測準確度，避免造成雜訊低估，確保語音增強時能有效的移除背景雜訊。 本文的其他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介紹最小控制遞回平均(MCRA)雜訊估測法，第三節介紹本文提出的使用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第四節呈現實驗結果，第五節為本文的結論。 

 

2. 最小控制遞回平均最小控制遞回平均最小控制遞回平均最小控制遞回平均(MCRA)雜訊雜訊雜訊雜訊

估測法估測法估測法估測法 

    一個受到雜訊干擾的語音信號 )(ny ，可以表示為乾淨語音 )(ns 和加成性雜訊 )(nd 的和，如式(1)： 

( ) ( ) ( )ndnsny +=  (1) 其中：n是離散時間索引。 將 )(ny 施以短時傅立葉轉換(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 STFT)，則受干擾語音信號的頻譜如式(2)： 

( ) ( ) ( ) ( )∑
−

=

−+=
1

0

/2,
N

n

nkNj
enhlMnyklY

π
 

(2) 其中：k表示次頻帶索引，l表示音框索引，M是音框移動長度，h表示分析視窗函數，N 為音框的長度。 為了分別在語音存在和不存在區域做不同程度的平滑化處理，達到準確估測雜訊的效果，故設立兩個假定： ),(0 klH 和 ),(1 klH ，它們分別表示在第 l個音框中的第 k個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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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不存在和存在的假定，其定義如式(3)： 

   ( ) ( ) ( )klDklYklH ,,:,0 =     

   ( ) ( ) ( ) ( )klDklSklYklH ,,,:,1 +=  

(3) 其中： ( )klS , 和 ( )klD , 分別表示乾淨語音和雜訊的頻譜。 

    令 2
),(),( klDkld =λ 表示雜訊的功率頻譜，為了避免估測雜訊變化過度急遽，在雜訊估測前，施予遞回平均[7]，其作法是在語音不存在區域做平滑處理，語音存在區域不做處理，如式(4)： 

( ) ( ) =klklH d ,ˆ:,'

0 λ       

( ) ( ) ( )
2

,1,1ˆ klYkl ddd ⋅−+− αλα

( ) ( ) ( )klklklH dd ,1ˆ,ˆ:,'

1 −= λλ  

(4) 

其中： )10( << dd αα 是一個平滑參數，其值設定為 0.95[7]； '

0H 表示語音不存在假定； '

1H表示語音存在假定。 使用平滑因子在前後音框做不同的處理，可以防止估測不準確的雜訊強度，在代入語音增強處理時，產生音樂型殘留雜訊。為了提升雜訊估測頻譜平滑化的正確性，Cohen等人[7]使用語音存在機率調整平滑化因子，如式
(5)： 

( ) =kld ,λ̂
 

  

),1(ˆ[),(),1(ˆ klklpkl ddd −⋅+′⋅− λαλ  

  ( ) ( ) ( )],1[] ,1
2

klpklYd
′−⋅⋅−+ α  

(5) 

其中： ),( klp′ ≜ ( )),(),(1 klYklHp ′ 表示頻譜在

第 l個音框的第 k個次頻帶中，語音存在的機率  1),(( =′ klp 或 0)，決定於 ),( klY 中語音存在機率。 

   為了避免語音存在機率 ),( klp′ 在相鄰音框間變化太劇烈，可以將 ),( klp′ 在頻率域做平滑化處理，如式(6)： 

( ) ( )klpklp p ,1ˆ,ˆ −′⋅=′ α  

          ( ) ( )klIp ,1 ⋅−+ α  

(6) 其中： ),(ˆ klp′ 表示經平滑化後的語音存在機率； )2.0( =pp αα 是一個平滑參數， ),( klI 表示語音存在標示函數。 

    在式(6)中，語音存在標示函數 ),( klI 會以語音存在閾值
γ

δ 做界定，標示頻譜是否為語音存在區域，如式(7)： 



 >

=
otherwise ,  0

),( if ,  1
),(

γδγ kl
klI  (7) 其中： ),( klγ 表示平滑化後的區域頻譜功率

),( klP
S

Local 與其最小功率 ),(min klP 之比值，如式(8)： 

( ) ( ) ( )klPklPkl
S

Local ,/,, min=γ  (8) 其中：區域頻譜功率 ),( klP
S

Local 的計算方式，如式(9)： 

( ) ( ) ( )∑
−=

−⋅=
1

1

2
,,

ω

ωi

S

Local iklYibklP  (9) 其中：b表示一個頻率視窗函數，其長度為
)1(12 11 =+ ωω 。 為了降低區域頻譜功率在各個音框間的變化程度，因此也對它施予平滑化處理，如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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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lP
S

Local ,  

( ) ( )klPklP
S

Locals

S

Locals ,)1(,1 αα −+−  

(10) 其中： )8.0( =ss αα 是平滑參數。 接著將利用平滑化區域頻譜功率，求取其最小頻譜功率，首先將平滑化區域頻譜的前一個音框功率最小值和當前平滑化區域音框功率作比較，取其最小值作為當前音框最小值頻譜功率 ( )klP ,min
，如式(11)： 

 

( ) =klP ,min
  

     ( ) ( ){ }klPklP
S

Local ,,,1min min −  
(11) 為了避免雜訊頻譜過度低估，故設置參考功率頻譜 ( )klPtmp , ，在適當時機將平滑化區域功率頻譜的最小值提升，如式(12)： 

( ) =klPtmp ,  

( ) ( ){ }klPklP S

Localtmp ,,,1min −  

(12) 使用式(11)和(12)持續更新平滑化區域頻譜最小值，當更新音框數到達設定的音段長度
L（0.5〜1.5 秒）時，將 ),( klPtmp 更新為目前平滑化區域頻譜的功率值，如式(13)： 

( ) ( )klPklP S

Localtmp ,, =  (13) 平滑化區域頻譜的最小值 ( )klP ,min
可以由式(14)得到，該式可以適當提升估測平滑化區域頻譜最小值的功率。 

( ) =klP ,min
  

     ( ) ( ){ }klPklP S

Localtmp ,,,1min −  
(14) 

3. 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可變音段長度調適之最小控制遞

回平均雜訊估測法回平均雜訊估測法回平均雜訊估測法回平均雜訊估測法 雖然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可以即時追蹤雜訊頻譜強度的變化，但沒有考慮語音變化的特性，使得利用該估測雜訊頻譜進行語音增強後，會造成語音失真或殘留雜訊過多的現象，因此本文嘗試利用母音諧波頻譜特性，透過可變音段長度來調適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提升增強語音的品質。 首先我們先將受干擾語音透過低通濾波器 來 獲 得 50~500Hz 基 頻 (fundamental 

frequency)範圍的低通信號 )(nφ ，接著使用式
(15)計算該低通信號的自相關函數 )(τφR ： 

∑
−

=

+⋅=
1

0

)()(
1

)(
N

n

nn
N

R τφφτφ  (15) 其中：τ 是時間偏移量，用來計算音高週期的位置。 由式(15)可以得知：當低通受干擾語音信號 )(nφ 做偏移相乘時，自相關函數值會由高峰到谷底，再回到高峰處，而第二個高峰處即為擬尋找的音高週期。 為了準確取得音高週期，也可以透過平均強度變化函數 (average magnitude difference 

function, AMDF)求得，如式(16)所示： 

( )
( )

∑
−−

=

+−=
τ

τφφτ
1

0

)()(
1 N

n

nn
N

AMDF  (16) 由式(16)可以得知：當低通受干擾語音信號 )(nφ 做偏移相減時，平均強度變化函數值
AMDF會由谷底往高峰處變化，再回到谷底處，而第二個谷底處即為擬尋找的音高週期。 為了提升音高週期的鑑別度，可以將

)(τφR 與 ( )τAMDF 相除得到權重自相關函數
(weighted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WAF)，提升音高週期的準確性，如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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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ετ

τ
τ

φ

+
=

AMDF

R
WAF  (17) 其中：ε 是一個非常小的數值，用來防止分母為零。 在音高週期處，自相關函數出現極大值；相對的，平均強度變化函數(AMDF)則出現極小值，將兩個函數分別置於分子和分母(如式

(17))，利用分子與分母成反比的特性，在音高週期位置會出現極大值，而非音高週期所在位置的權重自相關函數值會很小，可以提高音高週期的鑑別度。 

    取得音高週期之後，代入式(18)，即可得到基頻 0F 的頻率估測值 

0

0
T

N
F =  (18) 其中： 0T 代表音高週期。 使用式(18)求得的基頻頻率與實際的基頻頻率有些微的差異，因此我們透過式(19)微調基頻頻率位置到 *

0F ：[4] 

BiasFFF 00

*

0 −=  (19) 其中： Bias
F0 為 0F 與實際頻譜峰值的頻率偏差量，可由式(20)計算取得： 

( ) ( ) ( )∑
−

−

′
−⋅

−
=

1

000

1 e

i

t

tlie

Bias lFlF
tt

tF  (20) 其中：t表示音段索引； it 表一個母音音段的初始音框索引； et 表示該母音音段的結束音框索引。 透過式(18)-(20)，以音段為單位修正基頻頻率，可以準確的估測基頻頻率的變化軌跡的估測狀況，以及修正偏差量的必要性[7]。雖然母音音段的高頻諧波頻譜會被背景雜訊破壞，但是低頻的諧波頻譜卻能在雜訊干擾下，

依然不受影響，主要原因就是該低頻諧波頻譜的能量很大，具有極佳的強健性，也能遮蔽背景雜訊，讓較低能量的雜訊雖然存在，但人耳依然聽不到。 

M
ag

n
it

u
d
e 

(d
B

) 
 Frame index 圖圖圖圖 1 雜訊估測頻譜強度軌跡圖雜訊估測頻譜強度軌跡圖雜訊估測頻譜強度軌跡圖雜訊估測頻譜強度軌跡圖。。。。(上圖上圖上圖上圖)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CRA 演算法估測的雜訊頻譜軌跡圖演算法估測的雜訊頻譜軌跡圖演算法估測的雜訊頻譜軌跡圖演算法估測的雜訊頻譜軌跡圖；；；；紅色紅色紅色紅色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藍色曲線表示參考功率藍色曲線表示參考功率藍色曲線表示參考功率藍色曲線表示參考功率頻譜頻譜頻譜頻譜 ( )ω,lPtmp 。。。。(下圖下圖下圖下圖)使用本文方法估測的雜使用本文方法估測的雜使用本文方法估測的雜使用本文方法估測的雜訊頻譜軌跡圖訊頻譜軌跡圖訊頻譜軌跡圖訊頻譜軌跡圖；；；；紅色曲線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紅色曲線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紅色曲線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紅色曲線表示估測的雜訊強度；；；；藍色曲線表示改良後的參考功率頻譜藍色曲線表示改良後的參考功率頻譜藍色曲線表示改良後的參考功率頻譜藍色曲線表示改良後的參考功率頻譜

( )ω,lPtmp 。。。。 

 本文利用基頻諧波來判斷每個音框中是否有母音的存在，並且依照諧波頻譜的特性來更改音段長度，透過可變音段長度調適MCRA演算法，改善 MCRA 演算法的效能，圖 1呈現使用 MCRA 演算法及本文提出的改良方法從事雜訊估測頻譜強度的軌跡圖，由圖 1之上圖可以得知：使用原始 MCRA 演算法，在雜訊頻譜變動過度劇烈的情況下，因為音段長度固定，無法即時更新雜訊的位準；相對的，透過本文提出的以基頻諧波特性調適音段長度可以改善 MCRA 演算法的雜訊估測位準之準確性。本文方法在雜訊區段會快速的縮短音段長度，當音段長度迅速縮小到極小值的時候，在每個音框部分都能精準的追蹤雜訊位準，而有母音出現時會快速增長音段長度，確保估測的雜訊值能維持在低位準而不會造成語音增強後會有語音失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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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方法是根據每一個音框中，母音是否存在的特性來調整 MCRA 演算法中的音段長度，如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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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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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wise ,     )(*

0 if ,  )(

1 if ,  )(

)1(
2

-2t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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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LmL

(m)FLmL

mL
v

v

 (21) 其中： 1L =24、 2L =10、 r=0.8； )(mF
v 為母音音框旗號，其表示式如下： 



 ∈

=
otherwise ,  0

Vowel  frame  if ,  1
)(

th

v m
mF  (22) 音段長度的初始值為 1，並且判斷下個音框是否有語音存在，若有則增加固定長度 1L ；如果目前音框不是母音的音框，接著判斷前後兩個音框是否有語音存在，若有則表示目前音框可能是母音的起點或者母音結束的區段，所以增加音段長度 2L ，由於中文的子音都在母音的前方，透過增加音段長度 2L 的調整方式，可以避免子音部分被認為是雜訊，因高估雜訊頻譜，導致在語音增強處理而遭到刪除，造成語音失真。相對的，如果在語音停頓的區段，若前後兩個音框內都沒有語音存在，則會乘上音段縮短係數 r(r<1)來縮短縮段長度，使得雜訊估測器可以即時追蹤變化中的雜訊，提高雜訊估測的準確性。 

4.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在實驗過程中，語音受到各種不同類型的雜訊干擾，包括：白色雜訊、F16戰機駕駛艙 (F16-cockpit) 、 直 升 機 駕 駛 艙
(helicopter-cockpit)雜訊、工廠(factory)雜訊、雞尾酒會人聲(babble) 雜訊、以及汽車(car)雜訊等等，這些雜訊信號乃摘錄自 Noisex-92雜訊語料庫[14]，分別採用訊雜比值為 0、5 和
10 分貝做實驗，語音信號分別受到不同雜訊的干擾，但是以相同的語音增強方法[2]處理

受干擾語音信號進行雜訊估測效能的評估。 

 表表表表 1 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不同雜訊估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不同雜訊估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不同雜訊估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不同雜訊估測法經過語音增強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測法經過語音增強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測法經過語音增強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測法經過語音增強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善度善度善度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Noise SNR Method 

 

type (dB) MCRA     Proposed 

 0 7.80 8.28  
White  5 6.00 6.62  

 10 3.72 4.48  
 0 6.32 6.16  

F16 5 4.99 5.14  

 10 3.27 3.63  
 0 5.93 6.23  

Factory  5 4.46 5.11  
 10 2.78 3.77  
 0 6.35 6.45  

Helicopter 5 5.05 5.26  

 10 3.37 3.89  

 0 4.24 4.52  
Babble  5 3.57 3.62  

 10 2.33 2.66  

 0 7.83 10.42  
Car 5 6.39 9.32  

 10 4.51 7.51  

 表 1 呈現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中，使用不同雜訊估測法經過語音增強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比較表，由表 1可以發現：經本文方法處理後的訊雜比值改善度均優於
MCRA演算法，尤其在白色(white)、汽車(car)、工廠(factory)雜訊干擾的環境中，訊雜比改善度大幅提升，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改善
MCRA雜訊估測法的效能。 

    圖 2、3 呈現受干擾語音信號經過語音增強處理的聲譜圖，由圖 2、3 中的橢圓標示處顯示，本文的方法透過可調適音段長度，可以有效的估測出雜訊區段的頻譜，由其是講者語音的短暫停頓處也能準確的估測背景雜訊，使得語音增強處理可以有效的移除背景雜訊，故使用本文方法(圖 2(d)、3(d))的殘留雜訊的音強與變化程度都比 MCRA(圖 2(c)、3(c))小，所以增強語音聽起來比較不吵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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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ime (Sec)  圖圖圖圖 2 語音聲譜圖語音聲譜圖語音聲譜圖語音聲譜圖；；；；(a)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b)受工廠雜受工廠雜受工廠雜受工廠雜訊干擾的語音訊干擾的語音訊干擾的語音訊干擾的語音，，，，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 0 dB；；；；(c)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CRA 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d)使用本使用本使用本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 

 

 圖 4、5呈現受干擾語音信號經過語音增強處理的波形圖，在圖 4的橢圓標示處可看出利用基頻諧波判斷母音是否存在，並且透過較長的音段長度，在語音區段低估雜訊頻譜位準使得較微弱的母音可以透過低估雜訊頻譜，保留更多的母音訊息。由圖 5波形圖的橢圓標示處部分可也以看出：本文方法透過縮短音段長度，達到快速追蹤雜訊頻譜的目的，使得變化快速的工廠雜訊也能夠有效的抑制；根據以上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方法的雜訊估測效果優於
MCRA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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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ime (Sec)  圖圖圖圖 3 語音聲譜圖語音聲譜圖語音聲譜圖語音聲譜圖；；；；(a)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b)受白雜受白雜受白雜受白雜訊訊訊訊干擾的語音干擾的語音干擾的語音干擾的語音，，，，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 10 dB；；；；(c)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CRA 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d)使用本使用本使用本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 

     

 圖圖圖圖 4 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a)乾淨語音波形乾淨語音波形乾淨語音波形乾淨語音波形；；；；(b)受白受白受白受白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 0 dB；；；；(c)使用使用使用使用MCRA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
(d)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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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5 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a)乾淨語音波形乾淨語音波形乾淨語音波形乾淨語音波形；；；；(b)受工受工受工受工廠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廠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廠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廠雜訊干擾的語音波形，，，，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 0 dB；；；；(c)使用使用使用使用MCRA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
(d)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使用本文方法估測雜訊的增強語音波形。。。。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利用基頻諧波調適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中的音段長度，根據前後兩個音框是否有母音來調整當前音段長度，使得母音或子音區段的雜訊頻譜可以合理低估，避免語音增強處理時，產生語音失真，確保增強語音的品質；在雜訊為主的區段中，透過縮短音段長度，提高雜訊的更新速度，使得雜訊估測軌跡可以即時追蹤雜訊的頻譜強度，確保語音增強處理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有效提升雜訊強度估測的準確性，確實可以有效提升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的雜訊估測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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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線上遊戲防護與防駭 

中文摘要 

隨著現在高科技技術的普遍性，4G無線

網路也正在推廣，利用零碎時間使用手機上網

的頻率步步攀升，而擁有智慧型手機的人口又

偏向於青少年族群，這些族群不外乎就是玩著

目前最流行的線上遊戲，而線上遊戲也是現在

青少年最熱門的討論話題，遊戲裡面獲得的成

就似乎就能受到同儕尊敬。 

凡事都有標準，有標準才能夠看出一個人

的能力，線上遊戲也是一樣，若不是公平的，

就會失去其遊戲意義，從線上遊戲剛起步時就

一直有著共同的問題，那就是玩家寶物遭到竊

取、或是有玩家使用非法外掛程式破壞遊戲的

公平性。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因為線上遊戲的

身份認證機制不安全而造成玩家個人權益的

受損。 

本研究提出適合於線上遊戲在客戶端之

身份認證安全機制，並防止玩家使用外掛程

式、玩家遊戲帳號密碼遭竊或遭駭客植入惡意

的特洛伊木馬程式等，最後針對玩家使用外掛

程式，提出有效的偵測及防止，以減少遊戲業

者的利益損失，保障玩家和遊戲業者之權益，

並提昇線上遊戲之安全性。 

關鍵詞：無線網路、線上遊戲、駭客、外掛程

式、特洛伊木馬 

Abstract 

With the universal high technology, 4G 

wireless network also is promoting the use of 

fragmented time of Internet use frequency is 

rising step by step, and with smart phone 

population is biased in favor of youth groups. 

These groups are nothing more than playing the 

most popular online game. Online gaming is 

now the hottest topic of discussion teenagers to 

ge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game seems to get 

the higher success, the more respected by others.  

Everything has a standard. There is a 

standard can judge a person's ability. Online 

game is the same, if it is unfair, the game will 

lose its significance. Online game has existed a 

common problem that players’ treasures to be 

stolen, or players use illegal bots destroy the 

game fairness. These problems are basically 

caused to online gaming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which damaged the players’ personal 

rights. 

This study presents a secur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for online game in the client side, 

and to prevent the player to use bots, players or 

game account password was stolen and 

embedded the Trojan Horse of the malicious of 

software. Finally, we aim to the players to use 

bot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surveillance test and 

prevention, to reduce the loss of interest of the 

game industr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players and the game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online games. 

Keywords: wireless, online game, network, 

hacker, bot, trojan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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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4G[1]網路普及的情況下，好的線上

遊戲[2]是日益增多，但是一個好的遊戲也需

要所有的玩家配合，才能夠永續經營，若是遊

戲官方無法安全的把關，造成不法玩家鑽漏洞

破壞遊戲平衡或是竊取其他玩家的帳號密

碼，再好的遊戲也會令合法玩家失去信心，使

遊戲無法繼續營運下去，進而對遊戲業者造成

利益上的損失，因此建構一個安全且公平的遊

戲環境是經營遊戲的業者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1.2研究目的 

 為了讓合法玩家有一個可以安心暢遊的

遊戲環境，不會遇到使用外掛程式[3]的非法

玩家，同時也不需擔心個資遭到外洩，本研究

的目的是在遊戲官方網站上加上防護措施，讓

玩家個資外流的機率大幅降低，同時也在遊戲

裡增加偵測與防禦程式防止非法玩家使用外

掛程式破壞遊戲平衡。 

 本研究涵蓋了多層面的資安技術，包含

隨機虛擬鍵盤、圖形鎖、網際網頁漏洞與動態

密碼鎖等方面，藉由這些研究獲得各領域的知

識及運用。 

2.相關技術研究 

2.1隨機虛擬鍵盤 

虛擬鍵盤[1]是一種電腦程序，是一種控

制的虛擬延伸，通常它會比一個鍵盤少了一些

按鈕。在桌上型電腦的世界中，螢幕小鍵盤程

式可以像真實的鍵盤或滑鼠那樣使用的虛擬

鍵盤。 

使用虛擬鍵盤輸入密碼時，一般鍵盤側

錄軟體或惡意程式無法記錄、監控到你所點選

的按鍵，所以在相對不安全的環境中如網咖、

機場或百貨公司等公共場所的電腦上輸入密

碼時，透過滑鼠點按虛擬鍵盤的方式大部分都

可避免帳號密碼被側錄與盜用。 

而隨機虛擬鍵盤即是虛擬鍵盤的延伸，

每位使用者的鍵盤按鍵位置每次都會做隨機

更換，使得安全性相對的上升，如下圖 1所示。 

 

圖 1 本研究製作的虛擬鍵盤鎖 

2.2動態圖形鎖 

圖形鎖[2]是由靜態與動態所組成的兩

道防線，靜態圖形鎖是讓使用者選擇一張喜愛

的圖片作為第一道安全鎖，如下圖 2所示。 

 

圖 2 靜態圖形鎖 

動態圖形鎖則是將圖片分成九等份像是

拼圖的樣式，讓使用者除了選擇中意的圖片外

更可以用喜歡的方式來選擇做路徑；雖說每張

圖片的大小會是固定的，但是路徑的長度卻是

動態的，所以即使是同一張圖片，也能夠製造

出非常多種不同的組合，要破解也是非常不容

易的，如下圖 3所示。 

 
圖 3 動態圖形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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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網際網頁安全性 

網際網頁遭到攻擊的方法千百種，但是

基本上網頁的安全漏洞分為三大類：駭客惡意

攻擊、程式設計師的疏失及使用者個人行為等

這三種，本專題主要以駭客惡意攻擊的方向討

論，駭客會利用網頁上的安全漏洞來取得玩家

的虛擬寶物或個人資料。 

XSS（Cross-site scripting，通常簡稱為

XSS 或跨站指令碼）[3]：主要是造成瀏覽

該網站使用者安全上的危害（通常是瀏

覽者的認證 Cookies 資訊外洩，或是不

知情的使用者下載了惡意程式或被轉址

到其他的網站），往往不會對於網站主機

造成危害，也因此常被網站管理者所忽

略，而使得此種攻擊有越來越普遍且不

容易被發現的趨勢。  

 這是本專題遊戲公告的畫面，它會將剛

加入的會員名字顯示在公告的上面，若沒有對

使用者輸入的東西進行驗證，駭客可能就會利

用這點，進行 XSS攻擊，如下圖 4所示。 

 

圖 4 遊戲公告畫面 

此時，駭客若是在姓名欄位放入 XSS 的

攻擊程式碼，如下圖 5所示。 

 

圖 5 會員資料修改畫面 

當有其他人想瀏覽遊戲公告的時候卻會

發現自己的網頁跳回到遊戲首頁，一般的玩家

可能不會有任何警覺，只會認為遊戲公告的網

頁壞掉了，但是其實駭客已經悄悄地取得了這

個玩家的 Cookie!如圖 6。 

 

圖 6 官方網站首頁 

當駭客在看他的紀錄時就可以看到使用

者是從哪個遭到 XSS 攻擊的網頁連進來，進

而駭客就可以取得此玩家在這個網頁的

Cookie，甚至可以在沒有帳號密碼的情況下就

可登入，如下圖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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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網頁 Cookie畫面 

但是，有經過輸入驗證的網頁則能避免

這種情況發生，如下圖 8所示。 

 

圖 8 有經過輸入驗證的遊戲公告畫面 

CSRF(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3]:從

某種角度來看，CSRF 可視為廣義的跨網

站攻擊，但 CSRF 通常是在使用者已登

入系統服務下發動攻擊，已登入網站應用

程式的合法使用者執行到惡意的 HTTP 指

令，但網站卻當成合法需求處理，使得惡意指

令被正常執行。 

如同 XSS 駭客在姓名欄位放入攻擊程

式碼，如圖 9。 

 

圖 9 會員資料修改畫面 

當玩家在觀看遊戲公告的時候，網頁會

自動跳到一個類似圖 6的偽官方網站，輸入帳

號密碼後，駭客便能獲取玩家的帳號密碼，如

下圖 10所示。 

 

圖 10 偽裝的遊戲官方網站首頁 

而有經過輸入驗證碼的網頁則會避免這

種事情發生，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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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有經過輸入驗證碼的遊戲公告畫面 

2.4動態密碼鎖 

 動態密碼鎖是參考大陸廣州知名廠商

「網易」互動娛樂有限公司自主研發的一種具

有認證遊戲產權的身份認證實體產品「將軍令

[4]」所發展出的身份認證程式，它是專為保

護網易通行證帳號（遊戲帳號）而研發出的產

品，藉由特定的硬體設備，其特有的 60 秒密

碼動態自動更新技術，將有效的保證玩家們的

帳號安全萬無一失。 

與實體將軍令相比，動態密碼鎖不需額

外的設備成本，也不需收費，甚至沒有設備的

壽命問題，在現今無線網路普及的現況下，只

需利用網路就可以擁有相近於將軍令的安全

性，使其具有安全性高、即時、低成本之玩家

身份驗證方式。 

利用個人隨身的手機模擬成類似實體將

軍令產品的功能，意即將接收驗證碼的媒介

(個人電腦)和輸入傳送驗證碼的設備(手機)

分開，因此，不論玩家於登入前或登入後皆須

配合 server 端的要求令玩家不定時輸入驗證

碼，即可剷除在 client端任何非法的行為，手

機內的動態密碼鎖無憂令的 App 程式輸入畫

面如下圖 12所示。 

 

圖 12 無憂令的 App輸入驗證碼畫面 

3. 網站架構與系統流程圖 

3.1網頁架構圖概述 

(一)如下圖 13 所示為本系統網頁架構圖，主

要包含以下部分。 

 

圖 13 網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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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頁：進入遊戲官方網站的第一個頁面 

(2)註冊：提供使用者加入會員，使用者須加

入會員才能使用此服務。 

(3)選擇圖形：輸入完帳號密碼後須點選註冊

時所選定的圖形鎖之圖片。 

(4)點選路徑：點選圖片後，須依照註冊時所

設定的路徑做點選，正確後方可成功登入會

員系統。 

(5)起動無憂令 App 及 輸入動態密碼：起動遊

戲後會跳出一個要求使用者輸入動態密碼

的視窗，使用者須啟動安裝在手機內的無

憂令 App，輸入視窗上顯示的動態密碼，

無憂令App會將手機的 IMEI碼與輸入的驗

證碼一起傳給伺服器，若驗證正確即可解

鎖，進入遊戲。 

3.2系統架構 

根據雲端遊戲客戶端之防護與防駭的系

統，我們分為五個部份：會員管理系統、資料

庫管理、圖形鎖、動態密碼鎖與網頁防護系

統，如下圖 14所示為系統之架構圖，圖 15到

圖 18 為會員管理系統之相關流程圖，圖 16為

會員註冊流程圖、圖 17 為會員資料修改流程

圖、圖 18為進入遊戲至結束遊戲流程圖。 

 

圖 14 系統組織圖 

 

圖 15 會員管理系統流程圖 

 

圖 16 會員註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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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會員資料修改流程圖 

 

圖 18 進入遊戲至結束遊戲流程圖 

3.3實驗結果 

(1)會員註冊：提供想要加入本遊戲的使用者

進行會員的註冊，如下圖 19，為進行會員基

本資料的填寫，圖 20為會員登入頁面。 

 

圖 19 會員註冊 

 

圖 20 會員登入 

(2)選擇圖行密碼鎖：當使用者填寫完註冊資

料後，會出現選擇圖片的畫面，如圖 21，當

使用者欲登入系統時，輸入完帳號密碼後，需

點選註冊時所選擇的圖片並點選路徑，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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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選擇圖形密碼鎖圖片 

 

圖 22 點選圖形密碼鎖路徑 

 (3)會員中心：使用者登入成功後，可以進到

觀看遊戲公告、進入遊戲、下載遊戲解鎖

App、儲值點數、修改會員資料的頁面，如下

圖 23 所示。 

 

圖 23 會員中心頁面 

(4)遊戲公告：包含遊戲與官網的內容與系統

的告示，如遊戲的更新進度與維護時間、遊戲

的活動與儲值優惠等等，如下圖 24所示。 

 

圖 24 遊戲公告 

(5)下載遊戲解鎖 App：點擊下載或是掃描 QR 

code 來下載無憂令 App，安裝此 App至手機，

此程式將會自動讀取手機的 IMEI碼，並提供

輸入驗證碼解除鎖定的介面欄位，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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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下載遊戲解鎖 App頁面 

(6)點數中心：起動帳號點數系統，方可使用

儲值服務，如圖 26。 

 

圖 26 點數中心頁面 

(7)SQL資料庫資料表 

會員資料表：記錄會員基本資料。如圖 27。 

 

圖 27 會員資料表 

鎖定 IP_address 資料表：記錄多次嘗試登入失

敗的 IP_address 的資料表。如圖 28。 

 

圖 28 IP_address資料表 

(8)進入遊戲：進入遊戲後會發現遊戲出現被

鎖定的頁面，如圖 29。此時使用者必須利用

無憂令 App 輸入驗證碼解鎖後，即可進入遊

戲，如圖 30。 

 

圖 29 遊戲鎖定的頁面 

 

圖 30 遊戲解鎖後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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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論 

本研究提出多種適合線上遊戲於客戶端

之身份認證的安全機制，讓使用者能夠安心填

寫真實資料而不怕遭竊，同時能夠全心全意專

注於遊戲而不用擔心帳號遭駭，例如：虛擬鍵

盤、圖形鎖、(動態密碼鎖、IP_address鎖)等

技術，其主要目的為防止會員資料被任意散布

與竊取，達到保護使用者個資的機制，同時針

對玩家使用的外掛程式做出有效的防止，以減

少遊戲業者的利益損失，保障玩家和遊戲業者

之權益，並提昇線上遊戲之安全性。 

隨著資訊產業日新月異的進步，破解的手

法也是瞬息萬變，既然防禦的方法是人想出來

的，那麼破解的方法也能夠被想出來，在防不

勝防的年代當中，具有隨時間變化的「動態」

的防禦機制，將是目前最能夠抵禦各方面攻擊

中最艱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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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2, Sobrado and Birget 
proposed three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Since then, many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have 
been proposed. However, none of these 
schemes can achiev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Herein, we propose an 
enhanced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CMI, based on moving 
icons. We show that CMI can achiev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With 
respect to security, CMI can offer sufficient 
password space, appropriate resistance to 
accidental login, and high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With respect to usability, the 
CMI user can easily and efficiently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Keywords— accidental login, capture attacks, 
graphical password, security, usability. 

1. INTRODUCTION 

Conventional textual password schem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as user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s for a long time. As some 
psychological studies [1][2] supported that 
human brains have visibly superior memory for 
recognizing and recalling pictures than texts,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have been proposed 
as alternatives to textual password schemes. In 
1996, Blonder [3] initially proposed a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in which a password is a 
sequence of clicks at points in a predetermined 
image. In 1999, Jermyn et al. [4] proposed a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the DAS scheme, in 
which a password is a picture drawn on a two-
dimensional grid. The coordinates of the touched 
grids are recorded in temporal order of the 
drawing. The user is authenticated while the 
same cells are crossed with the same order. In 
2005, Wiedenbeck et al. [5] proposed an 
improved version of Blonder’s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the PassPoints scheme, in 

which the user can use any image provided by the 
system or chosen by the user. The only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image should be intricate 
and rich enough so that many possible click 
points are available. Unlike Blonder’s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the PassPoints scheme does 
not need artificial predefined click regions with 
well-marked boundaries. However, common 
textual password schemes and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are vulnerable to capture 
attacks [6], in which the adversary can obtain the 
user’s password information by using the 
shoulder-surfing attack, the hidden-camera attack, 
the spyware attack, and/or the wiretapping attack. 
In 2002, Sobrado and Birget [7] proposed three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the Triangle scheme, the Movable 
Frame scheme, and the Intersection scheme. 
After that, many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have been proposed, e.g., [8], [9], [10], 
[11], [12], [13], [7],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and 
[27]. 

In 2014, Wu et al. [21]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in 
which the system utilizes dynamic moving balls 
to authenticate the user. However, the usability of 
Wu et al.'s scheme is not sufficient in that its 
average login time is rather long. As far as we 
know, none of existing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can achiev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Many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with sufficient security are difficult to 
learn, difficult to memorize, difficult to use, 
and/or time-consuming. On the other hand, many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with good usability are not secure 
enough.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opose an 
enhanced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CMI (Counting Moving Icons), 
which can offer appropriate resistance to 
accidental login, high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and high usability fo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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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s. The CMI user can easily and 
efficiently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We will 
show that CMI can achiev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2. RELATED WORKS 

As common password schemes are vulnerable 
to capture attacks [6], Sobrado and Birget [7], in 
2002, developed three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the Triangle 
scheme, the Movable Frame scheme, and the 
Intersection scheme. In the Triangle scheme, the 
user must find three of the pass-icons selected in 
the registration phase and click inside the 
invisible triangle created by those three pass-
icons to complete a challenge. In the Movable 
Frame scheme, the user must locate the three 
displayed pass-objects, and then move the frame 
until the pass-icons on the frame lines up with the 
other two pass-icons inside the frame. The 
Intersection scheme use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invisible lines formed by four displayed pass-
icons. The user must click near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two invisible lines inside the convex 
quadrilateral formed by those four pass-icons. In 
2005, Sobrado and Birget [14] proposed the CHC 
(Convex-Hull Click) scheme, which is an 
improved version of the Triangle scheme. 
However, Wiedenbeck et al. [5] pointed out that 
the CHC scheme is time-consuming to complete 
challenge-response. Hartanto et al. [28] pointed 
out that the Movable Frame scheme has high 
login failure rate. Furthermore, the Intersection 
scheme has similar problems as those in the 
Triangle scheme and the Movable Frame scheme.  

In 2008, the GrIDsure Enterprise [8]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GrIDsure, in which the system generates 
a one-time password in each login session. 
However, the resistance of GrIDsure to capture 
attacks is unsatisfactory. In 2009, Gao et al. [10]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ColorLogin, in which the 
background color is a usable factor for reducing 
the login time. However, the resistance of 
ColorLogin to capture attacks is weak. Later, Gao 
et al. [11]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based on CAPTCHA 
(Completely Automated Public Turing tests to 
tell Computers and Humans Apart), in which 
there is a CAPTCHA under each icon on the 
login screen. The user has to find his or her pass-
icons and input the CAPTCHAs with the right 
characters under his or her pass-icons to login the 

system. However, the usability of this scheme is 
unsatisfactory because the user has to memorize 
both the pass-ic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digits 
of each pass-icon, i.e., the memory burden of the 
user is heavy.  

In 2009, Yamamoto et al. [20]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TI-IBA, in which icons are presented not 
only spatially but also temporally. TI-IBA is less 
constrained by the screen size and easier for users 
to find their pass-icons. Nevertheless, the 
resistance of TI-IBA to capture attacks is weak. 
In 2011, Liu et al. [27]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with a 
password length hiding mechanism, CBFG, in 
which the start icon is a usable factor for 
increasing the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However, the resistance of CBFG to accidental 
login attacks are not enough. Additionally, the 
usability of CBFG is insufficient for common use. 
In 2013, Kita et al. [22]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in 
which the user has to shift his pass-icons on four 
quadrants of the screen. Unfortunately, the 
resistance of Kita et al.’s scheme to capture 
attacks is very weak. In 2014, Wu et al. [21] 
proposed a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which is a variant of the CHC 
scheme [14]. Wu et al.’s scheme employs five 
dynamically moving color balls to enhance its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However, the 
average login time of the user is rather long. 
Therefore, the usability of this scheme is 
unsatisfactory. 

3. THE PROPOSED SCHEME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none of existing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s can achieve both sufficient security and 
good usability.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describe 
an enhanced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CMI, based on moving icons. 
In CMI, the user can efficiently and securely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CMI involves the 
registration phase and the login phase,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3.1. Registration Phase 
The user’s password includes the pass-icons, 

the pass-location, and the responding-character. 
Initially, a secure channel i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user by using SSL/TLS [29] 
[30]. Additionally, the system will advise th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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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gister in an environment free of spyware, 
hidden cameras, and shoulder surfing attacks. 
The user has to choose one character from the 96-
character set, including 26 lowercase letters, 26 
uppercase letters, 10 decimal digits, and 34 
qwerty-like keyboard symbols as his responding-
character. Next, the user has to choose 6 icons 
from the icons pool, including 90 icons,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as his pass-icons. Finally, 
the user will be assigned one location on either a 
node or the middle of a segment between two 
adjacent nodes in the circle as his pass-location 
as shown in Fig. 1. Furthermore, the user will be 
requested to register an e-mail address for 
unlocking his account in locked status. 

 
 

 
Fig. 1. The pass-location can be a node or the 
middle of a segment. 
 

3.2. Login Phase 
To login the system, the user has to finish the 

following steps: 
 

Step 1：The user requests to login the system. 
 

Step 2：The system displays a circle with 19 
fixed nodes, 42 fixed segments, 36 
numbers, and 30 icons in it as shown in 
Fig. 2. Two of the displayed 30 icons 
are randomly chosen from his 6 pass-
icons and the remaining 28 displayed 
icons are randomly chosen from the 
pool of 84 non-pass-icons. The 
displayed icons are located on different 
segments excluding nodes. The 
displayed 36 numbers are randomly 
chosen so that there are nine 0s, six 2s, 
six 4s, six 6s, and nine 8s.  

Step 3：The user has to choose either one of 
his two displayed pass-icons, and then 
compute the average, say t, of the two 
numbers besides the segment with the 
chosen pass-icon on it. If the user’s 
pass-location is the middle of a 
segment, n = t. Otherwise, n = 3t. The 
user clicks the “START” button, and 
then each of the displayed 30 icons 
starts to repeat moving through all the 
15 lines on and within the circle in 
random order as shown in Fig. 3. The 
background color will change between 
white and blue alternatively every 0.5 
seconds. All the displayed icons move 
at a speed of 1.1 segments/second 
when the background color is white 
and stop moving when the background 
color is blue. 
 

Step 4：If the number of icons moving through 
the user’s pass-location equals n after 
either one of the user’s two displayed 
pass-icons moves through his pass-
location, the user has to press his 
responding-character immediately 
when the background color becomes 
blue as shown in Fig. 4.  
 

Step 5：If the user has correctly responded the 
challenge, the user is authenticated by 
the system. 
 
 

 
Fig. 2 The login screen involves a circle with 
19 fixed nodes, 42 fixed segments, 36 numbers, 
and 30 icons. 

middle of segment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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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The displayed 30 icons move through all 
the 15 lines on and within the circle in random 
order. 

 
Fig. 4 The user can press his responding-
character only when the background color 
becomes blue. 

 
Furthermore, three consecutive failed login 

attempts will lock out the user account, and the 
system will send an e-mail containing the 
account-unlocking link to the user’s registered e-
mail address. 

4. ANALYSIS 

The security and the usability of the proposed 
scheme, CMI, are analyzed as follows. 

4.1. Password Space 
The number of all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 

pass-location is 61
1C , the number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 pass-icons is 90
6C , and the 

number of all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 

responding-character is 96
1C . Therefore, the 

password space of CMI is 
1296

1
61
1

90
6 106.3  CCC  

4.2. Resistance to Accidental Login 
The background color will change between 

white and blue alternately every 0.5 seconds. As 
all the displayed icons move at a speed of 1.1 
segments/second when the background color is 
white and stop moving when the background 
color is blue, each icon moves 0.55 segments 
every 1 second, averagely. Since there are totally 
42 segments on the login screen, each icon needs 

)4.76(55.0
42  seconds to traverse all segments. The 

expected value of t, the average of the two 
numbers besides the segment with the user’s 
chosen pass-icon on it, is 4. If the user’s pass-
location is the middle of a segment, n = t. 
Otherwise, n = 3t. The login time involves the 
time that any of the two displayed pass-icons 
passes through the pass-loc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followed by n of the 30 displayed 
icons passing through the pass-location. 
Therefore, the average login time is 

seconds29

12

4

30
1

355.0
42

2
1

55.0
42

2
1

30
1

55.0
42

2
1

55.0
42

2
1








 

The user can press the responding-character 
only when the background color is blue. 
Averagely, the blue background will appear 29 
times in one successful login session. In addition, 
as the number of all possible responding-
character are 96, i.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adversary can correctly guess the number of 
responding-character is

96
1 . The user has to press 

his responding-character while either one of his 
two displayed pass-icons moves through his pass-
location. Thus,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accidental login for CMI is 

4
61

1.1
9
1

96
1

29
1 101.7)12( alp  

4.3.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If the adversary has entirely captured the login 

sessions T times, he can eliminate some 
combinations of the password in guessing the 
pass-icons and the pass-location by using the 
captured login information.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cracking the password by using T 
captured login sessions, denoted by cap ,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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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enotes the percentage of all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 pass-icons and the pass-
location that can be eliminated by using a 
captured login session. Sal represents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all possible 
candidates of the pass-location to the number of 
all nodes and the middles of all segments for each 
icon in one captured login session. Herein, we 
define that the scheme can resist the capture 
attacks with at least m captured login sessions if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capture attacks is less 
than 0.1 using these m captured login sessions. 
Fig. 5 shows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capture 

attacks for CMI. Averagely, CMI can resist the 
capture attacks with at least 76 captured login 
sessions. As it is difficult, in practice, for the 
adversary to capture the complete login sessions 
of the same user over fifty times, the resistance of 
CMI to capture attacks is sufficient. 

4.4. Usability 
Psychological studies [31][32] have shown that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remember an item similar 
to other items stored in memory may be impaired,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memory interference. In 
CMI, as the user’s password includes a user-
chosen character, six user-chosen icons, and one 
system-assigned location, he can easily memorize 
his password without incurring much memory 
interference. In addition, the operation of CMI is 
simple and easy to learn. In the login phase, since 
the user just has to look at his pass-location after 
finding one of his pass-icons and use the same 
responding-character to respond the system’s 
challenge, he can easily and efficiently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As analyzed in Sec. 4.2, the 
average login time of CMI is 29 seconds. 
Therefore, the usability of CMI is high. 

5. COMPARISON 

Next, we compare CMI with a well-known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the CHC scheme [14]. In Table 1, we 
show that CMI is superior to the CHC scheme 
with respect to the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and the usability while the password space and 
the resistance of CMI to accidental login roughly 
equal the ones of the CHC scheme. 

Table 1: Comparison of CMI and CHC. 

Scheme 
Comparison Item CHC CMI 

password space 12108.3   12106.3   

success probability of  
accidental login 

4103.7   4101.7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32 login sessions 76 login sessions 

usability 

operational burden medium medium 

memory burden medium low 

learning difficulty  low low 

average login time (sec.) 58 29 

1 The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and the average login time of CHC is estimated for 8-icons password [14]. 
2 The resistance to capture attacks and the average login time of CMI is measured for 6-icons & 1-location & 1-character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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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capture 
attacks for C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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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CLUSIONS 

Herein, we have proposed a high-usability 
capture attacks resistant graphical password 
scheme, CMI, based on moving icons. We have 
shown that the security of CMI is satisfactory for 
general practical environments. Furthermore, the 
user can easily and efficiently complete the login 
process. Therefore, CMI achieves a good balance 
between security and u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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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追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網路的發展，XML
慢慢成為資訊交換的標準語言之一。因此許

多相關研究對於 XML 的資料查詢探勘，也

因資訊發展急速的關係，對於如何從巨量

XML 資料中探勘出所需的資料便成為現在

資訊的一大議題。本篇論文基於網際網路上

充斥許多 XML 文件，我們提出一個新的以

MapReduce 框架之 XML 文件探勘方法我們

的實驗亦顯示，我們的方法在多機電腦較單

一主機擁有較佳的效能。 

關鍵詞：Hadoop、MapReduce、XML、雲端

運算、資料探勘。 

Keywords: Hadoop、MapReduce、XML、

Cloud Computing、Web mining. 

一、緒論 
XML 語言[1]是網際網路上訊息傳遞與

資料交換的標準，其設計之目的，在於讓發

佈於網際網路之文件有共同的資料格式，以

方便不同系統間進行資料交換，因此，以

XML 語言所撰寫之文件資料不僅具有跨平

台的特性，亦可在支援不同的應用軟體間的

傳送資料的需求。XML 語言的應用層面極為

廣泛，其不但制定一些標準的資訊分享機

制，亦能讓一些不同格式的資料，能被整合

至同一個標準格式以利分享。此外，還可以

利用不同的查詢語言，例如XPath，針對XML
文件內容，進行相關查詢，因此，目前網際

網路上充斥著許多 XPath 查詢樹。 
高速網路的快速發展，因而孕育了雲端

運算，然而雲端運算是經歷了幾個重要的階

段而逐步形成，因為它不是新的技術，但卻

是實際承接單機計算、平行處理、分散式處

理與網格計算等所發展的技術，使得雲端運

算 逐 漸 形 成 新 的 研 究 領 域 。 其 中

MapReduce[2]運算架構近來已經成為雲端

運算系統的重要開發模型。 MapReduce 是
由 Google 所提出之一種平行處理的程式設

計模式（programming model），非常適合用

來處理大量的資料。MapReduce 的原始設計

靈感來自於 Lisp 語言中的 map 及 reduce 
primitives。它為分散式運算環境提供了一個

平行運算的設計框架，藉以簡化多工應用程

式的開發。從平行處理的觀點上來看，

MapReduce的設計概念頗適合應用於具有平

行運算。 
目前有許多研究嚐試將探勘的演算法

以 MapReduce 模式進行分散運算，其中以

BSP 演算法[3]具有較好的效能。在 BSP 演算

法中，其事先先對 XML 查詢語言之 XPath
樹進行樹狀結構的編碼，再將編碼過後的大

量 XPath 樹以串流的方式分散輸入至

MapReduce 的架構中，其實驗結果亦顯示其

擁有良好的資料壓縮及處理效能。 
本篇論文基於網際網路上充斥許多

XML 文件，我們提出一個新的以 MapReduce
框架之 XML 文件探勘方法我們的實驗亦顯

示，我們的方法在多機電腦較單一主機擁有

較佳的效能。 

二、相關文獻 
2.1  XML 簡介 

XML 它是一九八六年國際標準組織 
(ISO) 公佈的一個名為「標準通用標示語言 
(SGML) [4] 」的精簡版/子集合。一份有效

且結構良好的 XML 文件可以依其文件結構

模式化為一棵 XML 樹。如圖一所示，(a)為
一份 XML 文件，(b)為(a)所對映的 XML 樹。 

圖一、XML樹狀架構 

2.2 現有 XML 文件查詢的探勘方法 
現有 XML 文件查詢的探勘方法皆將探

勘出來的頻繁 XML 文件，用來改善 XML
查詢的效能。[5]將 XML 查詢模式化為一棵

無次序的樹，簡稱為 QPT。QPT 不僅包括查

<a> 
<b>  

<c>123</c>
<d>456</d>

</b> 
<f>789</f> 

</a> 

A

B E

DC

123 456

789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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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元素標籤名稱也包含 "*＂和相對路徑

“//＂。“*＂表示任何 XPath 的標籤，而相

對路徑“//＂表示零個或多個標籤。我們使

用雙行表示在 QPT 子孫邊緣查詢模式樹。

AQPT 是有根樹 QPT=<V，E>，其中 V 為頂

點集合，E 為邊集合。模式樹的根表示為根。

對於每個邊 e=（V1，V2）。每個頂點用 V 表

示標籤，其值可以是一個元素或屬性名稱或

“*＂。給定一個查詢模式樹 QPT=<V，E>，
有根樹 RST=<V'，E'>是 QPT 的一個子樹，

它滿足以下條件：（1）根（RST）=根（QPT）
和（2）V' V，E' E。一個根的子樹（RST），
是一個 k 邊的 RST 如果它具有 k 條邊。對

RST 是單分支的 RST 如果它只有一個葉節

點。 
[6]所提出的 XML 的查詢樹中流 QTS = 

QT1，QT2，...，QTS 是查詢樹（QT），其中

N 是到目前為止所產生最新查詢樹中的查詢

標識符的連續序列。該查詢樹中 QT 中，記

為 SUP（QT），是含有 QT 作為一子樹查詢

樹 S 中的數目。當且僅當 SUP（QT）>=S*N，
查詢樹 QT 稱為頻繁查詢樹，其中 S 是在範

圍內的使用者定義的最小支持度，其範圍值

是[0,1]。 
2.3 MapReduce 模式 

 Hadoop 具備高度擴充性及可用性的大

型資料處理技術，主要包含三個主要架構所

成：分散式檔案系統架構(Hadoop Distributed 
File) (MapReduce) 及分散式資料庫架構

(Hbase) 。表一為三個主要架構的說明。這

三項技術架構類似 Google 的分散式檔案系

統 GFS、分散式運算架構 MapReduce、分散

式資料架構 Bigtable 三大雲端核心技術。如

表一所示。 

表一、三大主要架構說明 

HDFS 
連結多個伺服器組成大型

的分散式檔案系統。 

Hadoop 
MapReduce 

將待處理的工作分割成多

個執行緒，分派給不同的節點

處理，是一種工作負載分散的

處理系統。 

HBase 
將處理完畢的大量資料分

散在多個節點儲存。 

藉由上述，我們可以得知若能以 Hadoop
平台中以 MapReduce 架構分散處理的方式

探勘大量 XML 文件，能有效提昇 XML 文件

探勘效能。 
圖二為 MapReduce 分散式運算架構，透

過這個模型設計可以在多機機器上執行相

同一份程式，而且可使用 Ruby、Python、PHP
和 C++等非 Java 語言撰寫 MapReduce 的程

式。在 Hadoop 的平台中，不論多少可用主

機只要是安裝了 Hadoop 平台便可以進行分

散平行的執行。MapReduce 主要是處理大量

資料集，當程式被多機主機同時執行便有較

快的處理速度。 
MapReduce 的 工 作 基 本 上 是 運 用

JobTracker 以 及 TaskTracker 來 執 行 。

JobTracker 主 要 工 作 是 用 於 排 程 ， 而

TaskTracker 則是用於運算，而每個 Hadoop
叢集都只會有一個 JobTracker。所以每一個

MapReduce 在執行時會被初始化為一個

Job，每個 Job 可以分為兩個階段分別是 Map
及 Reduce。Map 為接受一個<key, value>的
輸入，運算完畢後同樣產生一個<key, value>
的輸出。而 Hadoop 則會將 Map 端輸出的所 

有<key, value>傳輸到 Reduce，Reduce
會接收到<key, (list to values)>的輸入，然後

對這個 value 做處理最後每個 Reduce 會輸出

0 到 1 個輸出，Reduce 的輸出也是<key, 
value>的形式。

 
圖二、MapReduce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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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 C++實現 MapReduce 架構程式 

實現 Mapper 和 Reducer 的語言有很多

選擇包括 Java、C、C++、Shell、python 等

由於 Hadoop 會自動解析資料文件到 Mapper
或者 Reducer 的標準输入，以供選取使用。

在本篇論文中，我們嚐試使用 C++來實作相

關 MapReduce 的分散平行程式。 
2.4 現有MapReduce之XML文件探勘方法 

[7]圖四將輸入的 XML 文檔被分成三

個輸入拆分。每一個 Map 的任務從輸入分割

與 XML InputFormat 類讀取記錄，然後輸出

分割標記。 
第一 Map 任務讀取位於第一輸入分割

標記，然後編碼分標記<4,5,4>，<6,7,4>，
<3,8,3>，<2,X,2>，和<1,X,1>，其中<2,X,2>
和<1,X,1>是開放式的標記，因為 Africa 的起

始標記和區域元素不受其在輸入分割結局

配對。類似地第二 Map 任務讀取位於第二輸

入分割標記，第二Ｍap 任務編碼，<X,7,0>
為 Africa 元件是一個開始標籤。最後每一個

Map 的任務偏移信息偏移在 HDFS 的最終狀

態，它由計數並且其輸入分割 ID 的級別值。 
在圖四中，第一 Map 任務寫入的元組

（1,8,2），其表示與第一 InputSplit 有 8 標籤

包括 2 開放式標籤。再次，在第三 Map 任務

寫入一個元組（3,8,-2）在 HDFS，其表示的

是，第三 InputSplit 有 8 標籤包括 2 開開始

標記。 
 
 

圖四、切割架構圖 

三、以 Hadoop MapReduce 模式探勘

XML 文件 

我們採用編碼方式先將 XML 樹進行編

碼。3.1 節我們簡單描述 XSCode 之編碼法；

3.2 則描述如何運用 MapReduce 進行平行資

料探勘。 

3.1 編碼方式 
XSCode 將 XML 樹平行化，利用 xy 作

為二維空間的座標。我們利用符號 T，r，k，
p，l，fc，nc 代表在 XML 樹中的節點符號作

為說明，符號 T 表示 XML 樹，r 表示 T 中的

根節點，k 表示 T 中的一個節點，p 代表 k
的父節點，l 表示 k 的左兄弟節點， fc 表示

k 的子節點，nc 表示 k 的子節點預設第一個

子節點 fc。 
我們以圖一(b)的 XML 樹做為範例，以

XSCode 編碼法進行編碼。其編碼的結果顯

示於圖五。根據規則 1，圖五的 XML 樹的根

節點設定為原點在 XSCode 上面表示為

(0,0)。根據規則 2，樹中的節點 B、C、E、
G、I 分別是不同父節點，在 XSCode 上分別

為(1,1)、(2,2)、(3,2)、(4,2)、(5,2)此外通過

規則 3，樹中的節點 F、H、D 分別是一個節

點的父節點，在 XSCode 上分別為(1,1)、
(2,2)、(3,2)、(4,2)、(5,2) 

圖五、座標編碼示意圖 

y軸

x軸

123(3,3)

A(0,0)

C(2,2) D(3,2)

B(1,1)

456(4,3)

789(4,2)

E(3,1)

//mapp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 
#include <iostream> 
uing anmespace std; 
 
int main(){ 
  string key; 
  string value =”1”; 
  whilse(cin>>key){ 
   cout<<key<<”/t”<<value<<endl; 

} 
return 0; 

} 
//---------------------------------------------------------------------------------- 
//reducer 
#include <string> 
#include <ma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terator>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string key; 
 string value; 
 mao<string, int> word2count; 
 mao<string, int> ::itertor it; 
 while(cin>>key){ 
  cin>>value; 
  it = word2count.find(key); 
  if(it != word2count.end()){ 
   (it - >second)++; 
  } 
  else{ 
   word2count.insert(make_pair(key,1)); 
  } 
 } 
 for(it = word2count.begin(); it !=worf\d2count.end(); ++it){ 
  cout<<it ->first<<”\t”<<it- >second<<endl;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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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 MapReduce 探勘 XML 文件之方法 

MapReduce 是分散運算的架構，因此，

我們必須先將巨量的 XML 文件先進行適度

的切割，再撰寫分散平行的 XML 文件採勘

演算法。3.2.1 節描述我們檔案切割的方法，

3.2.2 節則描述我們的探勘方法。 

3.2.1 檔案切割方法 

方法一：將一份巨大的資料放進先行建立的

input 資料夾裡，然後再讓 MapReduce 系統

本身進行切割，但有個風險必須要注意一

下，由於是一份巨大資料，所以難免會有些

資料是壞損的，這些壞損資料會影響到系統

發生錯誤現象，在前期 Map 階段時並不會有

太大的警訊，直到最後統計結果時才會有錯

誤訊息，或者在前期 Map 時會有時間過長的

現象發生導致停止系統運作。 

方法二：將一份巨大的資料先行切割成數份

小資料，再將行放入建立的 input 資料夾裡，

然後再讓 MapReduce 系統進行程序，為了避

免與方法一有相同的錯誤，可先將小資料一

一進行 MapReduce 查看資料是否毀損，如皆

正常再將其數小資料給 MapReduce 進行統

整程序，雖然比較麻煩也費時但風險比方法

一來的減少許多。 

3.2.2 Map 及 Reduce 的設計 
MapReduce 支援計種不同格式的輸

入。例如當我們输入的文件檔，此文件檔將

會被視為每一行為一个 key/value pair。key，
value 是那一行的内容。而另外一種比較常见

的格式是以 key 進行排序来存储 key/value 
pair 的序列。雖然輸入的個是不為相同，但

每種输入的類型都必须能夠將输入資料進

行分割程序變成資料片段，該資料片段能夠

由單獨的 Map 來進行任務後續處理。雖然大

多数的 MapReduce 使用者僅僅使用很少的

預定輸入類型就以滿足要求。 
圖六表示出了 XML 並行標記技術基於

MapReduce 的整體過程。首先將輸入一份

XML 文檔在 HDFS 暫存空間。在裝載同時

一個大的 XML 文檔將被分成許多 HDFS 區

塊。接下來每一個 Map 的任務標籤中輸入拆

散的 XML 元素。通過處理區塊文件，做多

個 Map 任務並行單個文件進行操作。然而

Map 的任務不能完全標記所有的 XML 元

素，原因有兩個，首先每一個 Map 的任務並

沒有與其他輸入介入，因為每個 Map 的任務

只能在 XML Input 資料夾內執行。 
其次，起始標籤和它對應的結束標籤不

得放置在同一個 Input 資料夾內。對於原因，

每個 map 任務輸出的標籤將被部分完成。然

後發送到 Reduce。每個 Reduce 對所有的

XML 元素合併部分標籤為一組完整的標籤。 

圖六、XML 並行標記基於 MapReduce 

Algorithm XMLMapMiner(XQS, m) 
Input: the XML query stream XQS;  

  specified minimum support m 
Output: A set of recent frequent patterns 
1 map( ): read the trees from XQS 
2     for each xnode ni in XstreamList 
3      if the value of count is small than m 
4      delete the xnode ni 
5     delete ni’s sibling pointer  
6     delete all of n’s descendant nodes 
7   end if 
8  end for 
9 reduce( ): 
10  for each xnode ti with xscode (cx, cy)  
11   while cx > 0 
12      add a path (pi, ti) into set fp 
13      if ti has the sibling node zi 
14         add the subtree ctz into set fs 
15      end if 
16      set temp_n is pi 

17      set pi is the parent of pi 
18    end while 
19    delete ti 

20    delete ti’s sibling pointer 
21  end for 

圖七、XML 探勘方法基於 MapReduce 

四、實驗結果 

4.1 實驗平台及環境設定 

我們所使用的版本為: 
Ubuntu 13.04 及 Hadoop-1.0.3 
使用的平台 : 
處理器  :Intel® Core™2、硬碟  :160Giga 
byte、記憶體 :1Giga byte 
使用參數 :1G Data，2G Data，5G Data，10G 
Data 
單

機

處理器 硬碟 記憶體 平台 

 Intel®  
Core™2

160Giga 
byte 

1Giga 
byte 

Ubuntu13.04
Hadoop-1.0.3

多

機

處理器 硬碟 記憶體 平台 

01 Intel® 
Core™i5

1Tera 
Byte 

4Giga 
byte 

Ubuntu13.04
Hadoop-1.0.3

 

派送XML文件
至HDFS

HDFS

HDFS進行切割
並存放置

XMLinput資料夾

XMLinput

分配至Map
進行處理

結果回傳至
Reduce統計

Map

Reduce
用戶端

用戶端

回傳Reduce統計
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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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Intel® 
Core™i5 

1Tera 
Byte 

4Giga 
byte 

Ubuntu13.04
Hadoop-1.0.3

03 Intel® 
Core™2 

160Giga 
byte 

1Giga 
byte 

Ubuntu13.04
Hadoop-1.0.3

 
效能差異  
4.1.1 單一 Data 單機與多機的比較 
單一

資料 
1 Giga 
byte 

2 Giga 
byte 

5 Giga 
byte 

10 Giga 
byte 

單機 
1564 

分鐘 

2475 

分鐘 

8895 

分鐘 

16058 

分鐘 

多機 
1508 

分鐘 

2423 

分鐘 

8659 

分鐘 

15766 

分鐘 

4.2.2 切割多份 Data 單機與多機的比較 
切割

資料 
1 Giga 
byte 

2 Giga 
byte 

5 Giga 
byte 

10 Gga 
byte 

單機 
1478 

分鐘 

2046 

分鐘 

8489 

分鐘 

15542

分鐘 

多機 
1437 

分鐘 

1979 

分鐘 

8277 

分鐘 

14875

分鐘 

4.2 XML 文件的產生方式 

為了模擬大量 XML 資料，我們採用

XMARK.DTD(http://www.xml-benchmark.or
g/)作為 DTD 來產生 XML 樹。一棵 XML 樹

的大小被定義在樹中的節點的數目。對於

XMARK，最大 XML 樹大小為 42，平均大

小為 8 時，樹的最大高度為 8，並且文件大

小是 64KB。首先，我們將 DTD 模式化成

DTD 樹。其次，我們生成一個包含 10 萬不

同的 XML 樹資料庫。最後，我們隨機選擇

若干來自前面步驟的樹（範圍從 20,000 至

100,000）。 

4.3 實驗結果及分析 

圖八與圖九主要呈現單機系統與多機

系統在變化 XML 樹的數量底下，所花費的

時間關係。在圖八中顯示單機與多機的比

較，由於 XML 資料的格式是尚未經人為切

割，所以資料量些許龐大，因此在單機與多

機的比較會稍微不明顯。 
 因 Map 的特性，在單機處理時會花費

大量時間，如在多機方面將會有多個 Map 在

同時處理資料因此處理時間也會縮短。如果

在進行處理前將資料經人為切割讓 Data 分

成一小部分在送去處理的話，處理速度會更

加明顯。 
圖九顯示切割多份 Data 單機與多機的

比較，由於 Data 經過人為切割，所以資料量

會比單一資料量來的小因此在多機方面會

比單機方面優越許多。 

 

圖八、XML 並行標記基於 MapReduce 

 

圖九、XML 並行標記基於 MapReduce 

五、結論與未來方向 

單機與多機差異：在單機方面由於 Map
為單一執行的機器，所以單機的 Map 永遠只

有單一執行速度，如果 Map 越多就可以推使

探勘速度更比單機 Map 來的快速。未來趨向

可以放置商場上將其商場進貨與賣出的統

計，例進貨出貨的數量與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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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巨量資料分析-以 Facebook 塗鴉牆資料為例 

 

 

摘要 
隨著個人電腦與網路的日漸普及，網路業

者所提供的服務也越來越多元，其中包含社群

網站的發展更為迅速。使用者透過分享與發布

訊息等方式來增加資料，使得資料量有急速的

成長，導致傳統資料庫無法負荷，造成現在非

關聯性資料庫的成長。本論文取得 Facebook

社群網路資料匯入非關聯性資料庫中進行分

析。所選用的資料庫為開放原始碼資料庫

Apache Cassandra，相較於其他 NoSQL 資料庫，

寫入能力較有優勢，強調高效率寫入下還能夠

維持讀取速度。在社群網站取得的資料，透過

中研院斷詞系統(CKIP)拆解成有意義的單詞，

選用 Hadoop MapReduce 技術對這些單詞進行

統計，依照運算結果，透過維基百科(Wikipedia)

提供給使用者相關性知識。論文最後，探討系

統的效能比較，且評估各項功能的耗時。 

關鍵詞：大數據、MapReduce、推薦服務。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personal computer 

and network usag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have supplied a lot of kinds of services, includ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s. The 

amount of data in social media is raising up 

quickly day by day, because of data sharing and 

posting by user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asons, 

Traditional SQL databases are not enough to fill 

with these big data, so that NoSQL databases are 

presented and growing up now. This paper 

designs how to extract social data from Facebook 

and to import the data into one NoSQL database 

for analysis. The NoSQL database that this paper 

chose is Apache Cassandra as an open source 

database. Cassandra comparing with other 

NoSQL databases has a higher capability of 

importing data than the others. The CKIP system 

is used to extract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ful 

phrases from data in Cassandra. These phrases 

are adopted in Hadoop environments with 

MapReduce tasks that w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 recommendation servic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for users with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Wikipedia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MapReduce 

operations. Finally, the time consumption of 

each of the components that we proposed is 

evaluated when th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is 

running.  

Keywords: Big Data 、 MapReduce 、

Recommendation. 

1. 前言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發展的進步，網路業

者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元化，例如：Facebook、

Google Plus、Twitter、Youtube、Google Diriver

及 Gmail 等多項服務。社群網站更是成了人們

生活的重心，每天所花費的時間佔據很重的比

例，瀏覽社群網站已經是種生活習慣，在網路

中與朋友聊天及分享新資訊是無時無刻在進

行，而在台灣是以 Facebook 最為流行。目前可

以透過社群網站取得龐大的數據，想要了解使

用者不同的想法，分析使用者的行為資料，是

最精準快速的方法。數據的重要性不在於數據

資料量有多少，是在於如何從各種數據中找出

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只要資料量夠龐大，甚至

可以預測大自然的變化與人們的購物行為等。

社群網站中因為使用者眾多，所產生的龐大數

據正是最好的分析對象。 

常見的巨量資料例如像社交網路資料、影

音圖片、氣象分析、基因資料、物理模擬、生

物和環境研究資料及 Log 記錄等。這類的資料

大多是非關聯性資料，不容易以傳統資料庫的

方法，將資料儲存到關聯式資料庫中來進行處

理。傳統關聯性資料庫不適合用來處理需要大

量使用者、大量資料及不斷變動的資訊。

NoSQL 資料庫在可擴展性(scalability)、可用性

(availability)和容錯(fault-tolerance)方面有較好

的優勢，在龐大數據中已經成為替代關聯式資

料庫的方案。Apache Cassandra[X]是一套開放

式的 NoSQL 資料庫系統，最初由 Facebook 開

發，用於儲存訊息箱等，有良好的性能及可擴

展性，被 Twitter 等網站所採用，成為一種數據

存儲方案。本論文將以 Cassandra 為主，並以

Facebook 資料為例進行研究探討。 

MapReduce 是 Google 提出的一個用於處

理大量資料的軟體架構，並運用叢集的分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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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讓使用者只需專注在定義 Map 和 Reduce

程式。MapReduce 框架會自動協調機器資源配

置並處理程式的輸入與執行。Hadoop 為實現

MapReduce 架構的一個平台。本論文中資料以

Facebook 塗鴉牆訊息為例，在使用者訊息處理

上，我們採用中研院所開發的中文斷詞系統

(CKIP)進行分詞。此系統提供使用者將未知中

文詞句輸入後，回傳並剖析分段取出有意義的

詞語，使我們不用多耗費心力在建構一個語言

資料庫。 

維基百科(Wikipedia)是一部網路上內容開

放的百科全書，由於支援多國語言，也是一部

用不同語言寫成的百科全書。維基百科運用

Wiki 的技術，提供任何人都可以編輯的環境，

使所有人都成為作者及編輯，經由多人的編輯

與修改來提升文章的精準與數量，而且全部的

修改都會留下紀錄。整合上述系統，我們利用

Cassandrd 儲存從 Facebook 社群網路取得的使

用者資料，透過中文斷詞系統，分析成有意義

的單詞，最後利用 MpaReduce 進行分析統計探

討，在經由這些分析結果我們透過 wiki 推薦使

用者相關性知識。 

 

2. 文獻探討 

在最近幾年，網際網路從一個靜止而單方

面提供資訊的網頁變為使用者能夠即時互動

的動態訊息來源。[1]這個轉變使得我們可以觀

察人們在網頁中的互動及想法。Facebook 在

2013 發表了台灣統計數據，根據 Facebook 官

方表示，台灣目前有超過 1500 萬人每個月都

會連上 Facebook，相較於其他社群網站在台灣

為最受歡迎的社群平台。在使用頻率及時間的

調查項目中，Facebook 為每天使用時間最長的

網路媒體，超過 100 分鐘。這項轉變中所帶來

的改變產生出另一種挑戰。特別重要的是如何

處理這些龐大數據，再加以分析為有用的訊息

[2]。透過社群網路頻繁互動內容和社交數據，

來預測出使用者的喜好，進而推薦相關產品及

廣告，這項研究已經獲得相當的關注。像例如

目前美國最大的網路購物商城，除了商品眾多、

客服及運送服務讓顧客滿意之外，網站也藉由

過去買過商品、網站銷售最佳書籍、使用者填

寫喜好及興趣等來推薦相關產品，也有相關研

究提出透過 Twitter 平台用戶間的上下文互動

訊息，提取關鍵字進行權重值的加權來判斷是

否推薦產品，產品資料來源為亞馬遜網站[1]。 

高效率的儲存與查詢數據一直是個相當重

要的問題，在工業、商業及學術界不斷增加的

需求，例如大量的交易資料和研究成果，這其

中需要有組織儲存大量數據的方案[3]。兩種最

廣泛應用的資料庫為關聯性資料庫和 NoSQL

資料庫，而關聯性資料庫主要被應用在規模小

而讀寫頻繁，和資料量大且更動極少的情況下。

NoSQL 資料庫是一種比較新的流行趨勢，提供

的效能和水平擴展使得他們適合於需要大量

儲存空間、易於擴展和不需預先定義架構的應

用[3]。 

Cassandra 為 NoSQL 資料庫之一，其並不

支持完整的關聯性資料庫，相反提供簡單資料

模型的客戶端，與資料格式的動態控制，在不

犧牲讀取的效率下實行高效率的寫入[4]。相較

於其他 NoSQL 資料庫，Cassandra 的數據寫入

能力較佳，由於結構上為 Key-Value 的架構，

他的每筆資料可以簡化為兩個欄位，分為 Key

及 Value 欄位，每個 Key 都對應一個 Value 

，並可以多欄(Colum Family)組成。在運作過

程中，由於 Key-Value 結構為非關聯式的欄位

架構，每一群 Key 都表示為一個新的資料表，

每群資料間互相沒有關聯，因此可以隨意增加

或移除欄位，讓處理的效率提升。Cassandra

提供可伸縮性、高效能與廣泛的適用性，使得

在提供低延遲的同時增加吞吐量[4-6]。 

MapReduce 是處理大量資料的軟體架構，

並運用叢集的分散式運算。傳統的方法必需先

找出能夠用平行運算進行處理的資料，再將這

部分寫成 map 程式分配給各台機器同步處理

分析每一段資料，而將每台機器分析出來的結

果，透過 reduce 程式進行合併，最後則彙整

出完整的結果。現在 MapReduce 模型提出分割

一個資料且能夠在數台機器上並行運算，這些

機器在 MapReduce 中稱為 workers。而數據的

分配、調度、並行化(parallelization)及機器的故

障都是由架構本身來進行處理，並通稱這些節

點為master [7]。主要概念分為兩個階段map(映

射)與 reduce (化簡)部分，Map 處理一個 key 並

產生出一組中間的 key/value 值。Reduce 則是

使用中間的結果來處理出最終的輸出。Hadoop

的 MapReduce 包 含 在 master 上 運 行 的

JobTracker 及 每 個 workers 上 運 行 的

TaskTackers。JobTracker的工作包含接收任務、

進行任務的排成及將任務分配給 TaskTackers

執行，最後彙整出結果進行回傳。TaskTackers

則是接收 JobTracker 指派的任務，從資料節點

中獲取所需的數據，執行運算後再回傳給

Job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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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提出了一套建構及管理與料庫

的系統設計，可以大量縮減建構的時間及花費

的人力資源。這樣的建構方式再收集資料、整

理和人工校對等方面都比過去相比有相當的

改善[8]。此系統提供使用者將未知中文詞句輸

入後，回傳並剖析分段取出有意義的詞語，使

我們不用多耗費心力在建構一個語言資料

庫。 

 

3. 系統架構 

我們將透過 Facebook API 取得社群網路資

料以非關聯性資料庫來儲存。所選用的資料庫

為開放原始碼資料庫 Apache Cassandra，相較

於其他 NoSQL 資料庫，寫入能力較有優勢，

再經過簡單的文字過濾傳送至中研院斷詞系

統 (CKIP)分析成有意義的單詞，最後選用

Hadoop MapReduce 對這些單詞進而處理成有

用的數據，經由這些分析結果我們透過維基百

科(Wikipedia)提供使用者相關性知識，其中有

包含用戶回饋機制，進而使得推薦系統更進一

步提高準確度。 

 
圖一、系統架構圖 

圖一顯示出整體的系統架構，主要分為四

個部分，分別為： 

 Facebook 資料獲取 

在 Facebook 資料獲取的部分，包含了取

的 Facebook 動態訊息塗鴉牆資料及使用

者自行發布的貼文，為後續分析的主要資

料來源。 

 Cassandra 資料庫存取 

作為社群資料的儲存空間，運用 PDO 

(PHP Data Object)進行 Cassandra 連結來

下達 CQL 指令，進而達到資料的存取。 

 中文斷詞系統連結 

將所獲取的 Facebook 資料經過簡單處理

過後，傳輸給中研院所開發的中文斷字系

統(CKIP)進行斷詞處理，系統會回傳處理

後的結果。 

 Hadoop MapReduce 資料分析 

分析斷詞出來的結果透過自行撰寫的

Map 及 Reduce 程式進行字數統計及使用

者回饋字詞的過濾。 

 維基百科(Wikipedia)相關推薦 

根據統計出的計算，透過 wiki api 查詢相

對應結果，提供給使用者相關資訊。 

在 Facebook 資料獲取的部分，我們使用

Facebook 所推出的一種技術標準「Graph API」，

整個 Facebook 社群網站都是透過物件與連結

建立而成，Facebook 所提供的存取介面就稱為

Graph API，官方也有提供 PHP 的軟體開發套

件(SDK)協助使用者開發。取得資料方面需有

使用者授權才得以取的相關數據。在本論文中

所要分析的數據為使用者的塗鴉牆資料，如圖

二以一篇旅遊範例所示，Facebook 回傳資料其

中主要包含該篇文章編號、文章發布者、內容、

照片連結、所分享資料連結、分享連結的部分

內容、留言及按讚細節、發布與修改時間等。

我們擷取文章及分享連結的部分內容進行儲

存，作為分析探討。 

 
圖二、Facebook 回傳資料 

 在 Cassandra 資料庫部分，我們透過 PDO 

(PHP Data Object)與其連結，由 PHP5 開始新增

的 PDO 功能，是對多種資料庫提供統一的溝

通方法，讓使用者可以透過一致性的介面來處

理資料庫相關功能，他不具有資料庫的語法，

但能夠讓資料庫與平台間溝通更加容易。資料

庫我們採取架設多節點(multiple node)來防止

資料流失，Cassandra 是專門用來處理多節點的

巨量數據工作量，沒有單點故障的問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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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是基於有時會發生的系統硬體故障。通過

採用對等網路解決故障問題，在分佈式系統中

所有節點都是對等的，系統中的多個節點之間

沒有主從之分，沒有控制整個系統的主機，也

沒有受控的從機。圖三為 Cassandra 資料儲存

的整體架構，我們以一個 Keyspace 儲存所有資

料，其中包含 Facebook 塗鴉牆資料、使用者最

後更新時間、MapReduce 計算後的結果及使用

者的回饋數據。上訴提出的每項資料依次儲存

於各個 Column Family 中，在這表格中分別顯

示出 Column Family name 、 Row Key 及

Columns Key。以圖二 Facebook 回傳資料為例

將 message 與 name 的 欄 位 存 入 圖 三

facebookmessage，lastupdatetime 為儲存每個使

用者的資料最後更新時間，keywordcount 與

excludeword 分別為 MapReduce 計算後的結果

及使用者的回饋數據。 

 
圖三、Cassandra 資料儲存架構 

 
圖四、斷詞結果 

 想要藉由文章內容分析使用者想法，最基

本需要讓系統能夠分辨文章中字詞的意義，才

能夠更進一步進行處理系統的相關演算法，而

中研院的斷詞系統是一個處理中文斷詞的系

統，官方有提供一套中研院斷詞系統客戶端程

式(CKIPClient-PHP)[9]，斷詞系統的資料傳輸

方式統一採用XML格式，使用者可以經由TCP 

Socket 連線傳送驗證資訊及文本至系統，斷詞

系統經過處理後會經由原連線傳回結果。再傳

送至系統前，我們會透過簡單程式預先處理相

對較不需要的文字，例如：網址、表情符號等。

還會藉由標點符號進行斷文處理，因斷詞系統

不能傳輸大量文章及密集的傳輸，所以在這我

們採取每個五秒鐘傳輸一篇 80 字左右的文章

進行斷詞處理。圖四為傳送「獨立音樂需要大

家一起來推廣」的回傳斷詞結果範例。 

 Hadoop MapReduce 部分我們運用 PHP 作

為語言來撰寫 Mapper 及 Reduce 演算法，其中

Hadoop 有提供的 Streaming 為銜接口來支援任

何語言的應用。PHP 所撰寫的 Mapper 虛擬碼

如圖五所示，首先將中文斷詞所產生出的字串

陣列存入 str 變數中，再經由函式處理空白字

元(trim)及英文大小寫轉換(strtolower)，因使用

者的社群資料中可能包含英文字串，所以不論

大小寫我們都將它作為同一字詞處理，並運用

空白做為區隔分別把字詞及字詞數量以 words

變數作為儲存，程式中我們有提供使用者回饋

機制，幫助程式過濾出非使用者所需求資訊，

再將相同字詞的字串相加統計出總關鍵字詞

數量，最後統計結果傳遞給 Reducer 演算法(如

圖四 )。Reducer 演算法接收所有機器中的

Mapper 所計算出的資料，再由這些資料進行彙

整與排序後回傳結果。 

 
圖五、Mapper 虛擬碼 

 
圖六、Reducer 虛擬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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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效能評估 

我們分別對論文中的每項功能進行時間測

試，表一中顯示出從 Facebook 獲取塗鴉牆資料、

Cassandra 資料讀寫及維基百科資料查詢，這些

數據連續測試 10 次所需的時間，表格中的時

間都以秒為單位。Facebook 因其不能一次性的

要求大量資料，我們以單位 100 筆來進行測試。

Cassandra 則分為讀寫測試各 1000 筆來進行，

最後以 10 筆資料連續查詢維基百科記錄下的

秒數。在表格中能夠看出 Facebook 與維基百科

在查詢時，時間所佔的比例較重。由於是透過

網路要求數據，因此這時間長短會依網路速度

而定。在 Cassandra 讀寫的部分，連續依次寫

入 1000 筆資料平均時間為 1.8232 秒，而連續

依次讀取 1000 筆資料所花費的平均時間為

0.0451 秒，這時間相較於傳統資料庫來說有良

好的表現，適合用於快速讀取較龐大的數據。

在文中有提到的中文斷詞系統，對於一次傳輸

140字的資料到回傳結果所需秒數平均為 1秒，

由於中文斷詞系統限制不可多次連續傳送資

料與一次性資料量不可過於龐大，以致每筆資

料須相隔 5 秒鐘再進行傳輸，對整個程式執行

所佔的時間比例將會比預計的還增加許多。 

表一、各項功能時間測試結果 
項目 Facebook 

獲取 100

筆 

Cassandra

匯入 1000

筆 

Cassandra

讀取 1000

筆 

維基百科

查詢 10筆

資料 

時間

(秒) 

13.998 2.128 0.057 5.478 

11.604 1.972 0.047 5.241 

11.282 2.050 0.080 5.481 

11.000 1.802 0.039 8.800 

11.732 1.992 0.066 5.390 

11.934 1.805 0.052 8.794 

11.048 0.853 0.031 5.503 

12.592 1.544 0.025 5.459 

11.730 1.934 0.030 5.359 

11.303 2.152 0.024 4.127 

平均 11.8223 1.8232 0.0451 5.9632 

 
 

5. 結論 

論文中以 Facebook 的塗鴉牆資料為例，實

現個人化的推薦系統，藉由 Apache Cassandra

連結 PHP 的快速讀寫進行數據的儲存，在分析

資料前通過中研院的中文斷詞系統預先處理

塗鴉牆數據，再將這些處理過後的數據結果透

過 Hadoop MapReduce 所提供的接口運用我們

撰寫的「Mapper」及「Reducer」進行計算，最

後經由查詢維基百科數據來提供相關知識。 

在章節效能評估的部分顯示出各項功能的

時間測試，結果顯示出全部流程所花費的時間

不能用於即時的推薦資訊，推薦的資訊不能於

一定時間內提供，會逐步的失去效益，因此這

部分在未來有待改善，以及於推薦資料目前只

提供維基百科的相關知識，在將來會依分析出

的結果再提供給使用者更多的相關資訊。 

於未來部分，程式將連結 Apache Mahout

系統，利用 Mahout 的協同過濾來實作推薦系

統，透過某個興趣或經驗相同的群體推薦使用

者感興趣的資訊。程式也會連結其他網站的資

料庫，例如電影、近期活動或新聞等訊息，進

而增加推薦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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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圖結構和聚類分析來輔助大資料的關聯規則法

研究 

on the study of association rules in large data based 

on hypergraph and cluster 
陳榮昌                 胡小靜               謝永紅  

 

 

 

 
摘 要 

如何在大資料中挖掘有價值的關聯規則，

找出其中隱藏的知識，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學者

重視。本研究利用超圖和聚類分析來幫助局部

關聯規則法,可以快速找到隱藏在大資料中的

關聯規則。因為大量資料中，若直接使用傳統

的聚類演算法來找關聯規則，其複雜度會相當

大，所以我們首先在預處理中，對資料庫裡面

大量資料進行基於無向超圖結構的聚類預處

理，在較短時間複雜度內找出不同類別的群聚

類；然後針對不同的群聚類，構造相應的基於

有向超圖結構的關聯規則；最後，對形成的有

向超圖進行局部精簡的動作，去除迴圈邊和逆

邊的存在。因此，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找到價值

的、簡潔的以及準確的關聯規則。 

關鍵詞：大資料，超圖，聚類，關聯規則 

 

Abstract  
The issue of how to mine valuable 

association rules or the hidden knowledge in 

big data has been concerned b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In this research, we propose a 

local mining method of association rules 

based on hypergraph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that can find out the association rules quickly. 

Using traditional clustering algorithms to 

find out association rules directly in large 

amounts of data made quite large time 

complexity. Therefore, we first identify 

different types of clusters structured by 

undirected hypergraph as a pretreatment 

process in a short time complexity; then build 

the association rules network based on 

directed hypergraph for each cluster; finally, 

simplify the formed directed hypergraph by 

removing looping hyperedge or reverse 

hyperedge. After these steps, we can find out 

association rules with value, concision as 

well as accuracy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Keywords: big data, hypergraph, clustering 

analysis, association rules 

1. 前言 

如何從大資料中挖掘重要資訊和知識已經

被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並且在資料庫系統和

機器學習等領域中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主

題——資料採擷，也稱為知識發現[1]。隨著資

料庫中的資料不斷增長，相應的挖掘技術和工

具也隨之而出，常見的挖掘技術有分類法[2][3]，

例如基於決策樹的分類中，決策樹的葉子個數

即為資料被分類的類別數；聚類分析法

[4][5][6],例如基於資料相似性的聚類分析中，

同一聚類中的資料相似性最大，不同聚類中資

料相似性最小；關聯規則法 [7][8],例如應用

Apriori[8]或 FP-tree[9]等演算法挖掘出高支援

度和高信任度的強關聯規則。傳統的基於最小

支持度和最小信任度的架構來挖掘關聯規則

會產生大量頻繁項集,即蘊含了大量的關聯規

則，然而這些規則中存在過多沒有價值的資訊，

如顯而易見的規則（購買麵包的人經常同時購

買牛奶）或由於缺少資訊完整性而導致不符合

事實的規則（女性每月工資低於 5K），這種情

況下挖掘出的關聯規則存在冗餘和錯誤的資

訊。針對消除冗餘資訊的問題，不少學者也提

出來相應的方法，文獻[10][11]提出在產生候選

專案集的過程中加入閉集合的概念，文獻[12]

則加入興趣度標準作為約束條件，減少候選項

目集的數量，文獻[13][14]則是將挖掘出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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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再次進行基於距離函數的聚類分析，提煉

出精簡的關聯規則。以上方法一定程度上使得

所挖掘的關聯規則品質有所提高，通過在全域

資料範圍內刪除冗餘資訊達到精簡資料，達到

精簡所挖掘的關聯規則的目的。然而，在資料

庫中，通過全域刪除部分資訊的方法會導致重

要資訊的遺失，被刪除的資訊在局部範圍內可

能有著重要的價值，蘊含著潛在的關聯規則。 

在文獻[15]中，作者獨樹一幟地提出了基

於超圖的結構在局部範圍內挖掘關聯規則，並

在局部範圍內對所挖掘的關聯規則進行精簡，

以消除冗餘規則，不僅提高了所挖掘的關聯規

則的品質，而且確保了全域資料資訊不會被遺

失。同時，由於超圖結構的性質特點，所挖掘

的關聯規則結合圖論的應用可以達到規則推

理的目的，挖掘出不易被發現的關聯規則。然

而，在資料量龐大的資料庫裡挖掘有價值的潛

在規則通常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空間，因此，

本文提出了降低複雜度的方法：首先針對大量

資料採用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預處理，將強關

聯性的資料項目聚集在一個聚類中，形成多組

不同的聚類，使得每個聚類內的資料項目相關

性最大，並且不同聚類間的相關性最小。然後，

應用切割演算法將所有聚類進行切割形成不

同子群，找出其中強關聯性的子群。最後，針

對強關聯性子群應用基於超圖的局部關聯規

則法挖掘出高品質的關聯規則。相對於在全域

資料庫中挖掘關聯規則的方法，該方法的挖掘

效率以及挖掘準確性要高的多。由於在局部挖

掘規則過程中結合了超圖結構，它充分體現了

規則的完整性以及傳遞性，規則的完整性確保

了資訊的準確性，規則的傳遞性隱含了知識的

推理過程，説明我們找出潛在的規則，這些規

則往往是最具有價值的部分。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章節 1，介紹研究背

景，針對當前資料採擷技術存在的問題，提出

本論文所要討論的研究方法；章節 2，介紹相

關工作，探討已有的相關技術；章節 3，重點

介紹本文提出的基於超圖結構和群聚分析的

大資料關聯規則法，並給出相應的演算法；最

後章節 4 是結論和未來研究。 

2. 相關工作 

本篇論文所用到的相關文獻的方法簡述如

下。 

2.1 超圖模型 

超圖(Hypergraph)H=(V，E)，v={v1,v2,…,vn}

是節點的集合，E={e1,e2,…,em}是超邊的集合

[16]，ei 包含於 V，i=1,2,…,m。超圖相對於一

般圖而言，最大的不同是一般圖只能建立兩個

節點之間的關係，而超圖中的邊可以表示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多個節點之間的關係，也稱為超

邊。一般圖是超圖的一個特例，即當超圖中所

有超邊連接的節點個數均為 2 時。有向超圖

(Direted Hyper Graph)[17]，是在無向超圖的基

礎上明確了節點之間的方向。H=(V，E)，V 是

節點的集合，有向超邊 E=(X，Y)，X 與 Y 分

別是節點子集，且不相交。X 稱為有向超邊的

尾節點集合，Y 稱為有向超邊的頭節點集合，

也可用T(E)和H(E)來表示，即E=(T(E)，H(E))。

|H(E)|=1，表示有向超邊的頭結點集裡面的節點

個數為 1，該有向超邊叫做 B 有向超邊

(Backward Direted Hyper-edge)，如圖1(a)所示。

當有向超圖的所有超邊均為 B 超邊時，該有向

超圖就叫做 B 有向超圖 (Backward Direted 

Hyper-graph)。同理，有向超邊的尾節點個數為

1，即|T(E)|=1，該超邊叫做 F 有向超邊(Forward 

Direted Hyper-edge)，如圖 1(b)所示。 

隨著超圖理論的不斷發展，超圖模型的應

用也逐漸變得越來越廣泛。在資料採擷課題研

究中，超圖因為有著特殊的結構模型不斷被研

究，學者嘗詴用這種新穎的結構代替傳統的資

料模式[15][18]，以達到更有效的資料採擷。例

如，在無向超圖模型中，超邊可以用來表示一

個聚類，超邊所包含的節點用來表示聚類內的

資料項目，同時，賦予超邊權值為聚類的平均

支持度(Support)或平均信任度(Confidence)。在

有向超圖模型中，超邊可以用來表示一條關聯

規則，T(E)節點集和 H(E)節點集分別用來表示

關聯規則的前件和後件，同時，賦予超邊權值

為該關聯規則的信任度大小。用基於超圖模型

的方法來進行資料採擷的好處就在於，超圖結

構本身的多元關係可以表示資料庫中大量資

料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超圖的推理性質可以表

示資料間複雜關係的傳遞性。 

 

 
(a)                    (b) 

圖 1  有向超邊 

(a) B 有向超邊; (b) F 有向超邊 

2.2 超圖結構的聚類 

文獻[18]提出採用超圖的結構對資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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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類。在超圖模型中，資料項目對應超圖的節

點，資料項目形成的聚類則對應超圖的超邊。

一條超邊代表一個聚類內資料項目之間存在

著關聯關係，超邊權值大小表示了關聯關係的

強弱。因此，使用超圖結構來呈現資料的聚類

形式主要要解決以下三個目標問題：(1) 確定

演算法形成資料的不同聚類；(2) 確定聚類的

權重；(3)完善所形成的聚類。 

(1) 確定演算法形成資料的不同聚類。傳

統的聚類技術有基於資料相似性或資料項目

之間距離的聚類演算法等，著名的演算法有

Apriori[8]演算法、k-means 演算法等，均可以

形成好的聚類。文獻[18]採用 Apriori 演算法，

挖掘出所有滿足最小支持度和最小信任度的

頻繁項，將每一個頻繁項作為一個聚類。對應

到超圖模型中，形成的聚類對應超圖中的超邊，

聚類內的資料項目為超邊所包含的節點。 

(2) 確定聚類的權重：聚類的權重即超邊

權值的大小依據聚類內資料項目間存在的關

聯規則平均信任度的大小來確定。規則的信任

度越大表示規則所包含的前件與後件關聯強

度越大，利用 Apriori 演算法挖掘出一個聚類內

所有存在的關聯規則，求和它們的信任度，再

求平均值，該平均值即作為超邊的權值。在超

圖模型中，用超邊所包含的節點間的平均關聯

強度的大小來表示超邊權值的大小。 

(3) 完善所形成的聚類。在非大量資料項

目的情況下，以上演演算法足以對資料項目進

行有效的聚類。然而，隨著大資料時代的到來，

越來越多的不同類別的資料彙集在資料庫裡，

當資料量或資料類別非常龐大的情況下，形成

的聚類數目（超邊個數）也會隨之增大，因此，

文獻[19][20]中， Karypis 提出了 HMETIS 演

算法，該演算法對超圖結構進行切割形成多個

子超圖，即對形成的聚類進行分群，形成不同

的子群。實驗證明 HMETIS 演算法可以挖掘出

高品質的聚類，並在 VLSI 應用中取得較好的

結果。文獻[18]進一步對形成的子群進行完善，

提出 Fitness(C)檢測標準和 Connectivity(v,C)檢

測標準。Fitness(C)檢測標準用來刷選出子群中

高 品 質 的 子 群 ， 即 強 關 聯 的 子 群 。

Connectivity(v,C)檢測標準用來剔除聚類內―壞‖

品質的資料項目，即關聯性較弱的資料項目，

而保留強關聯的資料項目。通過 Fitness(C)和

Connectivity(v,C)標準檢測得到的子群為高品

質的聚類切割。 

用超圖結構來表示聚類，同時對超圖結構

不斷完善以達到高品質的聚類是一種新穎的

思路。超圖結構克服了一般圖一對一關聯性的

局限性，用來表示多個資料項目之間的關聯關

係。這種多元關係以及其中隱藏著的重要資訊，

例如資料項目之間的關聯性，可以通過其他資

料採擷技術進行挖掘。 

2.3 超圖結構的關聯規則 

關聯規則挖掘是資料採擷研究中的奠基

石 [8]，諸多挖掘關聯規則演算法中，利用

Apriori 演算法挖掘關聯規則是最常使用的方

法。另外，由於挖掘出的關聯規則同時存在著

大量冗餘資訊，關於關聯規則的另一個研究重

點是如何對挖掘出的關聯規則進行精簡的問

題。文獻[15]提出了用有向 B 超圖的結構來表

示關聯規則，一條關聯規則用一條有向超邊表

示，T(E)節點集和 H(E)節點集分別用來表示關

聯規則的前件和後件，同時，賦予超邊權值為

該關聯規則的信任度大小。因此，使用 B 超圖

結構來表示關聯規則主要解決兩個目標問題。

(1)構造關聯規則的有向 B 超圖；(2)精簡關聯

規則，即刪除 B 超圖的逆向邊和迴圈邊。 

(1) 構造關聯規則的有向 B 超圖：在關聯

資料項目中任意找出一個資料項目作為目標

資料項目 G，利用 ARN 挖掘演算法挖掘所有

與目標資料項目 G 存在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關

聯規則，同時為該關聯規則構造相應的有向超

邊，並將有向超邊的權值賦予該關聯規則的信

任度。有向超邊指向目標資料項目 G，它作為

超邊的 H(E)節點集裡面的元素，超邊的 T(E)

節點集裡面的元素為該關聯規則的前件。由於

是基於 B 超圖結構，因此任意超邊的 H(E)節點

集裡面的元素個數為 1，即所挖掘的關聯規則

的後件必頇是唯一的。ARN(association rules 

network)挖掘演算法利用反覆運算挖掘的原理，

將當前 T(E)節點集裡面的元素作為下一個目

標資料項目，依次挖掘出所有相關的關聯規則，

同時構造出完整的 B 有向超圖。 

(2) 精簡關聯規則：構造 B 超圖的同時，

為每一個關聯資料項目賦予 Level 值，且定義

目標資料項目 G的 Level值為 0，即 Level(G)=0，

任 意 其 他 節 點 v 的 Level 值 定 義 為

L(v)=min{L(u)+1|e,v∈T(e)且u=H(e)}。因此，

構造出的任一超邊的Level(T(E))值應大於等於

Level(H(E))值，而 B 超圖中存在的逆向邊和迴

圈邊則出現 Level(T(E))值小於 Level(H(E))值

的情況，逆向邊和迴圈邊對應冗餘的關聯規則。

為了到達消除冗餘規則的目的，在演算法 ARN

中，所有逆向邊和迴圈邊不被構造，即不會出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663 AIT / CEF 2015



  

現冗餘規則的情況，達到精簡關聯規則的目

的。 

精簡後的 B 有向超圖稱為關聯規則網路

（ARN association rules network），其中所有節

點表示直接或間接關係的資料項目，利用超圖

的推理性質可以很容易的挖掘出資料項目之

間的間接關係，即隱藏著的關聯規則，具有重

要的意義。 

3. 基於超圖結構的大資料關聯規則

法 

在資料採擷的研究中，包含著高支持度

（Support）和高關聯度（Association）這兩個

重點部分，我們希望找出的關聯規則

（Association Rules）是存在於頻繁專案中的潛

在規則，所以才能是有用的規則，因此，著名

的 Apriori 演算法通過最小支援度的篩選，來捨

棄一些較低支持度的項目[8]。然而，在大量資

料的資料採擷中，若只依據一個最小支持度這

個門檻值來篩選，往往會因為門檻過高而把高

關聯度的規則誤砍了，或者為了怕誤砍有用規

則而降低門檻，又會導致過多冗餘的規則產生，

並且提高了複雜度。所幸，我們可以利用超圖

結構的特性，將高關聯度相關的頻繁專案以超

邊來表示，然後再利用超圖目前的一些研究成

果來幫忙篩選有用的關聯規則，如此，既可以

保留高關聯度的項目，又能降低計算的複雜度。

底下我們將詳細介紹本研究的方法。本研究分

三個步驟來完成資料庫中關聯規則的挖掘，其

一為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預處理，目的是從大

量資料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群聚，有別於傳

統群聚的演算法，這些候選的群聚間可能會是

有交集的，因此，群聚間的關聯資訊不會被捨

棄。其二是針對各候選的群聚進行局部關聯規

則挖掘，如此可以找出高支援度的關聯規則。

其三是關聯規則後處理，將挖掘出的關聯規則

再精簡。 

3.1 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預處理 

在資料採擷的過程中，聚類的作用就是將

資料集通過聚類演算法分成不同的組別或不

同的子集，使得在同一子集內的資料屬性相似

性最大或資料項目之間關聯性最大，使得不同

子集之間的資料屬性相似性最小或資料項目

之間關聯性最小。因此，聚類預處理將大量相

關資料項目預先聚集在一起，這有助於下一階

段更快更準確的進行局部關聯規則的挖掘。 

(1) 確定演算法形成不同聚類 

著名的 Apriori 演算法通過預設最小支援

度和最小信任度的閾值可以很有效的挖掘出

大量資料項目中的頻繁資料項目，頻繁資料項

目的數量隨著最小支持度和最小信任度的降

低而增多，隨著最小支持度和最小信任度的增

大而減少。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同樣採用

Apriori 演算法進行頻繁項的挖掘，確定支持度

和信任度的最小閾值，挖掘出資料庫中所有滿

足閾值的頻繁項集。每一個頻繁項集為一個聚

類，頻繁項集中的頻繁項為聚類中的資料項

目。 

例如，如圖 2 所示：利用 Apriori 演算法挖

掘出頻繁多項集{A, B}，{B, C}和{C, D, E}。

它們分別形成不同的聚類，用 I1、I2和 I3來表

示這三個聚類，I1內包含資料項目 A 和 B 意味

著資料項目A和B之間存在著關聯關係，同理，

資料項目 B 和 C 也存在關聯關係，聚類 I1,I2

同時包含資料項目 B，說明聚類 I1和聚類 I2之

間也存在著關聯關係。 

 
 

圖 2  利用 Apriori 演算法形成不同聚類 

 

(2) 確定聚類的權重 

聚類的權重可以由該聚類內資料項目的

支援度或信任度來決定。若使用信任度來表示

聚類權值，它表示資料項目之間的緊密程度，

聚類內資料項目的局部緊密程度不能反應其

在全域資料項目中的重要程度，因此，我們不

採用信任度作為聚類權重。相反，資料項目的

支援度反應的是全域的概念，它能標記出該資

料項目在全域資料項目中是不是高頻出現的

項集，而往往高頻出現的資料項目集在實際應

用中更為普遍也更為重要，因此，我們採用資

料項目集（頻繁項集）的支援度來標記聚類的

權重，權重越大表示該聚類所包含的資料項目

也即頻繁項，在所有資料項目中一起出現的頻

率越大，是高頻出現的資料項目；權重越小表

示該聚類所包含的資料項目在所有資料項目

中一起出現的頻率越小，是低頻出現的資料項

目。 

例如，頻繁項集{A，B}、{ B, C}和頻繁項

集{ C, D, E}的支持度分別為 0.6、0.5 和 0.3。

則它們形成的聚類 I1、I2和 I3的權重大小分別

為 I1=0.6， I2=0.5，I3=0.3。 

I1 A 

 
B 

 
E 

 

D 

 
C 

 

I2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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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聚類子群 

Apriori 演算法挖掘出的頻繁項作為聚類，

在非大量資料情況下，以上步驟可以挖掘出好

的聚類，即提高支援度的大小挖掘出高頻出現

的聚類。但在大量資料情況下，挖掘出的聚類

數目仍然會過多，且挖掘出的資料項目之間關

係太細化，不能在較短時間內找出有用的資訊。

為了挖掘出明顯的且強關聯性的聚類，文獻

[19][20]提出了 HMETIS 演算法，該演算法是

在高維度資料項目集的基礎上，對基於超圖結

構的聚類進行切割，形成多個子超圖，即對聚

類進行分群，形成不同的聚類子群，使得每個

子群所包含的資料項目之間的關聯關係最大，

而不同子群之間的資料項目關聯最小，從而挖

掘出強關聯性的資料項目集。 

然而，如果在此處硬將每個子群切割開來，

群與群間的聯繫訊息將會遺失，因此，研究基

於 HMETIS 演算法的切割思想，提出修改的方

法，詳細步驟如下。 

步驟一：建立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在一

個無向超圖 H=（V，E）中，所有經 Apriori

演算法挖掘出的頻繁項集對應的聚類集 I={I1，

I2，… Ii …，In}，用超邊 E={e1，e2，… ei …，

en}中元素 ei表示聚類集中的聚類 Ii，超邊 ei所

包含的節點對應聚類 Ii內的資料項目，超邊 ei

的權值用聚類 Ii的權重（支持度）來表示。 

如圖 3 所示，聚類集中有四個聚類{ I1，I2，

I3，I4}，I1={A，B}, I2={B，C}，I3={C，D，

E}，I4={F，G}，它們的聚類權重分別為 0.6，

0.3，0.5，0.6。於是，分別構造超邊{ e1，e2，

e3，e4 }來表示這四個聚類，並賦予超邊權值的

大小分別為聚類的權重大小。例如權值

W(e1)=0.6 表示 e1所包含的節點 A 和 B 一起出

現的頻繁概率為 0.6。
 

 

 

 

 

 

 

圖 3  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 

 

步驟二：切割思想。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

有兩種情況存在：一，聚類所形成的超邊獨立

存在，與其他超邊無交集，如圖 3 中 e4，這種

情況的超邊也稱為子群，不需要對其進行切割；

二，聚類所形成的超邊有交集的情況，如圖 3

中 e1，e2和 e3，這是我們需要切割的物件，即

為有交集的超邊。我們切割的目的是為了降低

Apriori 演算法形成的聚類集的複雜度，並且盡

可能劃分出高頻且高關聯度的群聚。我們採用

以下切割思想對其進行切割，用最小資訊丟失

代價，確保較大程度的降低聚類集的複雜度。

在超圖的理論中，最小切割（Minimum Cuts）

代表著讓超圖非連通（Disconnect）的最弱超

邊，因此我們可以利用現有演算法來達成切割

的目的。我們針對相互有交集的超邊，設定切

割線的閾值為其中權值最小的權值大小，對最

小權值的超邊做一次切割，最小權值的超邊便

被刪除，相連的集群就被一分為二形成兩個新

的集群。然而，新產生的兩個集群裡面的節點

除了包含原本的資料項目之外，還可能包含被

切割超邊中的資料項目（非交集資料項目），

該資料項目與交集資料之間存在高信任度的

關係，即強關聯性的資料項目會被保留在新的

集群內，而被刪除的資料項目均為低支持度與

低信任度資料項目。 

如圖 4 所示，e4是獨立超邊，不需要對其

進行切割。存在交集的超邊有 e1，e2和 e3，對

權值最小的超邊做一次切割，形成一條切割線，

如下圖所示。若被切割的超邊 e2所包含的節點

B 和 C 之間存在關聯規則 B->C 和 C->B（圖中

虛線所示），但前者的信任度值達到 0.9，而後

者信任度值只有 0.2，假定信任度閾值為 0.5，

表示資料項目之間是強關聯性。對於超邊 e1來

說，與超邊 e2的交集資料項目 B 有強關聯性的

資料項目 C 要同時被保留在 e1中，即形成了新

集群 e11={A，B，C}。對於超邊 e3來說，由於

關聯規則 C->B 的信任度 0.2 低於信任度閾值

0.5，則認為這條規則較弱，因此，與超邊 e2

的交集資料項目C存在弱關聯性的唯一資料項

目 B，不會被保留在 e3中。由於經過一次切割

後，圖 4 中基於超圖結構的簡單聚類便不再出

現交集的情況，則停止切割，最終形成的新集

群為圖 5 所示。 

步驟三：基於超圖結構的大量聚類情況下，

分別針對各個有交集的超邊，即兩條或多條超

邊共同包含一個或多個節點，重複做步驟二的

動作。依據相交的超邊中最小超邊權值的不同，

不斷調整切割線的閾值，反覆運算的進行切割

F  G 

W(e4)=0.6 

W(e1)=0.6 

A 

 
 

B 

 
 

E 

 
 

D 

 
 

C 

 
 

W(e2)=0.3 W(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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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直到達到切割總次數或滿足結束條件，

使得最終切割出的新集群中包含的資料項目

不僅是高頻出現的而且是強關聯性的，停止切

割。 

以上完成了挖掘關聯規則的基於無向超

圖的聚類預處理，在大量資料存在的情況下，

經過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預處理，使得大量高

頻且強關聯的資料項目聚集在同一個聚類中，

為後續進行關聯規則的挖掘提供了高品質的

資料樣本，有助於在局部範圍內，即單個聚類

中，更快更精確的挖掘出資料項目之間有價值

的關聯規則。 

 

 

 
 

 

 

 

 

 

 

圖 4  切割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 

 

 

 

 

 
 

 

圖 5  切割後的新集群 

 

3.2 局部關聯規則挖掘 

資料庫中的資料經過 3.1 章節的聚類預處

理，各候選群聚裡的資料項目高度相關，隱藏

了大量關聯規則。為了確保挖掘出的關聯規則

具有完整性，精簡性以及推理性，本文採用基

於 B 超圖（Backward Hypergraph）結構來構造

關聯規則網路（ARN association rules network）

[15]，並按照如下兩個步驟實現局部關聯規則

的挖掘：一，應用 Apriori 演算法挖掘出各候選

群聚內的關聯規則；二，針對單個候選群聚，

確定目標結論，依據目標結論構造基於 B 超圖

的關聯規則網路（ARN）。 

(1) Apriori 演算法 

Apriori 演算法挖掘頻繁項的過程中有兩

個重要的參數。一是支援度（support），給定

一個交易資料庫 D，I={I1,I2,…,Im}是資料項目

的集合，每筆交易是 I 的非空子集。X，Y 分

別是兩筆交易，關聯規定義 X->Y 的支援度是

在交易資料庫 D 中同時包含交易 X 和 Y 的交

易集占所有交易的百分比，即概率 )( YXf  。支

援度表示規則的頻繁程度，其中，最小支持度

用 Min_sup 表示。二是信任度（confidence），

定義X->Y的信任度是D中已經含有X的情況

下，同時含有 X 和 Y 的交易占所有包含 X 的

交易的百分比，即條件概率 )(/)()|( XfYXfXYf  ，

信任度表示規則的強度，其中，最小置信度用

Min_conf 表示。 

遍歷資料庫中的所有資料項目，找出支持

度大於Min_sup的所有頻繁 1項集L1。若L1 非

空，由 L1 產生長度為 2 的候選項集合 C2，遍

歷資料庫中所有交易 t, 找出 t在C2中的全部子

集Ct, 對於Ct 中的每一個長度為2的候選項集

c, 令 c 的計數加 1。當掃描交易資料庫一遍後, 

篩選出候選項集合C2中所有計數滿足Min_sup

的項集，組成了長度為 2 的頻繁項集。重複以

上步驟，找出所有頻繁3項集，頻繁4項集，…，

頻繁 k 項集，直到沒有頻繁項集產生。具體演

算法如下： 

Ck: 長度為 k 的候選項集； 

Lk : 長度為 k 的頻繁項集； 

L1 = {頻繁 1 項集}； 

for (k = 2; Lk-1 !=; k++) do begin  

    頻繁項集 Lk-1產生候選項集 Ck; 

for all t∈D do begin 

     Ct = subset ( Ck,t )      

for all c∈ Ct do  

          c.count++;   

end  

Lk = { c∈ Ck | c.count ≥ Min_sup } 

   end  

return k L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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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候選項集產生的過程被分為連接與

剪技兩個部分。一，自連接。Lk-1 通過自連接

Lk-1∞Lk-1產生候選 k 項集，記做 Ck。二，剪枝。

Ck中的項集不一定都是頻繁的，但是所有的頻

繁 k 項集都包含在 Ck中。掃描資料庫 D，利用

Lk-1剪掉 Ck中的非頻繁項, 並找出所有支持度

大於 Min_sup 的項集，從而確定 Lk。具體演算

法如下： 

步驟一： 自連接 Lk-1  

insert into Ck 

select p.item1, p.item2, …p.itemk-2, p.itemk-1, 

q.itemk-1  

from Lk-1 p, Lk-1 q 

where p.item1=q.item1, …, 

p.itemk-2=q.itemk-2, p.itemk-1 < q.itemk-1； 

步驟二：對 Ck進行剪枝 

for all itemsets c in Ck do 

for all (k-1)-subsets s of c do 

if (s is not in Lk-1) then  

delete c from Ck；  

因此，經 Apriori 演算法挖掘出的頻繁項集

中，項集 X 是頻繁項集 Lk的必要條件是 X 中

的所有 k-1 子項集均在 Lk-1中出現。若存在任

一 k-1 子項集非 Lk-1中項集, 則 X 不是頻繁項

集。 

例如，頻繁 2 項集 L2為{1，2}、{1，3}、

{2，3}和{2，5}，經過步驟一自連接得到候選

3 項集 C3為{1，2，3}、{2，3，5}。在步驟二

對 C3進行剪枝的時候會將項集{2，3，5}刪除，

因為{2，3，5}的子集{3，5}沒有出現在頻繁 2

項集 L2中，因此頻繁 3 項集 L3為{1，2，3}。 

(2) 構造基於 B 超圖的關聯規則網路

(ARN association rules network) 

在 3.1 章節中，Apriori 演算法的主要目標

是挖掘出高支援度的頻繁項集，在本章節中，

Apriori 演算法的主要目標是在高支援度的頻

繁項集中挖掘出高信任度的關聯規則，即我們

所需要的強關聯性的規則，而不是僅僅滿足最

小支持度與最小信任度的標準。構造基於 B 超

圖的關聯規則網路（ARN）的目的是為了將規

則結構化，利用圖形結構特有的推理性質推導

出其中隱藏的重要資訊，挖掘出潛在的有價值

的關聯規則；另一方面，Apriori 演算法所挖掘

出來的關聯規則仍然避免不了冗餘資訊的存

在，構造 ARN 的同時，冗餘資訊也被結構化，

再利用超圖的性質來消除結構化的冗餘資訊

會簡便的多。 

考慮到挖掘出的關聯規則需要基於B超圖

結構，我們只挖掘單一後件的關聯規則。例如

{A，B} -> C 是滿足條件的關聯規則，而{A，

B} -> {C，D}不是所需的關聯規則。 

針對各候選群聚，通過調整 Min_conf 門檻

值，上述的 Apriori 演算法可以成功的挖掘出其

中高信任度的關聯規則。例如，挖掘出的規則

如下： 

規則： 

r1：沒有移民過->工資低於 5w 

r2：性別為女性，年齡小於 75 歲->沒有移

民過 

r3：沒有移民過->性別為女性 

r4：農村戶口->工資低於 5w 

r5：農村戶口->性別為女性 

針對上例構造基於B超圖的關聯規則網路。

首先確定目標結論，如上例中確定目標結論為

―工資低於 5w‖， 依據目標結論構造基於 B 超

圖的關聯規則網路，一條關聯規則用一條有向

超邊 e 表示，T(e)節點集和 H(e)節點集分別用

來表示該關聯規則的前件和後件，同時，賦予

超邊權值為該關聯規則的信任度大小。所構造

的 ARN 如圖 6 所示。

 

 

 

 

 

 
 

 

 

 

圖 6  B 超圖構建示意圖 

 

可以看出，規則 r1單獨出現的時候並不符

合實際的情況，是由於缺少資訊的完整性，而

在 B 超圖結構中，規則 r1和規則 r2作為兩條形

成推理路徑的超邊先後呈現出來，清晰明瞭的

表達了規則所傳遞的完整資訊，推導出的結論

更具說服力。注意到，―沒有移民過‖經規則 r1

直接推導出目標結論―工資低於 5w‖，也可以通

過規則 r3，r2，r1間接推導出目標結論，這就出

r2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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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冗餘資訊/冗餘規則的情況。為了使所挖掘

出來的規則完整、準確和精簡，我們會選擇保

留推導出目標結論次數最少的規則並且刪除

導致冗餘資訊存在的冗餘規則，如上例，規則

r3被刪除，保留規則 r1。 

3.3 關聯規則後處理 

關聯規則後處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消除

冗餘規則。在過去的研究中就有學者提出了構

造 ARN 以及對其精簡的具體演算法[15]。依據

目標結論，構造出基於有向超圖的關聯規則網

路，冗餘規則在 B 超圖中則以迴圈邊和逆向邊

存在，因此，可以通過進行局部裁剪，刪除 B

超圖中的迴圈邊和逆向邊，達到消除冗餘規則

的目的。精簡過的 B 超圖結構能更好的表達關

聯規則的完整性、精簡性和推理性，推理結論

往往是隱藏著的最有價值的關聯知識。 

如圖7所示，確定規則集R和目標節點G，

我們可以先對每個節點賦予 Level 值，設定目

標節點 G 的 Level(G)=0，然後根據路徑長度的

計算標記其他節點的 Level 值，例如

Level(E)=0.75，Level(C)=1.55，Level(B)=2.15，

他也代表從 E、C 和 B 結點到 G 結點的最短路

徑各為 0.75、1.55 和 2.15，由此我們就可以利

用Level值來定位各節點的順序關係。顯然的，

建立的 B 超圖中，所有超邊的頭結點的 Level

值都會小於尾結點的 Level 值，即滿足

Level(H(e))≤Level(T(e))，任一不滿足該條件的

超邊即為逆向邊，可以被捨棄。例如圖 7 中超

邊 e6是一條逆向邊，超邊 e6對應的規則便不被

構造，即進行了刪除冗餘規則的動作，最終構

造出精簡的關聯規則網路（ARN）。 

 

 

 

 

 

 

 

精簡後的B超圖中的路徑可以用來推理隱

藏著的關聯規則，這些關聯規則往往是最具有

價值的部分。例如在超圖模型中，Level 值最

大的節點和目標節點之間的關聯關係通過推

理路徑得到，並且它們之間的關聯強度可以通

過超邊上的權值運算得出，超邊上的權值即關

聯規則的信任度值。關聯強度計算公式有如式

(1)、(2)所示，其中，weight()函數表示規則推

導的可信度大小，即規則所涉及的資料項目之

間的關聯強度大小，Info()函數表示規則獨立性

的大小，同樣用來可以表示資料項目之間的關

聯強度的大小。函數數值越大，表明資料項目

間的關聯性越強；函數數值越小，表明資料項

目間的關聯性越弱。 

( ) log( ( ))
i

ip
weight p conf

e e
    (1) 

Info(p)= - ( ) log( ( ))
i

i ip
conf conf

e e e (2) 

最後，基於 B 超圖的關聯規則網路是針對

單獨聚類內的資料項目局部構造而成，因此，

相對全域資料項目來說，挖掘局部資料項目中

關聯規則的時間複雜度由原來的 O(n2)降低為

O(n/k)2，n 為資料項目個數，k 為聚類個數。聚

類越精確，k 值越大，局部關聯規則挖掘時間

複雜度越小。另外，由於局部資料項目之間的

關聯程度遠遠高於全域資料項目之間的緊密

程度，挖掘出的關聯規則也更精確，更具有利

用價值。 

4. 實例說明 

本節將以一個簡單的商品交易資料來說

明我們提出來的聚類和關聯方法。為了促進商

品銷售，增加盈利。我們常需要分析不同類別

商品之間的關聯性，從而可以採取調整物品擺

放位置或捆綁銷售等策略。為此我們從某商場

2013_sales 事實表中提取自生活日用商品專案

的資料樣本，如表 1 所示。

圖 7  基於有向超圖的規則構建示意圖 
 

表 1  2013_sales 生活日用商品項目 

聚類 主要商品類別及比例 主要交易商品 交易比例 

1 休閒食品（54%） 休閒食品，日用百貨 44.8% 

2 日用百貨（62%） 休閒食品，沖飲品 31.9% 

3 沖飲品（34%） 沖飲品，乾果食品 62% 

4 煙酒（31%） 煙酒，休閒食品，日用百貨 47% 

5 針紡（33%） 針紡，日用百貨 30.3% 

6 乾果食品（30%） 乾果食品，日用百貨，沖飲品 28.8%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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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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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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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零件用品（22%） 零件用品，電子用品 23.1% 

8 電子用品（35%） 零件用品，電子用品 23.1% 

9 高科技產品（23%） 高科技產品 23% 

 

表 1 中主要商品類別分為休閒食品、沖飲

品、糧油、日用百貨、電子產品等。利用 Apriori

演算法挖掘結果顯示聚類數 9 。設置

Min_sup=20%，Min_conf=20%，挖掘處理結果

顯示顧客購買最頻繁的商品類別基本上以日

用百貨(62%)和休閒食品(54%)為主。為了方便

舉例說明，我們針對其中零件用品、電子用品

和高科技產品三個商品類別，利用本文提出的

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形式顯示如圖 8 所示。圖

8 中，零件用品 L(22%)、電子用品 D(35%)和

高科技產品 G(23%)三個類別的商品聚類 L、聚

類 D 和聚類 G，利用超圖結構來表示，分別用

超邊 e7，e8和 e9表示這三個聚類，超邊內所包

含的資料項目即商品項目，超邊的權值被賦予

這三個商品類別的比例數值，即支持度的大小，

分別為 e7=22%，e8=35%，e9=23%。 

 

從表 2 可以看出，零件用品和電子用品存

在共同的商品專案電子鎖和遙控器，即聚類 L

中的 L7和 L8與聚類 D 中的 D10和 D5是同樣的

商品。聚類 G 由於是獨立聚類，與其他聚類沒

有交集，因此不採用切割演算法對其進行切割，

針對有交集項目的超邊 e7和 e8，採用本文提出

的切割思想來做聚類預處理的過程，切割其中

權值最小的超邊（如圖 9 所示）即將支持度較

弱的超邊刪除掉，但是同時將其中與交集資料

項目目有強關聯性的資料項目（非交集資料項

目）保留下來，確保有價值的關聯規則不會被

刪除，如圖 9 中紅色標記所示。儘管非交集資

料項目目之間仍然可能存在高關聯度關聯規

則，但是由於它們是低頻出現的且與其他聚類

資料項目無關聯或弱關聯，研究價值不大，因

此不被保留。 

 

 

 

 

 

 

 

 

 

 

 
圖 8  聚類 7,8,9 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形式 

 

表 2  零件用品、電子用品和高科技產品專案 

聚類 主要商品類別及總數 商品項目及件數 

7 零件用品 L(698) 

刹車盤 L1(50)，氣缸蓋 L(40)，連接杆

L3(15),曲軸 L4(23)，電池 L5(120)，防火

器材 L6(100)，電子鎖 L7(150)，遙控器

L8(70)，音響元件 L9(130) 

8 電子用品 D(1110) 

電扇 D1(176)，洗衣機 D2(92)，電冰箱

D3(114)，電視 D4(64)，遙控器 D5(70)，

電子體重秤 D6(150)，微波爐 D7(90)，

空調 D8(54)，清潔電器 D9(150)，電子

鎖 D10(150) 

9 高科技產品 G(730) 

智能表 G1(150)，數碼攝像機 G2(125)，

智能手機 G3(166)，高倍望遠鏡 G4(74)，

多功能數位筆 G5(45)，ipad G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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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預處理 

 

圖 9 中，選擇最小權值的超邊 e7=22%做切

割動作，超邊 e7便被刪除。由於 e7所包含的商

品電池(L5)、音響元件(L9)分別與交集部分的商

品電子鎖(L7)、遙控器(L8)存在強關聯性，因此，

會被保留在新的聚類 e8*(以虛線表示)。對所有

基於超圖結構的聚類經切割演算法做過預處

理步驟後，所形成的聚類均是高頻出現的商品

項目集。 

隨後，針對單個聚類商品集，例如聚類e8*，

利用第3章節敘述的Apriori演算法挖掘其中高

信任度的關聯規則。首先，確定目標節點專案，

如下例所示目標節點專案為 D5（遙控器），根

據目標節點專案挖掘出所有滿足 Min_conf=0.5

的相關規則集{r1,r2,r3,r4,r5,r6}，由此構建基於 B

超圖的關聯規則網路(ARN)。圖 10 中，規則 r5

和規則 r6作為逆向邊，在構造 ARN 的時候會

被當做冗餘規則剔除掉，用虛線表示。精簡後

的 ARN 可以通過路徑推理過程挖掘出其中任

意節點專案之間的關聯關係，例如 D7(微波爐)

與 D5(遙控器)之間的關聯關係可以通過超邊權

值（即信任度大小）計算得出： 0.9× 0.8 ×

0.78=0.56，由此發現微波爐與遙控器之間隱藏

的關聯關係。 

例： 

r1: D4(電視)      D5(遙控器) 

r2: D3(電冰箱)，D10(電子鎖)     D4(電視) 

r3: D7(微波爐)      D3(電冰箱) 

r4: L5(電池)      D5(遙控器)  

r5: D5(遙控器)     D3(電冰箱) 

r6: L5(電池)      D10(電子鎖) 

 

 

 

 

 

 

 

 

 

 

 

 

 

圖 10  基於超圖結構的關聯規則網路 

 

此時，所有規則既是高頻出現又是高度相

關的規則，將這些關聯規則構造成基於 B 超圖

的關聯規則網路，利用推理路徑挖掘其中隱藏

的關聯規則，實驗證明，該方法能有效的找出

高相關度的商品專案集，有利於商場管理人員

根據分析結果調整行銷策略。 

5. 結論 

本文通過超圖結構清晰呈現出不易被挖

掘的資料項目之間的關聯關係。大量資料項目

經過基於無向超圖的聚類預處理，將緊密關聯

的資料項目聚集在同一個聚類，為後續挖掘高

品質的關聯規則提供了好的資料樣本，同時也 

降低挖掘關聯規則的時間複雜度。和傳統的規

則形式相比較，基於超圖結構的關聯規則是一

種新穎、有效的規則表達形式，它不僅表達了

規則的整體性和精簡性，還利用圖形中推理路

徑的性質來挖掘隱藏的規則，因而又具有推導

性。和傳統的挖掘方法相比較，由於是進行局

部關聯規則的挖掘，並且在局部範圍內對規則

進行精簡，局部刪除的資料項目不會對全域資

料項目造成影響，因而更具靈活性。 

在未來研究中，我們將針對相關參數的最

佳化進行研究，例如用來篩選群聚的閥值，閥

值的高低影響著聚類的多寡，在不同的應用中，

他將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另外，有些隱藏

的強關聯性鏈結可能也存在較低頻的項目集

中，我們也將研究如何保留這一些低頻卻重要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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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資料探勘技術提升藥廠健保藥品銷售 

 

 

摘要 

台灣各製藥廠因健保藥價逐年調降、

製造設備投入、人事薪資遞增、競爭藥廠

增加等因素，必需增加健保藥品的銷售量。

面對健保藥品銷售競爭日益劇烈的環境，

想要客戶花錢採購藥品，必需要了解客戶

購買藥品考量的因素。與中部藥廠多位資

深業務人員訪談後，發現通路客戶採購藥

品考量的主要因素有藥品單價、數量、和

銷售單合計金額等。本研究使用這些因素

為項目，利用資料探勘技術中的模糊歸屬

度函數找出客戶購買藥品規則，再以關聯

法則分析探勘各客戶購買各項藥品與影響

因素關聯規則表，幫助藥品銷售人員能藉

此關聯規則表，找出有價值健保藥品組合，

再推薦給客戶增加藥品銷售業績。最後再

以中部某藥廠提供的客戶採購資料為範本，

實際探勘出有價值健保藥品組合以嘉惠其

藥品銷售業績。 

關鍵字：健保藥品、模糊歸屬度、Apriori

演算法、關聯法則分析、資料探勘 

 

Abstract 

Due to the factors of NHI drug price 

cut year after year, manufacturing equip-

ment investment, personnel salary increment,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in the pharma-

ceutical, Taiwan's various pharmaceuticals 

need to increase the sales of health care 

medicines. Faced with an increasingly com-

petitive environment of health care drug 

sales,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onsidered 

factors of customer purchasing medicines if 

we want customer spending money to buy 

medicines. After interviewing with some 

senior business managers of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in the middle area of Taiwan, we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s of pathway cus-

tomers to purchase medicines are drug price, 

quantity, and total amount of sales order. 

With these factors, this research uses fuzzy 

attribution function of data mining technique 

to identify rules of customer buying drugs. 

Then applying association rule analysis to 

mine the associated rule table of customer 

purchasing drugs and influence factors. This 

associated rule table can help drug salesper-

son to find out the combination of valuable 

healthcare drugs for recommending to cus-

tomers to increase drug sales. Finally, with 

the customer purchase data of a pharmaceu-

tical factory in the middle area of Taiwan as 

an example, we physically mine out some 

combinations of valuable healthcare drugs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of drug sales. 

Keywords: NHI drug, Fuzzy attribution de-

grees, Apriori algorithm, Association rule 

analysis, Data mining. 

1. 前言 

 全民健保開辦至今，已成為國內最重

要的社會保險制度，民眾皆能得到充分醫

療健康照護服務。103 年衛生福利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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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署業務執行報告指出，102 年我

國健康保險的醫療費用達到 4,919.02 億元，

103年 4月底共有特約醫療院所 20,416 家

門診申請健保給付，近年來所申請點數[1]

從 100 年 3,481.1 億點，101 年 3,598.3 億

點 直到 102 年 3,811 億點[2]，申請健保給

付逐年提升，健保醫療市場有逐年成長趨

勢。台灣自 72 年公告實施 GMP 制度，至

今因健保藥價補助年年調降以至於藥廠利

潤逐年減少。衛福部規定藥廠於 104 年 1

月 1 日後須符合「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

織」(簡稱 PIC/S)之製造標準(GMP)後，方

可在台製造及販售藥品。PIC/S GMP 進ㄧ

步規範藥廠應有防止藥品污染的廠房與製

程設計、建立品質管理與品質保證之系統、

有效督導與確效作業[3]，使每次製造出來

之藥品品質有一致性。 

藥廠劑型藥品製程符合 PIC/S GMP，

健保署會將該藥品之支付價格調升至同成

分、同劑型、同規格藥品最高價之80%[4]。

台灣各大藥廠為了能夠將藥品打入健保市

場，投入巨資改善軟硬體設施來符合 PIC/

S GMP 規定，至今已有 100 家藥廠通過 P

IC/S GMP 認證[5]，但藥價補助金額與項

目逐年調整，藥廠藥品銷售競爭也日益劇

烈。所以製藥產業在面對不斷投資更先進

之製藥設施時，更會重視藥品行銷業績。

由「線上消費者再購行為的實徵研究」[6]

一文中指出，開發一個新顧客代價是留住

一個現有顧客的五或六倍。因此了解顧客

實際需求才能讓顧客有再購行為，藥廠如

何爭取這塊健保藥品大餅商機，必需了解

客戶購買該藥廠藥品考慮因素。 

藥廠藥品銷售診所與藥局兩通路銷售

金額比例分別是 65%與 35%，顯然診所通

路是藥廠潛在的大客戶，掌握診所通路獲

利效果比較高。所以本研究主要焦點擺在

診所通路藥品促銷上。然而藥品行銷面臨

幾個問題必須解決， (1)新進業務人員對

於舊有診所客戶需求藥品習性並不了解，

以至於推薦給客戶的藥品與客戶期望的會

有所落差。(2)業務人員在開發新客戶時，

常無法掌握該通路客戶實際需求藥品為何。

(3)業務人員推銷藥品給客戶時，無法能夠

即時訂出所販售藥品適當單價。本研究發

現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因此與中部一家藥廠合作，促進提高其在

診所藥品販售業績。整理出診所採購藥品

考慮三個主要因素：單價、數量、銷售單

合計金額。再從該藥廠的銷售資料中整理

出診所購買健保藥品的規則，並以相關方

法找出有價值藥品來推銷給診所。 

2. 文獻探討 

以往關於藥品銷售資料的文獻部分，

[7]一文提到診所醫師（買方）對藥品購買

影響關鍵因素有產品療效、包裝、價格、

促銷、通路、新的藥品等因素。[8]一文中

提到以藥局採購供應鏈角度討論訂購藥品

排程問題。[9]一文有提到銷售效能評估指

標，分類為顧客績效和銷售財務績效兩個

層面等。[10]一文中提到以資料庫探勘分

析顧客特性，達到節省成本與建議行銷方

式來獲取最大利潤論。以上文獻都未提出

生產健保藥品藥廠對通路客戶銷售資料探

勘出對顧客有價值健保藥品，並以此為依

據做相關方面研究。 

2.1 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Data Mining, DM)[11]的技

術是使用分類、關聯性、序列分析、群集

分析以及各種統計方法，將未經過處裡的

龐大資料，以資料探勘技術找出特殊性或

功能性資訊。故運用資料探勘技術，就成

為企業及組織知識探勘、運用與管理的重

要工作。所以資料探勘對於研究領域與實

務操作而言，是一門兼具問題、理論、與

方法的學問，可以協助使用者在龐大資料

堆中找出需要資料。 

2.2 關聯規則分析 

關聯規則[12]分析用 LHS→RHS（Left 

Hand Side → Right Hand Side）來表達，

LHS 代表在關聯規則中左邊的項目，RHS

則是代表右邊的項目，而且 LHS 跟 RHS

項目沒有任何交集，是完全獨立的項目。

LHS→RHS 這條關聯規則即是表示，在交

易資料中，買了 LHS 這個項目的顧客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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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買 RHS 這個項目。要找出交易資料中有

用關聯規則，主要計算過程即是反覆去衡

量交易資料中的兩個指標：支持度

（Support）跟信賴度（Confidence）。支持

度[13]指在所有的交易資料筆數中，商品

出現的機率有多少。如公式(2.2.1)所示，

LHS 出現筆數佔據所有筆數的百分比。如

公式(2.2.2)所示，LHS 與 RHS 一起出現筆

數佔所有筆數的百分比，S 為支持度，P

為機率。 

𝑺(𝐿𝐻𝑆) = 𝑷(𝐿𝐻𝑆)………………….(2.2.1) 

𝑺(𝐿𝐻𝑆 → 𝑅𝐻𝑆) = 𝑷(𝐿𝐻𝑆 ∩ 𝑅𝐻𝑆)…(2.2.2) 

信賴度[13]指在所有出現 LHS 項目交易資

料中，同時也會出現 RHS 的資料比例有多

少，如公式(2.2.3)所示，C 為信賴度，P

為機率。 

𝑪(𝐿𝐻𝑆 → 𝑅𝐻𝑆) = 𝑷(RHS|LHS) 

    = 𝑷(𝐿𝐻𝑆 ∩ 𝑅𝐻𝑆)/𝑷(𝐿𝐻𝑆)….…(2.2.3) 

關聯規則探勘程序步驟如下[12]：(1)

定義資料庫中所有可能的項目組合。(2)計

算所有項目組合在資料庫中出現的次數與

支持度。(3)定義最小支持度及最小信賴度。

(4)將通過最小支持度及最小信賴度篩選

的法則過濾出來即是分析結果。(5)解釋關

聯法則分析結果與應用。 

2.3  Apriori 演算法 

 關聯規則過程主要分成以下兩個階

段：第一階段先找出滿足最小支持度的項

目組，這些滿足最小支持度的項目組，稱

之為高頻項目組(frequent itemsets)，若一

個項目組包含 k 個項目，則稱之為 k-項目

組(k-itemsets)，以 itemsetk 表示之，若某

k-項目組滿足最小支持度，則稱之為高頻

k-項目組(frequent k-itemsets)，以 frequentk

表示之。第二階段以最小信賴度為條件，

計算高頻項目組所形成的關聯規則，若滿

足最小信賴度，則關聯規則成立。如同[14]

與[15]所介紹，為了減少產生大型項目集

所花費的計算時間，Apriori 演算法使用一

個重要概念來減少搜尋空間，提到對是否

成為候選項目組的判斷方式，計數兩個不

同 itemsetk-1 組合形成相同 itemsetk之 k-項

目組滿足最小支持度的概念，設計一個有

效率 Apriori 演算法探勘關聯規則。Apriori

演算法步驟如下：[16]  

(1) 找出 frequentk-1，k>1，若為 Ø ，則停

止執行。 

(2) 由步驟(1)中 frequentk-1 組合任 k 個有

k-1 項目形成 itemsetk。  

(3) 運算由步驟(2)所找出的 itemsetk，其

組合的出現次數。  

(4) 再檢查由步驟(3)所擷取的 itemsetk 是

否滿足最小支持度，若符合就成為

frequentk，否則就刪除。  

(5) 計算 frequentk 所形成的關聯規則，若

滿足最小信賴度，則關聯規則成立。 

(6) 跳至步驟(1)找 frequentk+1，直到無法

產生高頻項目組為止。 

(7) 最後 frequentk-1 中任兩個以上組合項

目，計算形成的關聯規則信賴度是否

滿足最小信賴度者，否則就刪除。 

2.4 模糊關聯法則 

 近年來模糊理論(Fuzzy theory)[17]因

較符合人類思考模式，已廣泛應用在人工

智慧的研究上。相較於傳統的邏輯性，模

糊邏輯屬於多元邏輯，也就是除了真或假

之外還允許許多漸進的值。舉例來說，假

設現在薪水有2個人1萬、3個人2萬5千、3

個人3萬和2個人4萬5千，請問有幾個人屬

於高薪？這個答案就很難確定，因為每個

人高薪認知不同，因此在這例子中，傳統

明確邏輯概念就不適合，而模糊理論就是

專門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透過上述的模糊理論概念來對傳統集

合觀念做個延伸而產生了模糊集合，而模

糊集合也是模糊理論當中重要元素之一，

因此本節將介紹模糊集合的一些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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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合定義如下，在U內的元素x，有對

應到一個介於0至1之間的數值μA(x)，所

有x所成的集合就是一個模糊集合A，其中U

為論域、μA為歸屬度函數，模糊集合A表

示如下：𝐴 = {(x, μ𝐴(x))|x ∈ U}。 

由於模糊集合可以視為傳統集合的擴

充，因此模糊集合也具有傳統集合的運算

性質，例如包含、相等、交集、聯集等。

令 A、B 為 U 的兩個模糊集合，而歸屬度

函數分別為μA、μB，A、B 表示如下：A 

={(x,μA(x))│x∈U}，B ={(x,μB(x))│x∈U}。

模糊理論除了標準運算外，還有其他常見

的代數積方法，如公式(2.4.1)。 

μ𝐴∩𝐵(x) = μ𝐴(x) × μ𝐵(x)    x ∈ U  ….(2.4.1) 

歸屬度函數可以對模糊集合進行量化

來描述模糊集合的性質，歸屬度函數有很

多種。學者 Ishibuchi 在 1992年提出 Simple 

fuzzy partition [18] ，在 1995 年提出

Multiple fuzzy partition [19]，其他常用的有

梯形、L-R、指數函數、S 函數等[19]。模

糊理論應用中，以 Fuzzy if-then rules 最廣

汎，簡單三角形歸屬度函數具有較佳的執

行效率，已成功應用在許多問題上，而模

糊切割（Fuzzy partition）是在 Fuzzy if-then 

rules 中相當重要的概念。本研究主要是利

用 Simple fuzzy partition 概念來建立客戶

購買健保藥品模糊關聯法則。 

在不失一般性前提下，本研究先利用

三角形歸屬度函數進行討論，其定義如下

所示： 

μ𝐴
 (𝑎, 𝑏, 𝑐; 𝑥) =

{
 
 

 
 
0, 𝑥 ≤ 𝒶  
𝑥 − 𝒶 
𝑏 − 𝒶 

,
𝒶 < 𝑥 ≤ 𝑏 

𝑐 − 𝑥

𝑐 − 𝑏 
, 𝑏 < 𝑥 ≤ 𝑐  

0, 𝑥 > 𝑐                    

   

}
 
 

 
 

 

………………………(2.4.2) 

其中μ𝐴
 為模糊歸屬度函數，a、b、c 分別

為函數的三個參數，以公式(2.4.2)帶入𝑥值

運算出模糊歸屬度，圖形如圖 2-1 所示。 

 
圖 2-1. 三角形模糊歸屬度函數分佈圖 

假設在維度 x 上建立 K 個模糊集合，

第 i個集合的模糊歸屬度函數定義如圖2-2

所示，一般而言，均分且對稱的三角形模

糊歸屬度函數即有不錯的效果。因此可以

求得 a、b、c 的間距 S 以公式(2.4.3)計算： 

𝑆x = (𝒳𝑚𝑎𝑥 −𝒳𝑚𝑖𝑛)/(𝐾 −

1)………….(2.4.3) 

其中𝒳𝑚𝑎𝑥與𝒳𝑚𝑖𝑛為維度 x 資料的最大值

與最小值，第 i 個模糊歸屬度函數參數以

公式(2.4.4)計算並以多三角形歸屬度函數

公式(2.4.5)計算多三角形歸屬度函數值： 

𝑏𝑖 = 𝒳𝑚𝑖𝑛 +  𝑆 × (i − 1) 

𝑎𝑖 = 𝑏𝑖 −  𝑆 

𝑐𝑖 = 𝑏𝑖 +  𝑆 ….……………………..(2.4.4) 

 

圖 2-2. 多三角形模糊歸屬度函數建立的

Simple fuzzy partition 

 

μ𝑖
𝑥(𝒶𝑖, 𝑏𝑖, 𝑐𝑖; 𝑥) =

{
  
 

  
 
0, 𝑥≤𝒶𝑖  
𝑥 − 𝒶𝑖
𝑏𝑖 − 𝒶𝑖

,
𝒶𝑖<𝑥 ≤ 𝑏𝑖

𝑐𝑖 − 𝑥

𝑐𝑖 − 𝑏𝑖
, 𝑏𝑖<𝑥 ≤ 𝑐𝑖 

0, 𝑥 > 𝑐𝑖                   

    

𝑓𝑜𝑟 1 ≤ 𝑖 ≤ 𝐾 }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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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把影響銷售成績的重要因素找

出，再以資料探勘技術找出關聯性，以此

創造出更能有效推銷藥品模式，研究流程

如下。步驟一：定義客戶購買藥品影響因

素。與藥廠多位資深業務人員洽談，分析

影響診所客戶購買健保藥品有哪些重要因

素。步驟二：整理藥品銷售資料，列出銷

售藥品的單價、數量、銷售單合計金額。

步驟三：建立客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

利用模糊關聯法則運算出客戶購買藥品的

A (Amount 購買數量)、P (Price 價格)、T

 (Total 單據合計金額)模糊歸屬度，並建立

各客戶購買藥品模糊關係規則表。步驟四：

利用客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進行關聯規

則的資料探勘，利用 Apriori 演算法探勘客

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參考[16]一文中

的最小支持度為 0.4 與可信賴度為 0.7，得

到最小支持度為 0.4 與最小信賴度為 0.7

購買藥品關聯規則表。步驟五：詮釋資料

探勘結果，分析資料探勘結果可發現有哪

些藥品的購買數量模糊屬性（最少、適中、

最多）、單價模糊屬性（最低、適中、最高）、

單據合計金額模糊屬性（最低、適中、最

高）組合適合推薦給客戶。 

 

3.1 定義客戶購買藥品影響因素 

“開發一個新顧客的代價是留住一個

現有顧客的五或六倍”[4]，所以必須以客

戶立場思考需要購買那些有價值藥品。經

與多位藥廠業務員研究後，歸納出影響診

所與藥局客戶購買藥品意願因素共有三個，

說明如下。 

(1)藥品單價：為業務人員對客戶所報價藥

品單價金額，客戶認為其價格高低是否合

乎藥品價值，進而影響客戶的購買意願。 

(2)購買數量：因為考量藥品藥效時限內患

者使用數量，客戶採購時會因為本身需求

數量多寡而影響購買數量。 

(3)單據金額：為單張銷貨單所有購買藥品

的合計金額，客戶購買藥品時會考慮到不

想一次購買太多金額，或是購買時有超過

最少金額免運費等因素。 

3.2 整理藥品銷售資料 

本研究是針對健保藥品銷售資料做探

勘。但是藥品因為型態不同，例如顆粒、

粉末、液態等，為了達到資料一致性方便

探勘，所採樣藥品資料限定為健保藥品且

是顆粒包裝。所使用的相關資料整理描述

如表 3-1 所示。 

表 3-1.購買藥品 K1 銷貨資料表 

 

3.3 建立客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 

本階段包含四個步驟，(1)定義 A (A

mount 數量)、P (Price 價格)、T(Total 總金

額)三個模糊屬性。(2)找出客戶購買藥品的

A、P、T 值。(3)算出客戶購買藥品的 A、

P、T 模糊歸屬度值。(4)建立各客戶購買

藥品模糊關係規則表。各步驟詳細敘述如

下： 

(1) 定義 A、P、T 模糊屬性。以客戶每次

購買某藥品為例，定義三個影響購買意願

的 P：藥品單價、A：購買數量、T：銷貨

單總金額為探勘項目。利用 Simple fuzzy 

partition 概念的均分且對稱的三角形模糊

歸屬度函數，如 A(數量)切割為 A1(數量最

少)、A2(數量適中)、A3(數量最多)，P(單

價)切割為 P1(單價最低)、P2(單價適中)、

P3(單價最高)，T (總金額)切割為 T1(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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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T2(金額適中)、T3(金額最高)。 

(2) 找出客戶購買藥品的 A、P、T 值。以

表 3-1 中的藥品 K1 為例，共有 9筆資料。

購買數量 A 扣掉重複值有 6 筆，範圍為 5

00~10000，藥品單價P扣掉重複值有7筆，

範圍為 0.87~2.20，單據總金額 T 有 9 筆，

範圍為 700~19524。表 3-1 第 11 列客戶 0

07 購買藥品 K1 數量 A 為 3000，單價 P

為 1.6，單據金額 T為 8900。 

(3) 算出客戶購買藥品的 A、P、T 模糊歸

屬度值。以表 3-1 中的藥品 K1 為例，購

買數量 A 最多為第 1 列的 10000，最少為

第 2、6、10 列中的 500，以公式(2.4.3)計

算間距 S
A為： 

S
A
 = (10000-500)/(3-1)=4750 

如圖 3-1 所示，接著計算表 3-1 購買藥品

K1 的 A 模糊歸屬度函數模型，以公式

(2.4.4)計算參數為： 

(𝑎1
𝐴, 𝑏1

𝐴, 𝑐1
𝐴) = (−4250 ,500, 5250) 

(𝑎2
𝐴, 𝑏2

𝐴, 𝑐2
𝐴) = ( 500, 5250, 10000) 

(𝑎3
𝐴, 𝑏3

𝐴, 𝑐3
𝐴) = ( 5250, 10000, 14750) 

表 3-1 第 11 列客戶 007 購買藥品 K1 的數

量 A 為 3000，以公式(2.4.5)計算屬於 A1、

A2、A3 之歸屬度為： 

μ1
A(3000) = (5250-3000)/4750=0.4737 

μ2
A(3000) = (3000-500)/4750=0.5263 

μ3
A(3000) = 0 

 

圖 3-1. 購買藥品 K1 的 A 模糊歸屬度模型 

同理在表 3-1 中，藥品 K1 單價 P 最

多為第 3列的 2.20，最少為第 4列的 0.87，

以公式(2.4.3)計算間距 S
P為： 

S
P
 = (2.2-0.87)/(3-1)=0.665 

接著計算表 3-1 購買藥品 K1 的 P 模糊歸

屬度函數模型，以公式 (2.4.4)計算參數

為：  

(𝑎1
𝑃, 𝑏1

𝑃, 𝑐1
𝑃) = (0.205, 0.87, 1.535) 

(𝑎2
𝑃, 𝑏2

𝑃, 𝑐2
𝑃) = (0.87, 1.535, 2.2) 

(𝑎3
𝑃, 𝑏3

𝑃, 𝑐3
𝑃) = (1.535, 2.2, 2.865) 

表 3-1 第 11 列客戶 007 購買藥品 K1 的單

價 P 為 1.6，以公式(2.4.5)計算屬於 P1、P2、

P3 之歸屬度為： 

μ1
P(1.6) = 0 

μ2
P(1.6) = (2.2-1.6)/0.665=0.9023 

μ3
P(1.6) = (1.6-1.535)/0.665=0.0977 

同理在表 3-1 中，藥品 K1 單據總金

額 T 最高為第 5 列的 19524，最低為第 6

列的 700，以公式(2.4.3)計算間距 S
T：  

S
T
= (19524-700)/(3-1)=9412 

接著計算表 3-1 購買藥品 K1 的 T 模糊歸

屬度函數模型，以公式 (2.4.4)計算參數

為： 

(𝑎1
𝑇 , 𝑏1

𝑇 , 𝑐1
𝑇) = (−8712, 700,10112) 

(𝑎2
𝑇 , 𝑏2

𝑇 , 𝑐2
𝑇) = ( 700,10112, 19524) 

(𝑎3
𝑇 , 𝑏3

𝑇 , 𝑐3
𝑇) = (10112, 19524,28936) 

表 3-1 第 11 列客戶 007 購買藥品 K1 的總

金額T為8900，以公式(2.4.5)計算屬於T1、

T2、T3 之歸屬度為：  

μ1
T(8900) = (10112-8900)/9412=0.1288 

μ2
T(8900) = (8900-700)/ 9412=0.8712 

μ3
T(8900) = 0 

利用代數積方法公式(2.4.1)模糊理論的標

準運算 K1
3000˟1.6˟8900 歸屬度為下表示為： 

μ2×2×1
A×P×T (K1

3000˟1.6˟8900
) 

=0.5263*0.9023*0.1288=0.612 

μ2×2×2
A×P×T (K1

3000˟1.6˟8900
) 

=0.5263*0.9023*0.8712=0.4137  

同理可以運算表 3-1 藥品 K1 第 10 列

的 K1
1500˟2˟4000、第 12 列的 K1

9000˟1˟18000歸

屬度。觀察其中若有一項歸屬度為 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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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4.1)的標準運算歸屬度結果亦為 0，

如 μ3
A(3000) 歸 屬 度 為 0 ， 所 以

μ3×1×1
A×P×T(K13000˟1.6˟8900)  的 歸 屬 度 、

μ3×1×2
A×P×T(K13000˟1.6˟8900) 的 歸 屬 度 、 和

μ3×2×1
A×P×T(K13000˟1.6˟8900)的歸屬度皆為 0。最

後將所有歸屬度數值計算出來，如表 3-2

所示。 

(4) 建立各客戶購買藥品關係規則表。為

簡化各關係規則，整理出表 3-3 模糊規則

代碼表，如 A1P2T3、A2P3T3 分別以代碼

1-2-3、2-3-3 代表。表 3-1 第 10、11、12

列中客戶 007 購買藥品 K1 模糊值歸屬度

如表 3-2 所示，同理可以計算其他客戶 001、

002、003 等購買各藥品 K2、K3、K4 等模

糊值歸屬度。所得到購買藥品關係規則以

[藥品.規則]樣式表示，以客戶 007 購買藥

品 K1 為例，購買數量 1500、單價 2、單

據 金 額 為 4000 ， 模 糊 值 歸 屬 度 

μ1˟3˟1
A˟P˟T(K11500˟2˟4000) 為 0.3585，以客 007

的[K1.1-3-1]項目表示，1-3-1 為購買藥品

K1 規則，可知客戶 007 購買藥品 K1 於數

量最少(1)、單價最高(3)、總金額最低(1)

時購買規則，最後整理所有客戶購買所有

藥品模糊規則表，可以為下一階段的資料

探勘資料。

 

表 3-2. 客戶 007 購買藥品 K1 模糊值歸屬度 

   A×P×T 

 

歸屬度 
1500×2×4000 3000×1.6×8900 9000×1×18000 

μ1×2×1
A×P×T 0.1542 0.0454 0.0000 

μ1×2×2
A×P×T 0.0833 0.3820 0.0000 

μ1×3×1
A×P×T 0.3585 0.0049 0.0000 

μ1×3×2
A×P×T 0.1936 0.0049 0.0000 

μ2×1×2
A×𝑃×𝑇 0.0000 0.0000 0.0274 

μ2×1×3
A×P×T 0.0000 0.0000 0.1419 

μ2×2×1
A×P×T 0.0411 0.0505 0.0000 

μ2×2×2
A×P×T 0.0222 0.4244 0.0067 

μ2×2×3
A×P×T 0.0000 0.0000 0.0345 

μ2×3×1
A×P×T 0.0956 0.0055 0.0000 

μ2×3×2
A×P×T 0.0516 0.0460 0.0000 

μ3×1×2
A×P×T 0.0000 0.0000 0.1028 

μ3×1×3
A×P×T 0.0000 0.0000 0.5323 

μ3×2×1
A×P×T 0.0000 0.0000 0.0000 

μ3×2×2
A×P×T 0.0000 0.0000 0.0250 

μ3×2×3
A×P×T 0.0000 0.0000 0.1294 

 

表 3-3. 模糊規則簡化代碼表 

代碼 模糊規則 代碼 模糊規則 代碼 模糊規則 

1-1-1 A1P1T1 2-1-1 A2P1T1 3-1-1 A3P1T1 

1-1-2 A1P1T2 2-1-2 A2P1T2 3-1-2 A3P1T2 

1-1-3 A1P1T3 2-1-3 A2P1T3 3-1-3 A3P1T3 

1-2-1 A1P2T1 2-2-1 A2P2T1 3-2-1 A3P2T1 

1-2-2 A1P2T2 2-2-2 A2P2T2 3-2-2 A3P2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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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A1P2T3 2-2-3 A2P2T3 3-2-3 A3P2T3 

1-3-1 A1P3T1 2-3-1 A2P3T1 3-3-1 A3P3T1 

1-3-2 A1P3T2 2-3-2 A2P3T2 3-3-2 A3P3T2 

1-3-3 A1P3T3 2-3-3 A2P3T3 3-3-3 A3P3T3 

3.4 利用客戶購買各藥品規則表進行關聯

規則資料探勘 

本階段將資料探勘的最小支持度與最

小信賴度分別設定為 0.4 與 0.7[16]。表 3-

5 為客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 D2，表示各

客戶購買藥品關係規則，例如客戶 001 購

買藥品關係有[K1.2-3-2]、[K2.2-1-2]、[K3.

1-3-3]等三個項目，其中[K1.2-3-2]表示客

戶 001 購買藥品 K1，關係規則 2-3-2 表示

A2P3T2 的模糊規則簡化代碼，其中 A2 為

購買數量適中、P3 為購買的單價最高、T2

為購買的銷售單據總金額適中。以此模糊

規則表 D2 進行 Apriori 資料探勘，整理出

可推薦給客戶有意義藥品資訊。 

探勘過程有五個步驟：(1)進行 itemset1

資料探勘：將客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整

理為 itemset1 項目組。(2)進行 itemset2 資料

探勘：將上一步驟探勘結果任兩個項目組

合為 itemset2 項目組。(3)進行 itemset3 資料

探勘：將上一步驟探勘結果任三個項目組

合為 itemset3 項目組。假設推薦給客戶的

藥品不超過 3 項，因此探勘到此結束。(4)

建立購買藥品信賴度關聯規則表：將上一

步驟探勘結果項目組合，計算各組合信賴

度產生關聯規則表。(5)建立最小信賴度為

0.7 的購買藥品關聯規則表：將上一步驟得

到關聯規則表排除信賴度小於0.7的項目，

以產生最後的關聯規則表。 

1. 進行 itemset1 資料探勘，圖 3-2 表示由

表 3-4 客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 D2

整理出項目 itemset1 為[K1.2-3-2]、[K

1.1-3-1]、[K2.2-1-2]、[K3.1-3-3]、[K

4.2-1-2]等 5 個項目。掃描模糊規則表

D2 得到以公式(2.2.1)計算 itemset1 支

持度，如[K1.2-3-2]的支持度 0.43、[K

1.1-3-1]的支持度 0.86 等項目，使用者

制定的門檻值分別為：最小支持度為

0.4，保留支持度(sup.)>=0.4 的 itemse

t1項目為 frequent1子集合 L1，共有[K

1.2-3-2]、[K1.1-3-1]、[K2.2-1-2]、[K

4.2-1-2]等 4 個項目，排除支持度為 0.

29 的[K3.1-3-3] 項目。 

2. 進行 itemset2 資料探勘，圖 3-3 表示由

frequent1 任兩個項目組合 L1×L1，形

成 itemset2，例如[K1.2-3-2][K1.1-3-1]、

[K1.2-3-2][K2.2-1-2]、[K1.2-3-2][K4.

2-1-2]等 6 個項目。掃描模糊規則表 D

2 以公式(2.2.2)計算 itemset2 支持度，

例如 itemset2 的[K1.2-3-2][K1.1-3-1]

的支持度為 0.29，[K1.1-3-1][K4.2-1-

2]的支持度為 0.43 等 6 個項目，保留

支持度 sup.>=0.4 的 itemset2 項目為 fr

equent2 子集合 L2 為[K1.1-3-1][K2.2-

1-2]、[K1.1-3-1][K4.2-1-2]、[K2.2-1-

2] [K4.2-1-2]等 3 個項目。 

3. 進行 itemset3 資料探勘，圖 3-4 表示由

frequent2[藥品.規則]任三個項目組合

形成 itemset3，例如[K1.1-3-1][K2.2-1-

2][K4.2-1-2]等 1 個項目。掃描模糊規

則表 D2 以公式(2.2.2)計算 itemset3 支

持度，例如 itemset3 的[K1.1-3-1][K2.

2-1-2][K4.2-1-2]項目支持度為 0.57，

保留支持度 sup.>=0.4 的 itemset3項目

為 frequent3 子集合 L3 為[K1.1-3-1][K

2.2-1-2][K4.2-1-2]項目。因為推薦藥

品不超過 3 項，探勘到此結束。 

4. 表 3-5 為購買藥品信賴度關聯規則表，

例如項目個數 2 個中的[K1.1-3-1]→

[K2.2-1-2]以公式(2.2.3)計算支持度與

信賴度分別為 0.57、0.66，同理可以

運算出表 3-5 其餘項目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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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最小信賴度為 0.7 的購買藥品關

聯規則表，將表 3-6 中信賴度(con.)>

=0.7 項目建立於表 3-7，並將這些項

目規則予以編碼，如項目 1 個編碼 1.

1、1.2，項目 2 個編碼 2.1、2.2…等。 

3.5 詮釋資料探勘結果 

最後得出表 3-6 中可推薦給客戶的藥

品組合項目有 K1、K2、K4 三種藥品。由

表 3-6 中 12 條規則可觀察到： 

1.推薦單一藥品可由規則1.1 購買藥品K1

的數量少(1)、單價最高(3)、單據總金額

最低(1)或規則 1.2 購買藥品 K2 的數量

適中(2)、單價最低(1)、單據總金額中(2)

或規則1.3購買藥品K4的數量適中(2)、

單價最低(1)、單據總金額中(2)，推薦給

予客戶。 

2.當客戶購買藥品 K2 時，可以由規則 2.1

推薦下次購買數量最低(1)、單價最高(3)、

單據總金額最低(1)的藥品 K1 或是由規

則 2.2 與規則 3.1 推薦數量適中(2)、單

價最低(1)、單據總金額中(2)的藥品 K4

推薦給予客戶。 

3.當客戶購買藥品 K4 時，可以由規則 2.3

推薦下次購買數量最低(1)、單價最高(3)、

單據總金額最低(1)的藥品 K1 或是由規

則 2.4 與規則 3.2 推薦數量適中(2)、單

價最低(1)、單據總金額中(2)的藥品 K2

推薦給予客戶。  

4.當客戶購買藥品 K1 與 K2 時，由規則 3.3

推薦數量適中(2)、單價最低(1)、單據總

金額中(2)的藥品 K4 推薦給予客戶。  

5.當客戶購買藥品 K1 與 K4 時，由規則 3.4

推薦數量適中(2)、單價最低(1)、單據總

金額中(2)的藥品 K2 推薦給予客戶。 

6.當客戶購買藥品 K2 與 K4 時，由規則 3.5

推薦數量適中(2)、單價最低(1)、單據總

金額中(2)的藥品 K2 推薦給予客戶。  

7. 利用已知糊歸屬度函數之參數，將藥類

規則相關數量、單價、單據總金額報價

於客戶，例如 K1.1-3-1 規則 1-3-1 可以

對應 A1P3T1 於 3.3 節模糊歸屬度函數之

參數可知藥品 K1 的 A1 介於-4250 到

5250 之間中間值 500，P3 介於 1.535 到

2.865 之間中間值 2.2，T1 介於-8712 到

10112 之間中間值 700，可以將藥品 K1

單價 2.2 此依據報價給客戶。 

表 3-4. 客戶購買藥品模糊規則表 D2 

         藥

品 

規則 

客戶 

K1 K2 K3 K4 

001 2-3-2 2-1-2 1-3-3  

002 1-3-1 2-1-2  2-1-2 

003 1-3-1 2-1-2  2-1-2 

004 1-3-1    

005 1-3-1 2-1-2  2-1-2 

006 2-3-2,1-3-1    

007 2-3-2,1-3-1 2-1-2 1-3-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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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高頻 1- itemsets（L1） 

 

圖 3-3.高頻 2- itemsets（L2） 

 

 

圖 3-4.高頻 3- itemsets（L3） 

表 3-5. 購買藥品有信賴度關聯規則表 

項目個數 關聯規則 sup. con. 

1 

[K1.1-3-1] 0.86 - 

[K2.2-1-2] 0.71 - 

[K4.2-1-2] 0.57 - 

2 [K1.1-3-1]→[K2.2-1-2] 0.57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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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3-1]→[K4.2-1-2] 0.43 0.5 

[K2.2-1-2]→[K1.1-3-1] 0.57 0.80 

[K2.2-1-2]→ [K4.2-1-2] 0.57 0.80 

[K4.2-1-2]→[K1.1-3-1] 0.43 0.75 

[K4.2-1-2]→[K2.2-1-2] 0.57 1 

3 

[K1.1-3-1]→[K2.2-1-2] [K4.2-1-2] 0.57 0.66 

[K2.2-1-2]→[K1.1-3-1] [K4.2-1-2] 0.57 0.80 

[K4.2-1-2]→[K1.1-3-1] [K2.2-1-2] 0.57 1 

[K1.1-3-1] [K2.2-1-2] →[K4.2-1-2] 0.57 1 

[K1.1-3-1] [K4.2-1-2]→[K2.2-1-2] 0.57 1.33 

[K2.2-1-2] [K4.2-1-2] →[K2.2-1-2] 0.57 1 

 sup.:支持度  con.:信賴度 

表 3-6.最小支持度為 0.4 及最小信賴度為 0.7 購買藥品關聯規則表 

項目個

數 

規則編號 關聯規則 sup. con. 

1 

1.1 [K1.1-3-1] 0.86 - 

1.2 [K2.2-1-2] 0.71 - 

1.3 [K4.2-1-2] 0.57 - 

2 

2.1 [K2.2-1-2]→[K1.1-3-1] 0.57 0.80 

2.2 [K2.2-1-2]→ [K4.2-1-2] 0.57 0.80 

2.3 [K4.2-1-2]→[K1.1-3-1] 0.43 0.75 

2.4 [K4.2-1-2]→[K2.2-1-2] 0.57 1 

3 

3.1 [K2.2-1-2]→[K1.1-3-1] [K4.2-1-2] 0.57 0.80 

3.2 [K4.2-1-2]→[K1.1-3-1] [K2.2-1-2] 0.57 1 

3.3 [K1.1-3-1] [K2.2-1-2] →[K4.2-1-2] 0.57 1 

3.4 [K1.1-3-1] [K4.2-1-2]→[K2.2-1-2] 0.57 1.33 

3.5 [K2.2-1-2] [K4.2-1-2] →[K2.2-1-2] 0.57 1 

sup.:支持度  con.:信賴度 

4. 案例實驗 

4.1 實驗環境 

本節描述實際探勘某藥廠ERP資料，

計算出值得推薦給客戶的藥類組合。探勘

資料是以中部某藥廠，通路為診所，商品

為健保藥品的銷售紀錄為樣本。該藥廠主

要生產藥品型態為顆粒性藥品，為了資料

探勘一致性，藥品特性設定為健保藥品且

顆粒包裝藥品。以表 4-1 客戶購買藥類

TGRT 銷貨資料表解釋本階段所使用資料

規範需求： 

藥類:藥品種類，相同藥類因包裝不同會有

不同藥品販售，例如藥類 TGRT 有單品包

裝，數量 500 顆的藥品 TGRT10S50 與數

量 50 顆的藥品 TGRT50S，為了統一探勘

單價與數量標準，本階段探勘項目為藥

類。 

單價換算為顆粒金額：銷貨單藥品單價，

因為藥類不同單品包裝數量規格也不同，

以客戶購買意願的藥品包價(包裝價格)考

慮金額並不公平，所以需要換算客戶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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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實際每粒平均單價，如表 4-2 所示，

第 1 列號藥品 TGRT10S50 包價 700 元，

該藥品 1 個包裝內有 500 粒顆藥品，每顆

藥品單價為 1.4 元。 

購買數量換算為顆粒數量: 因為各藥類不

同單品包裝數量規格，為了資料探勘一致

性會將所有購買數量換算為實際數量，如

表 4-1 所示，第 1 列號藥品 TGRT10S50

購買包裝數量為20盒該藥品1個包裝內有

500 粒顆藥品，所以換算購買實際總數量

為 10000 粒，如第 10 列號藥品 TGRT50S

購買包裝數量為30盒該藥品1個包裝內有

50 粒顆藥品，換算購買實際總數量為 1500

粒 

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設定：[13]一文

提到規則 2用於一般疾病健保資料探勘，

最小支持度為3%與最小信賴度為64.29%，

本研究對象藥廠所生產健保藥品屬於非急

症一般疾病使用，所以採用最小支持度為

3%與最小信賴度 64.29%，進行資料探勘。 

4.2 實驗結果 

實驗得到值得推薦給診所藥類的規則，

如表 4-2 所示，共有 PNGP 、PTKP 、TCRT

等 10 項藥類與 37 條規則。業務人員可用

此模式，將各藥類用適當組合再推薦給客

戶。 

 

表 4-1. 購買藥類 TGRT 銷貨資料表 

 

表 4-2. 推薦診所藥類規則表 

項目個數 規則編號 關聯規則 sup. con. 

1 

1.1 [PNGP.1-2-1] 0.2419  

1.2 [PTKP.1-2-1] 0.0878  

1.3 [TCRT.1-2-2] 0.1380  

1.4 [TCRT.2-2-2] 0.1272  

1.5 [TCRT.3-2-3] 0.0609  

1.6 [TEST.1-2-2] 0.0806  

1.7 [TGMT.1-1-1] 0.0968  

1.8 [TGRT.1-2-1] 0.1774  

1.9 [TGRT.2-2-1] 0.1487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683 AIT / CEF 2015



1.10 [TGRT.2-2-2] 0.1219  

1.11 [TLFT.1-1-1] 0.1649  

1.12 [TMST.1-2-1] 0.1326  

1.13 [TPIT.1-1-1] 0.2348  

1.14 [TPIT.1-1-2] 0.147  

1.15 [TPIT.1-2-1] 0.0681  

1.16 [TTPT.1-1-1] 0.2599  

2 

2.1 [TCRT.1-2-2]→[TPIT.1-1-1] 0.0890 0.6449 

2.2 [TEST.1-2-2]→[TPIT.1-1-1] 0.0582 0.7221 

2.3 [TGMT.1-1-1]→[TGRT.1-2-1] 0.0687 0.7097 

2.4 [TGMT.1-1-1]→[TPIT.1-1-1] 0.0680 0.7025 

2.5 [TGRT.1-2-1]→[TPIT.1-1-1] 0.1427 0.8043 

2.6 [TGRT.2-2-1]→[TPIT.1-1-1] 0.0961 0.6463 

2.7 [TGRT.2-2-2]→[TPIT.1-1-1] 0.1219 1.0000 

2.8 [TPIT.1-1-2]→[TTPT.1-1-1] 0.1134 0.7714 

2.9 [TPIT.1-2-1]→[TGRT.1-2-1] 0.0441 0.6476 

22.10 [TCRT.1-2-2]→[TPIT.1-1-1] 0.0890 0.6449 

2.11 [TEST.1-2-2]→[TPIT.1-1-1] 0.0582 0.7221 

2.12 [TGMT.1-1-1]→[TGRT.1-2-1] 0.0687 0.7097 

2.13 [TGMT.1-1-1]→[TPIT.1-1-1] 0.0680 0.7025 

2.14 [TGRT.1-2-1]→[TPIT.1-1-1] 0.1427 0.8044 

3 

3.1 [TGRT.2-2-2]→[TGRT.2-2-1][TPIT.1-1-1] 0.0976 0.8007 

3.2 [TGMT.1-1-1]→[TPIT.1-1-1][TPIT.1-1-2] 0.0623 0.6436 

3.3 [TGMT.1-1-1][TPIT.1-1-1]→[TPIT.1-1-2] 0.0623 0.9162 

3.4 [TGRT.1-2-1][TPIT.1-1-2]→[TGRT.2-2-1] 0.0376 0.7000 

3.5 [TGRT.1-2-1][TPIT.1-1-2]→[TPIT.1-1-1] 0.0502 0.9333 

3.6 [TGRT.2-2-1][TPIT.1-1-2]→[TGRT.1-2-1] 0.0376 0.9545 

3.7 [TGRT.2-2-2][TPIT.1-1-1]→[TGRT.2-2-1] 0.0976 0.8007 

 

5. 結論及未來研究方向 

5.1 結論 

本研究以藥廠藥品銷售資料為對象，

利用資料探勘技術找出有利於業務員推銷

給客戶的組合藥品，創造客戶與藥廠雙贏

結果。表5-1和5-2分別列出診所藥類銷售

金額與次數的排名。銷售金額方面，前11

名中有9項藥類為此次實際探勘結果的藥

類，只有排名31的PTKP不在排名前11名當

中，但是PTKP卻在銷售次數排名第3名。

可見PTKP屬於診所經常購買但是金額偏

低的藥類。從表5-3也得知探勘得到的10

項藥類占所有營業額的58%，表示此10項

藥類為銷售的主力產品，業務員可以依此

探勘結果，推薦這些藥類產品給通路診所

客戶。 

表5-1. 藥類銷售金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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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藥類 金額 

1 TCRT  8,853,321  

2 TPIT  7,144,286  

3 TGRT  6,993,999  

4 PERP  5,849,500  

5 PLPP  5,116,580  

6 PNGP  4,619,040  

7 TLFT  4,471,140  

8 TGMT  3,327,647  

9 TEST  3,230,611  

10 TMST  3,724,050  

11 TTPT  3,515,647  

 

： ： 

31 PTKP     530,500  

32 TSDT     457,800  

33 SENS     432,239  

 

： ： 

 

表5-2. 藥類銷售次數排名 

排名 藥類 次數 

1 TGRT 1124 

2 TMST 1095 

3 PTKP 1024 

4 TEST 992 

5 TTPT 897 

6 TPIT 836 

7 PNGP 699 

8 TCRT 694 

9 TEST 662 

 

： ： 

 

表5-3. 診所藥類銷售金額比例表 

藥類 金額 比例 

TCRT 8,853,321 11% 

TPIT 7,144,286 9% 

TGRT 6,993,999 9% 

PNGP 4,619,040 6% 

TLFT 4,471,140 5% 

TGMT 3,327,647 4% 

TEST 3,230,611 4% 

TMST 3,724,050 5% 

TTPT 3,515,647 4% 

PTKP 530,500 1% 

其餘 54 項    33,236,182  42% 

總額    79,646,423   100% 

5.2未來研究方向 

商品要賣的好除了考慮到客戶與公司

利益之外，還需要考慮販賣商品的業務人

員利益，如何激勵業務人員也是一大課題。

賣商品就是為了利潤，而利潤=銷售額-成

本，所以未來希望能把銷售影響因素除了

藥品的數量、單價、單據總金額之外，能

再考慮其他因素。未來研究方向，有以下

兩點： 

(1) 考慮業務激勵獎金因素與藥品利潤因

素，以此創造出更有效推銷藥品模式。 

(2) 考慮暢銷藥品與不暢銷藥品搭配模式，

創造出客戶、業務員、藥廠最大利益化銷

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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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料索引附加彙總資料的應用- 

以天然氣管線分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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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行消防機關組織編制是2005年前所

建置，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氣候變遷，

消防救災型態越趨複雜，原採用的設置基

準與現實環境中所需求的有相當的差距。

消防人員、車輛、裝備的設置應隨著時間

的推移與現實環境的變化做適當調整。尤

其是對生命、財物具有強大殺傷力的災害

救助，更是不可掉以輕心。本論文研究是

以天然氣管線的分佈來探討消防人員、車

輛、裝備設置的合理性，面對突發的大規

模災害時，能有足夠的消防戰力可供因

應。利用空間資料索引的節點進入項內，

附加幾個預先計算好的空間物件面積的資

料彙總項目，當需要彙總資料時，馬上可

以迅速取得而節省許多資料搜尋、計算、

和加總的時間。 

關鍵詞：消防救災、R-tree、空間物件、

資料彙總、天然氣管線面積 

Abstract 

Fire authorities organize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urrent build is 2005 

years ago, along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fire relief 

pattern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the 

original use of setting benchmarks and 

real-world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Set 

firefighters, vehicles, and equipment should 

chang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reality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Disaster relief, especially to life, property 

with a strong lethal, it is not taken lightly.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area to explore the 

rationality of firefighters, vehicles, 

equipment settings, when faced with sudden 

large-scale disasters, to have adequate fire 

fighting force available for response. Use 

the R-tree spatial index data item into a node, 

several additional space object area 

pre-calculated summary information project, 

a summary of information when needed, can 

s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search, calculate 

the total time and processing. 

Keywords: Fire relief, R-tree, Spatial object, 

Data aggregation, Natural gas pipeline area 

1. 前言 

我國現行消防機關組織編制是2005

年「災害防救法」[16]實施前所建置，依

內政部消防署所發佈的函「直轄市縣市消

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17]辦理。隨著社

會經濟發展、氣候變遷，消防救災型態越

趨複雜， 原採用的設置基準與現實環境中

所需求的有相當的差距。消防人員、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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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的設置不應仍是採用過時的設置基準

來做為依據，而是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與

現實環境的變化來做適當的調整。尤其是

對生命、財物具有強大殺傷力的災害救

助，例如地底天然氣管線瓦斯氣爆、大樓

高樓層火災、石化產業有毒氣體外洩等，

更是不可掉以輕心。上述災害事故地點影

響範圍大都是大面積而非單點的範圍，以

瓦斯氣爆危險性來說，經過統計全台天然

氣管線總長度超過3.5萬公里[18]，相較於

臺灣東部而言，西半部地區因為都市化的

緣故，天然氣管線分佈又集中於人口稠密

區，一旦發生像高雄管線氣爆及新北市新

店天然氣外洩氣爆案件，所造成的人命傷

亡以及財物損失將影響甚鉅。 

當前各縣市消防局，依照目前消防人

員、救災車輛的編制，是否足夠因應這種

突發的災害現場，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

問題。假若未來能將各方面的因素，例如:

地下管線分佈面積、列管建築物之總樓地

板面積等，均考量進去，相對地才能有較

合理的消防人員、車輛配備來應付這種災

害現場。而彙總資料的處理，有些是屬於

點資料，像是消防栓分佈調查統計；有些

則是屬於空間資料，像是天然氣管線面積

調查統計。各種不同範圍的彙總資料的取

得，通常均需要花費許多時間來計算大量

數據。所以要從龐大的資料量中，快速取

得有用的彙總資料，是一件相當麻煩且費

時的工作。若能預先將可能被用到的彙總

資料預先計算好並儲存起來，當有需求時

馬上供應，即可加快查詢速度。當然，付

出的代價就是事先準備的工作要花一些時

間。 

樹狀索引依據資料型態可以分成兩種

類型。第一種是針對點資料建立索引，例

如K-D tree[2]、K-D-B tree[13]、Grid file[10]

等，這些方法是以一個點的資料代表一個

物件，將不同點的資料所隸屬的空間做區

分來建立索引。第二種是針對空間資料建

立索引，例如 R-tree[7] 、 R+-tree[14] 、

R*-tree[1]、X-tree[3]等，以一個涵蓋空間

物 件 的 最 小 矩 形 (Minimum Bounding 

Rectangle, 簡稱MBR)代表一個空間物件。

索引可以加快資料的檢索速度，目前已知

的各種應用領域所用到的索引，多數為點

資料索引，只有少數為空間資料索引

[4,5,6,8,9,11,12,15,23]。R-tree是為被廣泛

應用的空間資料索引，適合探討在樹狀索

引結構上附加預先彙總資料的應用。 

由於高雄工業管線及新北市天然氣管

線外洩氣爆的緣故，使得天然氣管線的分

佈問題受到大眾重視。明確詳實的登載各

類管線的動向、深度及用途等相關資料實

有其必要，所以本研究是結合空間資料索

引與預先彙總的概念，得以快速取得空間

物件的彙總資料。方法是在R-tree的節點

進入項(entry)內，附加幾個預先計算好的

有關空間物件面積資料的彙總項目。當需

要了解某個大範圍管線面積資料時，可以

在代表某個高階層範圍的管線面積節點進

入項內取得相關資料，而不需要再花時間

搜索許多低階層範圍的管線面積資料，再

加總成彙總資料，如此可以節省找尋、計

算、和加總的時間。 

2. 文獻探討 

2.1 空間資料索引 

代表性的空間資料索引R-tree，是由

Guttman[7]所提出的階層式資料索引，應

用於多維度空間物件之存取，是一種動態

索引資料結構。R-tree由葉節點(leaf node)

和非-葉節點(non-leaf node)所組成，每一

個節點包含若干個進入項(entry)，一個進

入項代表某個物件或某個子節點相關資

訊，包含一個最小涵蓋矩形 (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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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ing Rectangle, 簡稱MBR)與一個指

標 (pointer) 。 葉 節 點 的 進 入 項 為 (I, 

tuple-identifier)， I表示涵蓋空間物件的

MBR，而tuple-identifier表示一個指向空間

物件所在位址的指標；非-葉節點的進入項

為(I, child-pointer)， I表示涵蓋子節點的

MBR，而child-pointer表示一個指向子節點

所在位址的指標。 

在R-tree的索引資料結構中，根節點

會涵蓋所有子節點所涵蓋的範圍，而葉節

點則包含實際物件的資訊。假設M為每一

個節點所能擁有的最大進入項(entry)數

量，而m為每一個節點至少擁有的最小進

入項(entry)數量，則R-tree必須滿足以下特

性：(一)根節點至少有二個子節點，除非

根節點同時也是葉節點；(二)每一個非-根

節點的進入項數量必須介於m和M之間；

(三)所有葉節點都出現在同一層。圖1所呈

現的是11個物件散佈的情形，而圖2表示

這些物件對應的R-tree索引結構。圖1中

A~K以黑色粗體實線矩形代表物件。而從

圖2中，可以看出，m為2，M為3的R-tree

範例，其中d、e、f、g、h為葉結點，透過

這個葉節點的進入項(entry)，可以存取A、

B、C、…、K物件本身。a、b、c代表的是

非葉節點，根節點a包含b、c兩個非葉節

點，非葉節點b包含d、e、f三個葉節點，

而非葉節點c包含g、h兩個葉節點。 

 

 

圖1、物件散佈情形 

 

 
圖2、對應的R-tree索引 

 

2.2 彙總統計資料 

階 層 式 彙 總 統 計 資 料 的 方 法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Grid (STING) [15]是

應用於點資料上，以階層式架構方式由上

而下規律地將資料空間切割成許多單元

(cell)，切割方式如下。首先將最高階層(1st 

level)的資料空間切割成 k 個單元，其中 k    

2i*2i，1≦i≦n，因此下一階層(2nd level)

的資料空間將被分成 k 個單元，接著將該

階層的 k 個單元，分別再切割成 k 個單元，

則下一階層(3rd level)的資料空間將被分

成 k2 個單元，依此類推，架構如圖 3 所示

[15]。STING 在每一個單元內記錄彙總資

料，包含物件個數(n)、平均值(m)、標準

差(s)、最小值(min)、最大值(max)等。由於

每一個單元所記錄的彙總統計資料，皆是

由下一階層的若干個子單元所記錄的彙總

統計資料，加以計算並儲存所得到，因此

高階層單元會彙總低階層單元的總和資

料。 

 
圖3、STING架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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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防特種車輛 

我國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條第

一項第七款[24]所定義的特種車，是指有

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

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護車、

警備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

殘障用特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

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車及

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車輛。又依直轄市縣

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消防車種類又

可分為雲梯消防車、水塔消防車、化學消

防車、水箱消防車、水庫消防車、泡沫消

防車、幫浦消防車、救助器材車、排煙車、

照明車、空氣壓縮車、災情勘查車、化學

災害處理車、火災現場勘驗車、緊急修護

車、救災指揮車、其他消防車輛等。上述

所稱消防車輛，例如水箱車、水庫車、救

護車為每一個消防分隊設置時所配置的基

本救災、救護車輛，但在考量消防人力以

及轄區特性的狀況下，亦會配置其他適合

的特種消防車輛，例如:臺中市中港消防分

隊因轄區內高樓大廈林立，就會多配置雲

梯消防車、空氣壓縮車；幼獅消防分隊因

轄區內有幼獅工業區，故除了配置基本車

輛外，又多配置了化學消防車、救助器材

車。 

上述所提到的特殊消防車輛種類繁

多，以下將選擇幾項加以說明: 

(一)泡沫消防車(如圖4):這種車輛最主要

功能是在處理石油等油類火災，它可

以供給水及泡沫的混合液，是石油化

學工業、輸油碼頭、機場及城市專業

消防單位必備的裝備。 

 

圖4、泡沫消防車 

 

(二)空氣壓縮車(如圖5): 在災害現場可

以快速且大量的填充空氣呼吸器鋼

瓶，並提供壓縮空氣給消防人員進入

火場救人或滅火時使用。 

 

圖5、空氣壓縮車 

(三)化學災害處理車(如圖6): 這類型車

輛主要功能是在撲滅化學災害，可以

進行化學物品災害偵檢、圍堵、止漏、

除污、安全防護等，鄰近工業區的消

防單位會配備處理上述狀況之裝備。 

 

圖6、化學災害處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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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現行對於消防人員、車輛配

置的法令已年久失修，已不符合當前需

要，應當針對現行環境的種種因素加以重

新考量其配置的合理性，以其面對大規模

災害時能有足夠的消防人力及裝備可供因

應。 

3. 空間物件彙總資料 

空間物件和點物件最明顯的差別在於

空間物件有面積或體積的存在，但是點物

件卻沒有。R-tree 節點的每一個進入項

(entry)，可以描述空間物件的某個特定範

圍，如果事先加總統計好資料，將小範圍

的基本資料，逐層加總統計成大範圍的資

料，再將不同範圍的加總統計資料儲存在

各個代表該範圍的進入項(entry)上，可加

快資料取得速度。 

本研究提出幾項與空間物件面積相關

的彙總資料項目，包括物件面積總和

(object area sum,簡稱 a)、面積總和平均值

(mean of object area sum, 簡稱 ma)、面積

總和最少值(the least value of object area 

sum, 簡稱 lsta)、面積總和最多值(the most 

value of object area sum, 簡稱 msta)、面積

總和第 1 四分位數(the first quartile of 

object area sum, 簡稱 Q1a)、面積總和第 3

四分位數(the third quartile of object area 

sum,簡稱 Q3a)。其中面積總和最少值(lsta)/

最多值(msta)是針對某個特定範圍的下一

階層所有子範圍裡，找出某個子範圍內，

所有物件面積總和最少/最多的面積值。以

下依序說明這些彙總項目的計算公式和變

數說明。 

(1) 空間物件的面積總和(a)，如公式(3.1) 


i

iaa

 

…………..(3.1) 

其中 ia 為含 a 的節點 p 的下一階層某個子

節點 i 所包含的物件總面積。亦即 a 是由

節點 p 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節點 i，所包

含的物件面積 ai 相加而得。每一個 ia 又是

由節點 i 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節點 j，所包

含的物件面積 aj 相加而得，依此遞迴而得

到各個相關面積值數據。 

(2) 空間物件的面積總和平均值(ma)，如公

式(3.2) 

EEN

nm

m i

iia

a


 ………….(3.2)

 
其中 mai 為含 ma 的節點 p 的下一階層某個

子節點 i，所包含的物件面積平均值；ni

為子節點 i 所包含的物件個數值；EEN 

(Effective Entry Number)為節點 p 所包含

的有效進入項個數值。亦即 ma 是由節點 p

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節點 i，所包含的物

件個數值 ni 與物件面積平均值 mai 相乘的

總和，再除以節點 p 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

個數值 EEN 而得。每一個 mai 又是由節點

i 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節點 j，所包含的物

件個數值 nj 與物件面積平均值 maj 相乘的

總和，再除以節點 i 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

個數值 EENi 而得，依此遞迴而得到各個相

關面積平均值數據。 

(3) 空間物件的面積總和最少值(lsta)，如

公式(3.3) 

)(
ai

lstminlst
i

a  …….…(3.3) 

其中 lstai 為含 lsta 的節點 p 的下一階層某

個子節點 i，所包含物件面積的最少值。

亦即 lsta 是比較節點 p 的下一階層每一個

子節點 i 所包含的 lstai，找出最小的 lstai。

每一個 lstai 又是從節點 i 下一階層每一個

子節點 j 中找出最小的 lstaj，依此遞迴而得

到各個相關物件總和面積最少值的數據。 

(4) 空間物件的面積總和最多值(msta)，如

公式(3.4) 

)(
ai

mstmaxmst
i

a  .……..(3.4) 

其中mstai為含msta的節點 p的下一階層某

個子節點 i 所包含物件面積的最多值。亦

即 msta 是比較節點 p 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

節點 i 所包含的 mstai，找出最大的 mstai。

每一個 mstai 又是從節點 i 的下一階層每一

個子節點 j 中找出最大的 mstaj，依此遞迴

而得到各個相關的物件總和面積最多值的

數據。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691 AIT / CEF 2015



(5) 空間物件的面積總和第1四分位數

(Q1a)，如公式(3.5) 

EEN

nQ

Q i

iia

a




1

1 ……… (3.5) 

其中Q1ai為含Q1a的節點p的下一階層某個

子節點i所含物件的面積總和第1四分位

數；ni為子節點i所包含的物件個數值；EEN

為節點p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個數值。亦即

Q1a是由節點p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節點

i，所包含的物件個數值ni與物件面積總和

第1四分位數Q1ai相乘的總和，再除以節點

p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個數值EEN而得。每

一個Q1ai又是由節點i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

節點j，所包含的物件個數值nj與物件面積

總和第1四分位數Q1aj相乘的總和，再除以

節點i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個數值EENj而

得，依此遞迴而得到各個相關面積平均值

數據。 

(6) 空間物件的面積總和第3四分位數

(Q3a)，如公式(3.6) 

EEN

nQ

Q i

iia

a




3

3 ……… (3.6) 

其中Q3ai為含Q3a的節點p的下一階層某個

子節點i所含物件的面積總和第3四分位

數；ni為子節點i所包含的物件個數值；EEN

為節點p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個數值。亦即

Q3a是由節點p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節點

i，所包含的物件個數值ni與物件面積總和

第3四分位數Q3ai相乘的總和，再除以節點

p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個數值EEN而得。每

一個Q3ai又是由節點i的下一階層每一個子

節點j，所包含的物件個數值nj與物件面積

總和第3四分位數Q3aj相乘的總和，再除以

節點i所包含的有效進入項個數值EENj而

得，依此遞迴而得到各個相關面積平均值

數據。 

4. 實例應用 

本研究修改 R-tree 節點原來的進入項

(entry)資料結構來包含上述所提到的彙總

資料項目，修改後進入項的結構為(MBR, 

pointer, a, ma, lsta, msta, Q1a, Q3a)。不同節

點的每一個進入項內的彙總資料設定如

下。首先設定最底層 level 葉節點各個進入

項的彙總資料，再往上一層的非-葉節點

內，計算每一個進入項的各項彙總資料，

如此逐層往上處理，直到將根節點的各個

進入項處理完為止。由於彙總資料是由

R-tree 最底層 level 開始往上加總計算而得

到的，因此高層 level 節點的進入項的彙總

資料，會彙集低層 level 節點的進入項的彙

總資料。 

以台中市天然氣管線分佈為例，假設

將台中市劃分成山、海、屯三個區域，而

每一個區域所包含的行政區，如表 1 所

示。圖 7 呈現出臺中市轄區內天然氣管線

分佈情形，而每一個物件 G1 ~ G28 代表每

一個行政區天然氣管線的分佈範圍，圖 8

表示相對應的 R-tree 索引結構，臺中市代

號 T 表示根節點，包含山海屯三個區域分

別用代號 A、B、C 表示。透過預先彙總運

算處理，可得不同範圍天然管線的相關彙

總資料，如表 2 ~ 6 所示。每一個進入項除

了可以描述某個特定範圍天然氣管線的地

理位置之外，也記錄著代表該特定範圍許

多相關的彙總資料。 

 

表１、臺中市行政區劃分表 

臺 

中 

市 

山 

區域 

東勢區、新社區、豐原區 

石岡區、和平區、神岡區 

大雅區、潭子區、后里區 

海 

區域 

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清水區、沙鹿區、龍井區 

大肚區、梧棲區 

屯 

區域 

中區、東區、南區、西區 

北區、南屯區、西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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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北屯區、霧峰區 

太平區、烏日區 

 

臺中市轄內計有四家天然氣業者

[19、20、21、22] 包括中油、欣林、欣中

及欣彰天然氣公司，其中唯獨中油天然氣

公司僅供給工業用戶及電發廠使用外，其

餘三家是供給民生用戶。 

 

圖 7、臺中市天然氣管線分佈情形

 

 

 

 

 

 

 

圖 8、相對應的 R-tree 索引結構 

表 2、山區域(A)各行政區天然氣管線分佈的彙總資料 

 

 

 

 

 

 

 

 

表 3、海區域(B)各行政區天然氣管線分佈的資料 

Level 2 G1 G2 G3 G４ G５ G6 G7 G8 

a 5.9 1.6 2.4 41.9 16.74 20.6 3.1 15.2 

ma 5.9 1.6 2.4 41.9 16.74 20.6 3.1 15.2 

lsta 5.9 1.6 2.4 41.9 16.74 20.6 3.1 15.2 

msta 5.9 1.6 2.4 41.9 16.74 20.6 3.1 15.2 

Q1a 5.9 1.6 2.4 41.9 16.74 20.6 3.1 15.2 

Q3a 5.9 1.6 2.4 41.9 16.74 20.6 3.1 15.2 

Level 2 G9 G10 G11 G12 G13 G14 G15 G16 

a 23.1 23.1 32.1 25.5 11.7 0.8 6.8 3.7 

ma 23.1 23.1 32.1 25.5 11.7 0.8 6.8 3.7 

lsta 23.1 23.1 32.1 25.5 11.7 0.8 6.8 3.7 

msta 23.1 23.1 32.1 25.5 11.7 0.8 6.8 3.7 

G1 G5 G6 G7 G2 G3 G4 G8 G12 G9 G10 G13 G14 G15 G16 G11 G22 G28 G18 G27 G21 G20 G17 G23 G19 G25 G26 G24 

T 

A B C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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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屯區域(C)各行政區天然氣管線分佈的資料 

 

 

表5、三個區域天然氣管線分佈彙總資料 

Level 1 A B C 

a 107.44 126.8 269.6 

ma 13.43 15.85 22.49 

lsta 1.6 0.8 1.9 

msta 41.9 32.1 58.9 

Q1a 2.925 5.25 9.925 

Q3a 17.705 24.3 32.5 

 

表6、台中市天然氣管線分佈彙總資料 

Level 0 T 

 a 503.84 

ma 167.9467 

lsta 107.44 

msta 269.6 

Q1a 117.12 

Q3a 198.2 

 

由於土地面積多數的計量單位為平方

公里，相對的天然氣管線面積及密度之統

計數值就變的很小，無法突顯出其特性。

即使現況中天然氣管線面積及密度已大到

一旦發生災害就易造成相當程度的危害，

但因統計數值單位的不同，所產生的數值

差異性過大，亦無法讓民眾感受到其危險

性，有鑑於此，先假設一個天然氣管線面

積的單位 GPA (Gas Pipeline Area)，以

1:1000 的比例做為統計上的參考依據。 

以臺中市屯區域的天然氣管線分佈為

例，經由存取 R-tree 中表示節點 C 的進入

項，可以取得屯區域天然氣管線分佈相關

彙總資料。例如天然氣管線總面積為 269.6 

GPA、每個行政區天然氣管線面積平均為

22.49 GPA，天然氣管線面積總和最多為

58.9 GPA、最少為 1.9 GPA，天然氣管線面

積總和第 1 四分位數為 9.925 GPA、第 3

四分位數為 32.5 GPA。依此類推，可得知

山區域和海區域天然氣管線的彙總資料，

如表 5 所示。在已知山海屯區域天然氣管

線面積相關的彙總資料後，可進一步彙總

得到臺中市天然氣管線相關的彙總資料，

如表 6 所示。透過存取表示 T 市的根節點，

可以取得 T 市天然氣管線相關彙總資料，

例如天然氣管線總面積為 503.84 GPA、面

積平均為 167.9467 GPA，面積總和最多為

269.6 GPA、最少為 107.44 GPA，面積總和

第 1 四分位數為 117.12 GPA、第 3 四分位

數為 198.2 GPA。 

 

 

Q1a 23.1 23.1 32.1 25.5 11.7 0.8 6.8 3.7 

Q3a 23.1 23.1 32.1 25.5 11.7 0.8 6.8 3.7 

Level 2 G17 G18 G19 G20 G21 G22 G23 G24 G25 G26 G27 G28 

a 14 58.9 42.9 32.3 8.4 10.4 8.5 12.1 1.9 33.1 25.7 21.7 

ma 14 58.9 42.9 32.3 8.4 10.4 8.5 12.1 1.9 33.1 25.7 21.7 

lsta 14 58.9 42.9 32.3 8.4 10.4 8.5 12.1 1.9 33.1 25.7 21.7 

msta 14 58.9 42.9 32.3 8.4 10.4 8.5 12.1 1.9 33.1 25.7 21.7 

Q1a 14 58.9 42.9 32.3 8.4 10.4 8.5 12.1 1.9 33.1 25.7 21.7 

Q3a 14 58.9 42.9 32.3 8.4 10.4 8.5 12.1 1.9 33.1 25.7 21.7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694 AIT / CEF 2015



5. 結論 

為了快速取得空間物件面積的相關彙

總資料，本文提出資料索引結合預先彙總

的概念，在 R-tree 節點的進入項內，嵌入

幾個實用的彙總資料。預先計算並儲存好

這些彙總資料，當需要特定大範圍區域的

彙總資料時，直接讀取代表該範圍的

R-tree 上層節點進入項所包含的彙總資

料，就可以快速得到答案，例如 T 市特定

範圍的天然氣管線面積總和、面積總和平

均值、面積總和最多值等，而不需要到下

層的小範圍區域，實際加總所有節點進入

項內的個別資料，大幅省去許多下層節點

進入項的資訊搜尋、計算、和加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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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化系統化系統化系統模型建構模型建構模型建構模型建構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人」是企業最重要的經營資源之一，因

此人力資源的質與量，將影響企業的經營績

效。企業為了提昇競爭力，對員工的「職能」

愈來愈重視。然而大部份的職能評價系統大都

只以單一因子來建構職能模式，因此無法提供

企業整合性的人力資源管理解法，其應用性與

實用性有限。因此在本研究中，提出一個『整

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在本研究所提

出的模型中，整合了人力資源管理與人力資源

發展。透過本研究所提出的『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企業可以達到簡化與整合行

政作業，並可累積與厚實人力資本，提昇企業

的競爭優勢。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職能、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發。 

 

Abstract 
 

“Human”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of 

enterprise. Therefor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human resources will affect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e 

competence of employees needs to be 

considered. However, most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are only a single factor to 

construct the functional mode, unable to provide 

enterprise integr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olutions. Therefore, the 

applicability and usefulnes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limited. In this study, an "integrated 

e-evaluation system model" is proposed. In the 

proposed model,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s integrated. Through the proposed “integrated 

e-evaluation system model”,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of companies can be simplified and 

integrated. In addition, the human capital of 

company can be accumulated. Therefore, the 

competitive of company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 Competenc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全球近年從勞力密集與資本密集的經濟

時代漸漸轉變為知識密集的經濟時代，而台灣

也在 80 年代躍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是台

灣的經濟發展卻面臨了極大的挑戰，就是人才

產生了斷層[1]。這個問題在近年來常常是各

個會議被拿來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地狹人稠

的台灣，加上少子化的嚴峻考驗，必須從高人

力密集產業轉型為低人力、高知識密集產業

[2]，所以人才培訓越顯得重要。 

台灣近20年來由於產業不斷的外移，產業

面臨人才不斷對外流失，因此企業必需提昇人

力技術及朝跨國企業經營。經濟學家梭羅曾

說：「21世紀的國家競爭力輸贏的關鍵不在於

資本，而在於人才的培養與運用。」然而，由

於績效卓著的高等教育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普及，造成技術人員、技藝能力、及基層人力

的人才缺口嚴重，佔失業人口的54%[3,4]。 

專利發明獎項在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而

台灣人力資本的競爭力也可以從台灣一些著

名企業在國際上的表現看出來。鴻海、台塑、

奇美、台積電等企業的亮麗表現，證明在科技

人才的培育方面，台灣的人力資本發揮了相當

不錯的競爭力。學者劉大中認為台灣教育制度

雖然僵化，但在培養科技人員方面還算稱職

[2]。除此之外，台灣科技相關製造業的從業

人員感覺敏銳反應快，從台灣個人電腦相關製

造業的產值已佔全球第三位，台灣有15家企業

被列名全球IT產業100強，即可獲知。 

近年來，國際大廠為了降低成本紛紛前來

台灣尋求合作夥伴，可以證明台灣相關產業國

際競爭力不容忽視。國際大廠合作的方向已從

技術層次比較低的委託生產，逐漸轉型為產、

嚴國慶 王淑卿* 彭金山 王順生*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kqyan@cyut.edu.tw 

 

scwang@cyut.edu.tw 

(聯絡人) 

newken@tcts.seed.net.tw sswang@cyut.edu.tw 

(聯絡人)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697 AIT / CEF 2015



銷、維護、整體合作到達比較高的技術層次。

知識經濟時代，首重知識與創新。企業所擁有

的知識(無形資產)已逐漸超越一般有形資

產，能為企業創造最大價值。 

研發能力是影響企業營收與價值的主要

因素，而企業專利之數量與品質足以反映該企

業的研發能力，為企業創造利基。2004年美國

專利商標局核准技術層次較高的「發明專利」

(Utility Patents)，台灣有接近6,000件，在美排

名維持第4名[5]。近年來我國專利申請件數呈

正向走勢，10年間成長幅度高達65.90%。我國

專利種類分為發明、新型及新式樣三類，近年

來以發明專利申請案件數成長最為顯著。如以

各國人民向美國申請專利歷年獲准總件數

計，我國排名在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及

加拿大之後，為第六名[4]。 

為了要推動台灣的人力資本，於是政府在

2005 年成立國家人力資本計劃辦公室，內含

國家訓練品質辦公室及 2011 年專責進行國家

人才能力提昇的職能專案辦公室，顯示國家帶

動企業導入職能研究的決心。為能協助企業順

利導入符合企業需求的職能，因此人力資源管

理 系 統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HRMS)已成為企業必備的系統之一。

然而，為了讓企業的員工可以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使用任何工具上網即可進行相關的人

力資源管理服務，將 HRMS 的服務進行 e 化

確有其必要性中。 

所謂「職能」是指：「員工為了達致優良

工作表現所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能、工作動

力、行為等。[6]」因為政府的大力推動，更

希望在民國 105 年能夠使我國在職能這塊領

域上面成熟並穩定的讓企業使用。因此，「職

能」旋風橫掃全台各個企業，國內對於職能的

研究也在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是國內

的研究，大多只以單一因子建構職能模式，因

此無法提供企業整合性的人力資源管理解法

(Total Solution)，應用性與實用性有限。因此，

本研究將探討職能評價在 HRMS 進行 e 化過

程中，一些代表性的廠商或資訊平台發展的現

況，以說明 e 化 HRMS(eHRMS)所扮演的功能

性及未來市場商機。 

本文在第 2 節中將說明何謂職能(位)評價

及其功用；第 3 節說明台灣政府發展職能分析

的政策與現況；第 4節說明台灣常用的職位(能)

評價方法；第 5 節為本研究所提出的『整合式

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之建置；第 6 節為企

業導入 eHRMS 的職能評價功能瓶頸；第 7 節

則是結論。 

 

2. 何謂職能何謂職能何謂職能何謂職能(位位位位)評價及其功用評價及其功用評價及其功用評價及其功用 

在本節中將說明何謂職能(位)評價及其

功用，包括：職能(位)評價定義、職能定義與

概念、職能分類、職能的特質分析及彙整、及

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 

2.1 職能職能職能職能(位位位位)評價定義評價定義評價定義評價定義 

職位評價又稱崗位評價或工作評價，是指

在工作分析或職位分析的基礎上，採取科學的

方法，對企業內部各職位的責任大小、工作強

度、工作環境、工作難度、任職條件等因素進

行評價，以確定各職位在組織中的相對價值，

並據此建立職位價值序列。必須把握以下幾個

要點： 

� 工作分析是職位評價工作的基礎。 

� 職位評價以企業內部的工作職位為

評價對象。 

� 職位評價是對企業各類具體勞動的

抽象化、定量化過程。 

� 職位評價的過程和結果是建立在一

定的技術和科學的方法基礎之上。 

2.2 職能定義與概念職能定義與概念職能定義與概念職能定義與概念 

「Competency」，在台灣被翻譯成「職

能」。基本上，職能係指高績效者的行為特性。

關於用詞方面：在中國大陸，有人稱為是「素

能」或「勝任力」，而在台灣則被翻譯成：「才

能」、「知能」、「優能」、「適能」、「職能」等，

並未統一界定，目前是以「職能」較為常見。 

根據台灣行政院勞動部人力發展署在官

網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對職能統一的定

義：「指成功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為提高個人

及組織現在及未來績效所應具備之知識、技

能、態度或其他特質之能力組合。」 

在 Lyle Spencer 和 Singne Spencer(1993)

兩人合著的“Competence at Work – 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書中提到，所謂的「職

能」是指一個人在特定工作中能持續有效並傑

出表現的特徵。就是指員工為了達致優良工作

表現，所必須具備的知識(Knowledge)、技能

(Skill)、工作動力(Motivation)與行為(Behavior)

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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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 & Spencer 認為：傳統的性向測驗

和專業知識考試與在學成績以及學經歷等

等，會有以下的缺失[7]。 

1. 無法確實預測個人在生活與工作上的

成功與表現。 

2. 對於弱勢團體、婦女、及社經地位者

的看法，經常有所偏差。 

Spencer & Spencer 並將五種職能特質以

冰山模型做為比喻如圖 1 所示[7]： 

 
圖圖圖圖 1、、、、職能冰山模型職能冰山模型職能冰山模型職能冰山模型[7] 

Spencer & Spencer 認為「職能」應具有五

種特質以下詳細描述： 

1. 動機動機動機動機(Motives)：一個人對某種事物持

續渴望，進而付諸行動的念頭。 

2. 特質特質特質特質(Traits)：指身體的特性以及擁有

對情境或訊息的持續反應。 

3. 自我概念自我概念自我概念自我概念(Self-concept)：關於一個人

的態度、價值觀及自我印象。 

4.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Knowledge)：意指一個人在特定

領域的專業知識。 

5.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Skill)：執行有形或無形任務的能

力。 

Spencer & Spencer 將冰山水平面以上分

為知識和技能，是最容易被評估和發展的。水

平面以下的冰山部份，佔了整個冰山的 80%，

是最不容易被評估和了解的，因為它代表的是

一個人的潛在特質，包括態度、價值觀、自我

印象、個人特質和動機等等。由於人格特質是

天生的，但卻深深影響個人的工作成效，促使

企業越來越重視職能的發展[7]。 

2.3 職能分類職能分類職能分類職能分類 

職能可分為核心職能、專業職能、管理職

能、及一般職能[8,9]，四種職能的關係如圖 2

所示，各職能的說明如下。 

� 核心職能核心職能核心職能核心職能：係指整體組織內所有成員

所需具備之共同特質。  

� 專業職能專業職能專業職能專業職能：係指不同功能的單位，如；

擔任會計或人力資源工作所需具備之

特質與專業能力。 

� 管理職能管理職能管理職能管理職能：係指管理人員為達成工作

績效目標並有效扮演管理者角色時，

所需具備的知識、技巧、動機與行為。   

� 一般職能一般職能一般職能一般職能：係指大多數人從事工作所

需具備普遍職能的知識、技巧、動機

與行為。 

 

圖圖圖圖 2、、、、職能之種類職能之種類職能之種類職能之種類[10] 

2.4 職能的特質分析職能的特質分析職能的特質分析職能的特質分析及及及及彙整彙整彙整彙整 

在本節中將分析及彙整職能的特質，包括

從職能本身、從職能擁有者、及從公司與組織

等三個面向[10]。 

從職能本身來說從職能本身來說從職能本身來說從職能本身來說：：：： 

� 「職能」是可以被具體定義的。 

� 「職能」是可以被衡量的。  

� 「職能」是有其實際行為的。 

從職能擁有者來說從職能擁有者來說從職能擁有者來說從職能擁有者來說：：：： 

� 「職能」是可以被訓練、發展及文化

影響所提昇的。 

� 「職能」與工作績效是息息相關的。 

� 「職能」是會隨著職涯改變的。 

從公司從公司從公司從公司與與與與組織來說組織來說組織來說組織來說：：：： 

� 不同的產業是需要不同的「職能」。 

� 不同的公司是需要不同的「職能」。 

� 不同的管理層級是需要不同的「職

能」。 

� 不同的組織功能是需要不同的「職

能」。 

� 不同的工作是需要不同的「職能」。 

2.5 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 

表 1 所示為本研究針對職能研究應用的

沿革所做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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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職能研究應用的沿革 

期別期別期別期別 代表人物代表人物代表人物代表人物 作為作為作為作為 

1970 McClelland[11] 
美國國務院邀請為之設計一種能夠有效預測駐外服務資訊官員能否做

出優秀績效的甄選方法。 

1973 McClelland[12] 

先趨者 McClelland，先後發表許多論文，例如著名的“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彙總為 286 種職務別的 Competency 模型與其 760 多個行動特性的指標

(Indicator)，並將其中 360 個行動特性的指標，予以分類與歸納為 21 個

Competency。足以涵蓋大多數 Competency 模型的 80%至 98%的部分。

1982 Boyatzis[13] 

將 21 個 Competency，加以具體化而製作成 Competency 辭典，並且發

表“The Competent Manager A Model for Effective Performance”，已足夠

說明大多數 Competency 模型。 

1989 McLagan[14] 

McLagan 致力於 Competency 的應用與推展，分別運用 Competency 在

人才招募與能力開發等人事管理的領域，並發表“Models for HRD 

Practice: The Practitioner’s Guide”等著作。  

1993 
Spencer & 

Spencer [7] 

Spencer & Spencer 開發出可以評量 Competency 強弱、並附有標準尺度

的 Competency 辭典，發表“Competence at work: Model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以來，Competency 先後在美國和日本等地，掀起一陣企業

導入 Competency 的風潮。 

2007 
台灣勞委會 

職訓局[15] 

訓練品質評核系統(Taiwan TranQuali System；TTQS)評核表的第七項指

標中，要求組織必需說明「訓練需求相關的職能分析與應用」，是台灣

政府正式標明於官方訓練補助方案中。 

2012 
台灣勞委會 

職訓局 
職能標準規劃推動辦公室  [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政策]。 

2014 
台灣勞動部 

人力發展署 

2015 年 2 月 18 日原台灣「勞委會職訓局」，正式更名為「勞動部人

力發展署」，下設國家職能負責單位「職能標準及技能檢定組」，依

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18條及「職業訓練法」第 4 條之 1 並推動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進行協調整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

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範與其辦理職業訓練相關服務資訊，以

推動國民就業所需之職業訓練及技能檢定。同時將 TTQS「訓練品質評

核系統」更名為「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 

 

 

3、、、、 台灣政府發展職能分析的政策台灣政府發展職能分析的政策台灣政府發展職能分析的政策台灣政府發展職能分析的政策

與現況與現況與現況與現況 

勞動部為了強化推動職能發展業務，依據

行政院組織法業第三條第九款規定設置，於

99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自 101 年 1 月 1 日

開始施行。國家經濟發展來自企業的成長，企

業成長奠基於「優質化」的勞動力及技術創新

[10]。因此，「勞動力開發」、「勞動力提升」

與「勞動力運用」已成為國際新發展趨勢，各

國勞動部門皆列為重要勞動政策。 

在台灣勞動部主要職掌勞動力的開發、提

升、運用與發展、微型創業、技能檢定、跨國

勞動力引進之規劃、推動，以及前瞻規劃發展

職能標準、訓練課程與能力鑑定之一致性架

構。除此之外，勞動部重要的責任之一為使技

職教育、訓練及就業之間資格能有一致性接

軌，以強化勞動力市場流動、降低學用落差、

促進終身學習。就業服務體系與職業訓練體系

整併為「勞動力發展分署」，使組織體系一元

化、服務地方化，建構精實的服務網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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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濟部已發展出資訊產業等 12 項

產業職能模型；勞動部職業訓練局更自 2005

年起推動全民三大類九單元的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 

我國勞動部職業訓練局，對於我國職能發

展的規劃，如圖 3 所示。職訓局於民國 101 年

開始規劃職能相關的規範，並計畫在民國 104

年能夠訂定出一套職能基準供國內企業使

用。而現階段的輔導成長期已有成效，如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並且積極輔導企業開發職

能基準。未來將會繼續將建置產業人才資料

庫，並且使得我國人才的培訓及職能的課程訓

練能夠更加完整[10]。 

我國在職能發展上的願景為厚植國家人

力資本，提升國家競爭力。係藉由職能的發

展，將各職能進行詳盡的分析後，訂定職能規

範，讓企業能夠廣泛的應用，以達到產業用人

的需求。一方面保障勞工能夠取得最新、最仔

細的就業資訊；另一方面亦能提供人力培訓及

人力資源發展之訓練基礎，使人才的訓練能夠

有一定的品質[17]。職能規劃的願景如圖 4 所

示。 

 

 

 

圖圖圖圖 3、、、、職能規劃發展與未來展望職能規劃發展與未來展望職能規劃發展與未來展望職能規劃發展與未來展望[16] 

 

圖圖圖圖 4、、、、職能規劃的願景職能規劃的願景職能規劃的願景職能規劃的願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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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常用的職位台灣常用的職位台灣常用的職位台灣常用的職位(能能能能)評價評價評價評價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台灣常用的職位(能 )評價的平台非常

多，包括：「經濟部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平台」

[18]、「iCAP職能發展訓練平台」[19]、「UCAN」

[20]、及「1111九大職能星」[21]等。各個職

能的發展及測評平台也在近幾年蓬勃發展，但

各個企業有不一樣的運作方法及知識地圖，以

至於各個平台對於職能發展及評測無法做更

深入及全面的拓展。亦即，現今運作的系統無

法完全適用於所有的企業，也無法完全解決企

業的人才問題。 

在台灣常用的職位(能)評價方法包括使

用產業職能測評模型、購買測評工具、及自行

研發測評工具等。 

使用產業職能測評模型使用產業職能測評模型使用產業職能測評模型使用產業職能測評模型：：：： 

� 美 國產 業 職 能模 型 [22] ，參 考
http://hrd.college.itri.org.tw/competen

cy/index_form.asp?id=UC0。 

� 經濟部產業職能模型 [23]，參考
http://hrd.college.itri.org.tw/competen

cy/index_form.asp?id=Aa0。 

 

購買測評工具購買測評工具購買測評工具購買測評工具：：：： 目前僅適合於核心職能、

動機職能、行為職能。 

� 104 人資學院[24]，參考 http://www. 

104ehr.com.tw/index.html。 

� 1111 九大職能星[21]，參考 http:// 

assessment.1111.com.tw/cstar_school/

index.aspx。 

�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20] ， 參 考

https://ucan.moe.edu.tw。 

� 測評中心。 

自行研發測評工具自行研發測評工具自行研發測評工具自行研發測評工具：：：：適合各類型組織的專

業職能、知識職能。 

� 依據關鍵行為指標，設計評鑑工具。 

� 測驗的題型：是非、選擇、問答、操

作、作品、績效 KPI 等類型。 

 

5、、、、 整合式職能整合式職能整合式職能整合式職能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e 化系統化系統化系統化系統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之之之之建置建置建置建置 

人 力 資 源 發 展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簡稱 HRD)，比較重視個人發

展，從個人內在配合組織外在發展。人力資源

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簡稱HRM)

則強調外在組織的需要，配合人力的提升與運

用[4]。 

在民國 86 年至 89 年政府推動《跨世紀

人力發展方案》，此政策的總目標為增進人力

運用效率，提升國家競爭力。主要著重於人力

的運用並降低失業率，加強人力培訓[1]。《新

世紀人力發展方案》配合《知識經濟發展方案》

[8]目標在十年內達到先進知識經濟國家水準

的願景，主要掌握人才優勢，培養人力創新跟

學習能力，用知識提高國家生產力，如圖 5 所

示[5]。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02 AIT / CEF 2015



 

圖圖圖圖 5、、、、新世紀人力發展方案架構新世紀人力發展方案架構新世紀人力發展方案架構新世紀人力發展方案架構[5] 

 

狹義的人力資源管理包括四大流程[16]： 

(1) 職能模型：有效的職能能夠使企業及

員工了解工作進而提升績效。 

(2) 人才評鑑：依照職能評鑑出人才。 

(3) 人才定位：完成評鑑就可以將人才定

位。 

(4) 人才發展：給予參與特定專案的機

會、負責知識移轉或訓練、進修等。 

廣義的人力資源管理包括四大流程[16]： 

(1) 選：以職能導向選擇人才，所以企

業需發展自己的職能項目，並依照

此來做為選才依據。 

(2) 用：利用職能模式，從各個職能項

目做評鑑，使員工對工作及企業認

可。 

(3) 育：教育訓練是企業培養人才之重

要手段藉由評估員工工作目標之達

成度，規劃訓練需求。 

(4) 留：完成選才、評鑑及發展後，最

重要就是留住人才。 

為了能兼顧人力資源管理的狹義及廣義

流程，首先分析本研究所要建置的『整合式職

能評價e化系統模型』的需求，分析的流程如

圖6所示。分析的步驟包括：明確定義企業發

展策略目標、確定目標職位、界定目標職位績

優標準、選取樣本組、收集及整理資料、定義

職位職能項目、定義職能指標等級、初步建立

職能模型、及建構完善職能模型。其中，初步

建立職能模型需參酌職能專案調整、職能專案

調整及專家團評估進行調查後，最後才能建構

完善職能模型。進行收集及整理資料時則可透

過多元的管道，包括行為事件訪談法、專家資

料庫、問卷調查法、個人訪談法、及小組座談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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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需求分析流程需求分析流程需求分析流程需求分析流程 

 

為了確認『整合式職能評價e化系統模型』

中組織的職能發展模式及用途，本研究以圖7

的組件進行分析，其中包括：選擇建立能力模

式的方法、瞭解企業及部門未來的環境、分析

部門及個人的職責、發展功能及角色/職位能

力模式、及產生組織核心能力模式。再透過組

織核心能力模式，進行後續相關人力資源的管

理。所進行的人力資源管理，可包括下列四

項： 

任用任用任用任用：遴選及晉升。 

人力資源發展人力資源發展人力資源發展人力資源發展：課程發展、課程體系、學

習策略、及生涯規劃。 

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評估項目及績效與能力的比例。 

薪酬管理薪酬管理薪酬管理薪酬管理：設計寬幅薪等結構、給予底薪、

及調薪。 

接著，需將企業所產出的工作分析與工作

說明書系統化，因此需引導企業產出職能定

義。每一個企業的職能定義，再彙集而成職能

辭典。藉由『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

中的工作說明書、職能定義、職能評測以及評

測計畫，可分析企業的數值結果，並做為企業

人才招募、培育、考核、及薪酬管理的依據。 

本研究所提出的『整合式職能評價e化系

統模型』建置導入程序如圖8所示，包括九個

步驟：策略規劃、人力政策、工作分析、工作

說明書、職能定義、職能辭典、定義職能指標、

職能評鑑、及職能落差。 

其中人力政策需依據年度計畫、人力需求

及人力分析制定，並提供給人評會做為後續人

力資源管理之用。知識、技能、行為、及動機，

則提供給職能定義之用。職能辭典則可提供核

心職能、專業職能、管理職能、及一般職能。

職能評鑑可提供人才招募、升遷考核、薪酬、

及訓練之用。而企業員工若產生職能落差，則

透過訓練補強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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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與能力的比例

薪酬管理
。設計寬幅薪等結構
。給予底薪。調薪

 

圖圖圖圖 7、、、、確認確認確認確認『『『『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組組組組織的織的織的織的職能發展模式及用途職能發展模式及用途職能發展模式及用途職能發展模式及用途 

 

 

圖圖圖圖 8、、、、『『『『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建置建置建置建置導入程序導入程序導入程序導入程序 

 

建置『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中

的職能模型發展有七個步驟，分別為： 

(1) 定義績效標準。 

(2) 確認效標樣本。 

(3) 蒐集資料。 

(4) 分析資料。 

(5) 發展職能。 

(6) 驗證職能有效性。 

(7) 應用職能。 

透過本研究所提出的職能模型建置導入

程序的步驟，可建置『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

統模型』的整合性人力資源管理架構，如圖 9

所示。整體的架構是以企業願景/使命/競爭策

略/組織目標為最高指導原則，在此原則下以目

標管理及專案管理帶入核心作業流程進行整

合性的人力資源管理。 

在經過工作分析後，即可進行工作設計、

組織架構及提供分層負責相關資訊。工作分析

後亦可提供人力需求之訊息，藉以執行人才的

招募、甄選及任用。工作分析的結果也用以進

行工作說明書職位評價，職位評價的內容也提

供分層負責及人才甄選與任用所需資訊。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05 AIT / CEF 2015



目標管理、專案管理及工作說明書職位評

價，可提供績效管理所需的資訊。透過績效管

理的結果，可進行人力盤點、職涯規劃、教育

訓練、晉升異動、離職異動、及績效獎金等之

制定與執行。透過績效管理亦可進行勞動契約

及工作規劃的制定。而工作規劃的內容包括：

獎懲辦法、紀律守則、勞資關係、出勤給假、

加班試用、職災補償、退休辦法、及獎懲辦法

等。工作規劃將影響員工的福利辦法，而員工

的福利辦法與員工認證將決定薪資辦法的制

定。最後，薪資辦法的制定、績效獎金與福利

辦法，連帶影響員工非工資的架構。 

 

 

 

圖圖圖圖 9、、、、『『『『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化系統模型』』』』的的的的整合性人力資源管理架構整合性人力資源管理架構整合性人力資源管理架構整合性人力資源管理架構 

 

 

6、、、、 企業導入企業導入企業導入企業導入 eHRMS的職能評價功的職能評價功的職能評價功的職能評價功

能瓶頸能瓶頸能瓶頸能瓶頸 

企業導入 eHRMS 的職能評價功能，雖然

可以為企業帶來許多優勢，但也有其瓶頸。這

些瓶頸說明如下： 

1. 因應經營環境變化，組織變化彈性大。 

2. 不易結合薪資、考核體系。 

3. 經營者的認知與投入意願決定導入的

成敗。 

4. 導入經費高、費時、費力、長期維護不

易。 

5. 人資人員導入職位評價技術不足，人力

有限，人事成本增加。 

6. 導入職位評價的時日尚淺，產業或組織

常模尚待建立。 

7. 能否產生人才培育效益，尚待長期驗

證。 

8. 市場上的測評系統，尚無法針對產業或

組織發展適用知識職能、專業技能檢測

的職能評價資訊系統。 

7、、、、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人力、土地、資本是過去用來衡量一個國

家的經濟發展程度之標準，我國從民國 54 年

的《第四期經濟建設計畫》中[25]，就已經將

人力資源發展納入計畫當中，而民國 86 年開

始了《跨世紀人力發展計畫》[26]到民國 90 年

開始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新世紀人力

發展計畫》[5]，人力資源發展的重要性愈加提

升。 

經濟大師梭羅曾說：「一個以『腦力』決

勝負的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來臨。」政府在這知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06 AIT / CEF 2015



識經濟的時代之下更加注重了人力培訓，不僅

僅制定了相關法規，像是，於民國 99 年立法

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27]其中第 18 條明定

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產業發展

需要，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及核發能力鑑定

證明，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目的在協助提升

產業所需人才素質。」以及民國 100 年修正的

「職業訓練法」[28]第 4 條之 1：「中央主管機

關應協調整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

職能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範與其辦理

職業訓練相關服務資訊，以推動國民就業所需

之職業訓練及技能檢定。」，除了法規制定，

經濟部也設立了「經濟部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平

台」[18]，以及職業訓練局所設立的「iCAP 職

能發展訓練平台」[19]，還有非官方人力網站

設立的職能測評平台，由此可知人力培訓與職

能發展已不可或缺，但這些平台仍不夠全面

性，亦不夠深入。 

如何掌握未來政府才能 e 化發展政策的契

機，結合下列市場五個需求機會，掌握開發契

機： 

1. 政府強力推動職能業務元年。 

2. 企業、訓練機構、非營利事業單位，配

合政府導入 TTQS 機制。 

3. 職能評價 e 化經費上 100 萬。 

4. 目前市場上還沒有一套適合產業或組

織內部的職能評價。 

5. 導入職能評價資訊平台前，仍需借重顧

問專家的輔導能量，完成導入前的職能

模型。 

近年來，企業為了提昇競爭力，因此各個

企業對員工的「職能」愈來愈重視。然而大部

份的職能評價系統大都只以單一因子來建構

職能模式，因此無法提供企業整合性的人力資

源管理解法，其應用性與實用性有限。因此在

本研究中，提出一個『整合式職能評價 e 化系

統模型』。在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中，整合了

人力資源管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兩大主軸。在人

力資源管理中，包括企業員工的職涯、人事、

薪資、保險及出勤等相關的管理。在人力資源

發展中，則包括績效考核、工作分析、訓練發

展及績效考核等。透過本研究所提出的『整合

式職能評價 e 化系統模型』，企業可以達到簡化

與整合行政作業，並可累積與厚實人力資本，

提昇企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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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分析研究-以人格配對為分析

基礎 

 

 

摘要 
在桌球的團體比賽中，雙打佔有極重要的

角色，而戰術的執行對於雙打勝負有決定性的

影響，另人格特質也對雙打戰術的執行成功與

否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但目前相關的研究卻相

當缺乏，因此本研究以人格配對為分析基礎來

建立一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分析模型，收集

雙打影片，利用模型加以分析桌球雙打選手戰

術的使用以及其對勝率的影響。另從問卷的分

析結果，擷取出四種人格配對共 20 場比賽，

進行戰術分析，四種人格分別是自控型 vs 進取

型、理智型 vs 理智型、理智型 vs 進取型及進

取型 vs 進取型。 

研究結果為：（一）人格配對：自控 vs 堅

韌的配對獲勝機率最高，而自控 vs 理智的配對

獲勝機率最低；（二）戰術建議：依不同的人

格配對，提供在每局中能提高勝率或降低敗率

之戰術建議；（三）由戰術建議再細分出應加

強訓練的技術。透過本研究結果，可以讓教練

及選手清楚明瞭每組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成

效，並根據其擅長與不擅長的戰術進行戰術以

及技術的訓練。 

關鍵詞：桌球雙打、人格特質、技戰術、分析

模型、多媒體資料庫 

 

Abstract 
In the team competition of table tennis, 

double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there is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outcome for 

the doubles of the tactics execution. In 

addition, whether the tactics execution is 

successful, personality traits are also stands 

for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b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is rather lacking now. Therefore, this 

study analyzed that was based on personality 

matches to establish a personality-based 

Techniques and Tactics Analytic Model on 

first-three hit in table tennis doubles. We 

collected the doubles competition films, to 

utilize the model to analyze the doubles 

players’ use of tactics and the impact 

between the use of tactics on different 

personality matches and the winning rate. By 

the analysis result of the questionnaire, we 

took out four out of ten personality matches, 

which were autonomy v.s. extraversion, 

conscientiousness v.s. conscientiousness, 

conscientiousness v.s. extraversion, and 

extraversion v.s. extravers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 Personality 

matches: Conscientiousness v.s. hardiness is 

the best match, but autonomy v.s. 

conscientiousness is the worst match. (b) 

Tactics advic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rsonality match, provide tactics advice to 

improve winning rate or reduce failure rate in 

each innings. (c) Techniques training advice: 

Subdivided into techniques whi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the above results, it can let 

the coaches and athletes clearly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e of tactics in each 

personality matches, and offer techniques 

and tactics training which depends on the 

athletes skilled or unskilled tactics. 

Keywords: Table tennis doubles, Personality 

straits, Techniques and tactics, Analytic model, 

Multi-media database 

1. 介紹 

桌球雙打在團體比賽中，對全場的勝負非

常具有影響力。桌球的七種正式比賽項目中，

雙打佔了男雙、女雙、混雙三項，無論是男、

女子組 5 點制的 3 單 2 雙，雙打即佔了 40%的

勝率。李豐松、盧美麗與蘇裕欽（2010）提出

雙打比賽能充分展現桌球運動本身的魅力，以

及桌球快速、多變、緊張、刺激、激烈的內涵，

更能看出團結、向上、互助的團隊精神。不過，

一位優秀的單打選手並不代表一定是位優秀

的雙打選手；而兩位頂尖的單打選手也不代表

劉熒潔 王明月 陳嬋茹 

朝陽科技大學 

副教授 

高雄大學 

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allanliu@cyut.edu.tw mywang@nuk.edu.tw amy327007@gmail.com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09 AIT / CEF 2015



能夠搭配成最頂尖的雙打配對，也因為雙打需

要兩人的默契及協調 (Poizat, Bourbousson, 

Saury, & Sève, 2012)，因此雙打要打得好，需

仰賴其他重要因素。 

 

有學者提出，若在雙打比賽中的戰術使用

得宜，即容易獲得比賽勝利，因此應加強戰術

上的訓練（陳金海、侯淑玲、張富貴、謝瑄容、

李昇家，2009）。而目前學者對於桌球雙打的

分析仍侷限在傳統的三段式分析以及 Rasch 測

量分析法，這些分析法大多著重在技術的訓

練，而非戰術的訓練。另外由於雙打必須由兩

位選手配合，以往研究指出，不同的人格配對

可能會影響運動表現（呂世竹、成和正、洪偉

欽、楊欽城、林盈峰，2008），進而影響到運

動成績，因此選手人格特質的配對對訓練或比

賽中的影響也就非常重要。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立一基於人格配

對之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用以分析不同人

格配對的戰術使用結果，以提供教練、選手或

相關訓練組織的桌球訓練參考數據，使得在訓

練選手時，能根據不同的人格配對而進行不同

的技戰術訓練，以致有更好的訓練成果及比賽

表現。研究目的如下： 

1.建構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 

2.將人格特質配對與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

型結合，收集資料並產生分析圖。 

3.提供教練、選手或與桌球相關訓練組織的參

考訓練方針。 

2. 文獻探討 

2.1 桌球雙打的重要性 

雙打在桌球運動的團體賽中是一項重要的

項目，雙打的成績對團體賽的勝負具有相當大

的影響力。胡志鋒等人（2004）與李豐松等人

（2010）指出在團體賽中，無論是男子組或女

子組之五點制中有兩點為雙打，即佔了 40%；

男子組七點制中也有兩點為雙打，佔了 29%；

再或者女子組五點制中有一點為雙打，佔了

20%。尤其於團體賽中如果可以拿下雙打的一

點或二點的勝利，則為團隊帶來了 20% ~ 40%

的勝率，且雙打勝利可影響團體 70%的勝負，

由此可知雙打很重要。在 1926 年 12 月，英國

倫敦舉辦了第一屆世界桌球錦標賽，桌球的七

種正式比賽項目包括男子、女子團體；男子、

女子單打；男子、女子雙打及男女混合雙打，

雙打占了其中三項。1988 年，桌球雙打也被列

入為奧運比賽之正式項目之一。 

2.2 桌球技戰術的重要性 

選手為了要贏得比賽，必須依靠純熟的桌

球戰術，因此戰術的執行會直接影響選手的比

賽成績，技術是戰術的基礎，戰術是由各項技

術所組合而成，技術的好壞決定戰術的質量

(SeeMiller & Holowchak, 1997)。由此可得知，

技術會影響戰術的執行，戰術會影響比賽的成

績。在過去桌球技術的研究中，李昶弘、黃煥

業、苗培榮（2008）指出，能掌握到技術的使

用，在比賽中就能獲得更多的主動權，且對於

比賽成績有重要的影響；而在桌球戰術方面，

杜美華等人（2005）提出在 2003 年第 47 屆的

世界桌球錦標賽雙打組中，世界排名第 4 名的

王勵勤與世界排名第 45 名的選手閻森在雙打

比賽中獲得世界冠軍。雖然兩人的排名不是最

好的，但兩人默契十足，戰術執行順利，也驗

證了雙打戰術的設計及執行對勝敗有決定性

的影響。 

2.3 桌球雙打技戰術分析法 

桌球雙打技戰術相當多樣化，目前分析法

則著重於兩種：分段指標評估法及 Rasch 測量

分析法，以下分別介紹。 

2.3.1 分段指標評估法 

分段指標評估法是由吳煥群與李振彪

（1990）所提出，將桌球的每一技術的過程分

為三段：發球搶攻段、接發球搶攻段及相持

段，並將得分率分為優秀、良好與及格三種層

級。發球搶攻段為發球者從發球(含)到第三球

之得分或失分；接發球搶攻段為對接發球者而

言，從第二球到第四球之得分或失分；相持球

段為對發球者而言第五球後的擊球之得分或

失分。下表為其所發展出的雙打比賽分段指標

評估法。 

表 1 雙打比賽分段指標評估法 

 
資料來源：吳煥群、李振彪(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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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 可推知，在各段得分率的指標中，

分為優秀、良好和及格；在各段使用率的指標

中，低於指標百分率為低使用率，介於指標百

分率之中為一般使用率，高於指標百分率則為

高使用率。指標對照的方法以表 1 來說明：若

某一對雙打選手在發球搶攻段的得分率為

45.45%，使用率為 30.28%，對照表 1 發現得分

率低於及格指標值（60%），而使用率稍高於

30%，由此可知該雙打球員發球搶攻段的使用

率為一般，但得分率表現卻不及格。此分析法

簡明扼要且符合每一球的流程，因此許多研究

以此分析法為基礎來進行相關研究。 

杜美華、徐競與白慧嬰（2005）利用分段

指標評估法進行技術之得分率及使用率的對

照，分析出選手在不同段的技術使用成效。過

程為記錄雙打之發球搶攻段、接發球搶攻段及

相持段之得失分，並統計每段的得分率及使用

率，再將統計數據透過分段指標進行對照，即

能得知三段中的得分率及使用率之成效。研究

結果發現，雙打中主要得分段為發球搶攻段及

接發球段（即前三板），且若能取得前三板之

得分優勢，將能提高獲勝機率。 

胡志鋒、林靜萍與陳裕芬（2004）利用分

段指標評估法，記錄獲勝方最後擊球之得分和

失分落點來分析出致勝球落點分佈的比例。該

研究記錄雙打之發球搶攻段、接發球搶攻段及

相持段中各項技術（例：正手搶攻、反手搶攻

或推球等）之得失分和致勝球的落點。在記錄

致勝球落點前，先將半張球檯分成左右近網

（A、C）及左右出檯（B、D）四個區域（見

下圖 2），並記錄以獲勝方最後擊球的得分及失

誤之落點。研究結果發現，接發球搶攻段為雙

打技術中的主要得分環節，但相持段是我國雙

打選手所需要加強的。另外，男、女子雙打選

手無論在得分或失分的落點都在右半區，且發

球搶攻及接發球搶攻段使用率較高。 

侯淑玲、陳金海與陳敬能（2008）以描述

性統計進行技術的得分率及使用率之統計分

析，再透過分段指標評估法進行經驗模式的對

照，最後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考驗桌球三段

技術之得分率對成績表現（即每場比賽的勝

率）的預測效果。過程為統計三段技術之得失

分、得分率及使用率，並以分段指標評估法進

行評估，發現發球搶攻為主要得分方式，且應

加強接發球搶攻及相持的能力。之後，以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法考驗三段中技術之得分率及

使用率對勝率的預測效果，發現接發球搶攻段

及相持段對成績表現很重要，且相持段得分率

越高，成績表現越好，因此可推論，相持能力

為桌球雙打比賽決定勝負的重要關鍵。 

2.3.2 Rasch 測量分析法 

Rasch 測量分析是由 Georg Rasch(1993)所

提出的，用來評定桌球三段技術的內容，可對

不同對手能力的差異進行細部的分析，並可找

出各個選手比賽表現之優缺點，特別是優秀選

手的弱點，且適合用來估計「對抗性」的比賽。

方法為對三段技術的得失來評分，並推估選手

的得分潛在能力，例如：當選手在發球段結束

一球時，狀況為「發球直接得分」，評分者將

給予 4 分；若在接發球段結束一球時，狀況為

「接發球回擊成功」，評分者則給予 1 分；當

在每一段的狀況為「直接失誤」時，評分者一

律給予 0 分。下表為桌球雙打三段技術評分。 

表 2 桌球雙打三段技術評分 

 
資料來源：陸雲鳳、紀世清、姚漢禱(2009)

陸雲鳳、紀世清與姚漢禱（2009）利用 Rasch 測量分析來評估選手於發球段、接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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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及相持段之得分能力。過程為由評估者對選

手之三段中的技術進行評分，再分析出個別選

手在三段中的得分潛在能力（較優、中等及較

差），最後再將選手配對的雙打技術進行評

估，可推估出雙打配對在三段中的得分能力，

並對能力較差的部分加強訓練。 

總結上述兩種分析法，對於前者的分析

法，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學者較著重於桌球技術

上的分析，並能夠從分析結果讓教練得知選手

應加強訓練三段中對勝率最有影響力的技

術；對於後者的分析法，可以看出學者主要是

分析三段中的技術，能夠得知能力較差的部

分，並加強訓練。但兩種分析法較為不足的地

方是其較強調分析在不同段中的個別技術，例

如：拉攻或切擋等，反而缺少了整體的戰術分

析。 

2.4 桌球雙打技戰術訓練 

 本研究綜合近幾年學者的桌球雙打技戰

術訓練方法，列為下表 3。 

表 3：桌球雙打技戰術訓練方法 

從表 3 得知，張良西（2001）主要是針對

桌球技術所提出訓練方法。在發球搶攻中提出

了 3 種技術訓練方法，分別為多球練習法、配

合打法精練 1~2 套發球及高水平隊員陪練要

求。多球練習法為要求選手針對發球的旋轉或

速度，將球發至指定落點區域；另外，須結合

自身的打法風格確立 1~2 套發球方法；另外可

以透過高水平隊員的指引下，進行有針對性的

發球練習。而接發球的訓練中，可根據選手技

戰術的水準或各自不同的打法來固定訓練單

一接球法，例如：固定反手、正手挑接，或進

行回接對手以相似手法發不同旋轉球的訓

練；另外，可利用固定的接球法進行多球練

習；又或者以模擬發球者讓接球者練習回擊；

選手亦可以比賽的方法進行接發球練習，使訓

練更具實戰性；而強迫練習法為對於無論旋轉

的短球和長球，亦可皆以搶攻為主來練習。 

李湛忠（2005）主要是針對戰術提出訓練方

法，從戰術訓練再細分為技術訓練。發球搶攻

的戰術訓練中，以正手發轉或不轉搶攻後搶

攻，並發至對手中路或右方短球；也可側身用

正手發高或低拋將球發至對手反手位；或者以

反手發上、下旋球發至對手中右近網、左方或

中路；另外較少見的發球搶攻為下蹲發出旋轉

強的球至對手反手短球及正手半出檯位置。接

發球的戰術訓練中，積極搶攻或者以擺短為

主，爭取下一板的搶攻；亦可以側身接發球來

避免對手的發球搶攻。對攻的戰術訓練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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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打出較高的球或變線時，立即正手或側身

攻；或壓對手正手，再打其反手位；亦可壓對

手中路和攻球較弱的一面。搓攻的戰術訓練

中，可以打時快時慢、落點不一，或不斷打到

對手弱點的球，亦可打出不同的旋轉強弱、轉

或不轉的球使對手難以判斷。 

發球搶攻的技術訓練中，以發短下旋來控

制對手無法搶攻，再發不轉搶攻，搶攻則以快

打及快挑為主；亦可以上、下旋球攻擊對手正

手；或者可針對反手右側上、下旋球進行訓

練；而由於下蹲發球需要發出旋轉強、變化又

多的球，因此需要精練發出旋轉球。接發球的

技術訓練中，當對手發短球，以快打或快挑回

擊；當對手發長球或半出檯球，則以搶攻或搶

沖；當對手發強烈下旋、側下旋短球，或發至

自己較不擅長進攻的位置之下旋長球，即以擺

短為主，並爭取下一板的搶攻機會；另外，當

以正手側身接發球時，可以快擺短球、快拉長

球，在球上升時擊球、搶攻或搶沖半出檯球或

晃接讓對手難以招架。 

張雁書與林聖峰（2007）提出了桌球技術

及戰術的訓練方法，較著重在技術上。在技術

訓練中，為了鞏固與提高前三板的得分率，以

不定點長球搶攻、短球之回擊及接發球不定點

擺短為主，且選手對接發球需有主攻的意識，

並對主要得分之技術加強訓練；另外，可以針

對性打法進行模擬訓練，來突破某一難點或重

要環節。而戰術訓練為主要針對不同對手而使

用不同的戰術，包含從正手為突破、短球控制

及反控制、打兩邊突擊中路、先中路後兩邊及

長短吊。 

李豐松、盧美麗與蘇裕欽（2010）的研究

中，較著重在技術的訓練。在技術訓練中的定

點定打法單線練習為規定一個落點及一種打

法，先練斜線，再練直線，最後練中路，此為

最基本的五條線路練習；而定點不定打法單線

練習則是規定一個落點，但打法可多樣；單、

複線練習為一方規定在一個落點，另一方則不

規定落點，此為基本的步法訓練；另外，複線

練習為一方專打斜線，一方專打直線，此為基

本技術訓練的高級動作；而雙打練習是以跑動

擊球來訓練彼此的默契。接發球訓練中，可以

多球練習法或比賽練習法來訓練。多球練習法

中，接發球者以快點或快拉為主，並搭配快搓

的回擊方式；比賽練習法為統計接發球搶攻的

使用率及得分率。 

總結上述學者所提出的桌球雙打技戰術訓

練方法，可看出以往學者主要是以發球搶攻及

接發球為基礎來訓練，原因是發球搶攻及接發

球會直接影響選手戰術的運用及比賽勝負（游

鳳芸，2007），且大部分是著重在技術訓練，

戰術訓練方法則較少。 

2.5 人格特質的影響 

不同的人格特質會造成不同的行為，而行

為會影響在比賽中的技戰術使用，進而影響到

比賽成績。過去心理學研究中，人格特質也稱

為心理的特質，指個人有獨一無二的情感、思

考模式及表現出特定的行為(John, & Srivastava, 

1999, Roberts, 2009)。 

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行為 (McCrae and 

Costa , 2008；  Titulaer、Oers and Naguib, 

2012)，個人行為會導致選手不同的打球風格，

而打球風格造就每位選手技戰術的執行
(Saklofske, Austin, Rohr, & Andrews, 2007; Tafti, 

Pakdaman, & Asgari, 2008;         , & 

Chicomban, 2010; Gee, Marshall, & King, 2010; 

Nia, & Besharat, 2010; Karimi, & Besharat, 

2010)，最後在比賽中會呈現不同的運動成績
(Aidman, & Schofield, 2004; Komarraju, Karau, 

& Schmeck, 2009; 楊欽城、張廖麗珠、蔡文

程、徐志輝，2009; Tripathi, 2013)。因此，本

研究將人格特質納入考量，並將其以桌球雙打

之技戰術做結合。 

2.6 人格配對對雙打成績的影響 

不同的人格配對可能會造成在比賽中不同

的運動表現，而間接地影響到運動成績。在以

往的研究中，Nia 與 Besharat (2010)的研究指

出，理智型人格的選手及自控型人格的選手較

適合單人運動，而進取型人格的選手較適合團

體運動；Karimi 與 Besharat (2010)的研究中顯

示，堅韌型人格的選手及自控型人格的選手較

適合單人運動，可得知有些選手能適合單人運

動，有些則適合團體運動。而以桌球雙打來

說，不同的人格組成雙打配對時，在比賽中亦

會造成不同的戰術的執行，而由戰術的執行造

就比賽成績。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建立一組桌球前三板雙打技

戰術模型，而在建立模型前，先將雙打技戰術

進行分類，之後再驗證模型的可行性。驗證前

須錄製桌球雙打比賽影片以及發放人格特質

問卷，再以人格配對為分類依據，分別建立該

人格配對的勝敗模型，並產生出分析表。最後

根據勝敗模型以及分析表，提供桌球教練及選

手訓練指引，下圖 1 為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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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3.1 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之建立 

 在建立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前，本

研究先進行桌球技戰術的分類。桌球之技術分

類有近百種，經本研究將技術簡化後，整理出

雙打前三板所會運用到的技術，如圖 2。  

 
圖 2 桌球前三板雙打技術組合 

由圖 2 所示，在技術分類中，分為第一板

及第三板。第一板為正手發球及反手發球，而

第三板為正手側拉攻、反手側拉攻、正手側撥

攻、反手側撥攻、正手側切擋及反手側切擋。

由 A 選手打第一板給對手，對手回打後由 B 選

手打第三板回擊。因此，A 選手有 2 種發球技

術而 B 選手則有 6 種技術，兩者組合起來可產

出桌球雙打戰術類型，如表 4。 

表 4 桌球雙打戰術類型 

從表 4 可看出，戰術組合類型分為主動及

被動。將技術組合成戰術後，再歸納為戰術的

類型，例如：A 正手發球與 a 正手側拉攻的組

合屬於主動戰術；或 B 反手發球與 f 反手側切

擋的組合屬於被動戰術，以此類推。 

由表 4 將戰術類型歸類之後，再延伸出桌

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此模型是由不同的

技術組合而成的，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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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 

從表 5 可以很清楚看出每種戰術的類型，

以及戰術中的技術組合。例如：發球搶攻戰術

Aa 為 A 正手側發球與 a 正手側拉攻組合而成

的；發球搶攻戰術 Be 為 B 反手側發球與 e 正

手側切擋組合而成的，以此類推。本研究可依

此模型進行雙打選手之技戰術分析。 

3.2.2 受試對象 

本研究以 101 年朝陽盃桌球賽、第十八屆

輔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錦標賽、102 年全國

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中區錦標賽以及決賽、

102 年朝陽盃桌球賽、103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桌球中區錦標賽的雙打選手為受試對

象，以 31 場桌球雙打比賽進行影片分析，共

50 組。 

3.2.3 人格特質測量工具開發 

漆昌柱（1995）編制了《WT 運動員性格測量

表》，該量表包括堅韌型、自控型、情緒型、

進取型、靈活型、興奮型、社交型及理智型八

個維度。共 375 名運動選手(男 178 名，女 197

名)進行實測，得出各項測驗的信度系數介於

0.58~0.93 之間，平均α為 0.64。再額外對其中

30 名受試者(男 17 名，女 13 名)在間隔一個月

的時間進行重測，發現平均的信度為 0.72，此

結果表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及重

測信度。各分測驗的相關分析結果，除了進取

型及堅韌型的相關系數大於 0.5 外，其餘相關

系數都在 0.5 以下，大多數相關系數都小於

0.3，說明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 WT 運動員性格量表》為自陳式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的人格測量問卷，

選手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回答，該量表實測的

八個維度之性格特質及典型行為特徵敘述如

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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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性格特質及典型行為特徵 

 
資料來源：漆昌柱(1995)

由於近年來有學者研究出人格特質並不完

全符合桌球比賽需求，且有些人格的行為特徵

相似性高或不適合桌球項目，因此本研究將不

符之類型刪除，並合併相似之人格類型。王明

月等人（2012）指出，由於桌球雙打為規律的

一人一球輪流打，因此社交型並不符合需求；

自控型善於控制自己的情感，與情緒型情緒穩

定、冷靜，二類型行為特徵相似；靈活型能迅

速適應對手戰術，且立即調整自身戰術，與理

智型善於分析並達成目標，二類型行為特徵相

似；進取型比賽爭強好勝，與興奮型表現積極

主動，二類型行為特徵相似性高。最後將人格

類型設定為堅韌型、理智型、自控型、進取型

四大類型行為特徵（表 7）、桌球選手人格配對

行為特徵（表 8）。因此，本研究取《WT 運動

員性格測量表》中的堅韌型、理智型、自控型、

進取型四大類人格問卷進行人格特質的測

試，以該人格特質得分最高的類別來判定該選

手的人格特質歸屬。 

表 7 桌球選手人格行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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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桌球選手人格配對行為特徵 

3.2.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使用 DV 攝影機 3 組及腳架錄製桌

球雙打比賽，及修改過之人格特質問卷，原為

漆昌柱（1995）所編製的 WT 運動員性格測量

問卷，將受試選手歸類為自控型、堅韌型、理

智型、進取型等四大類型，並於比賽結束後發

放問卷給影片中的選手進行填寫。問卷回收之

後，再計算該運動員在每一個人格類別中的得

分，取得分最高的類別，即可得知每一位選手

的人格特質分類，並利用 Interact 9 進行比賽影

片分析。Interact 9 是一套多功能的行為事件編

碼及記錄、行為數據圖形化與分析的影片分析

軟體，可利用此分析軟體記錄每位選手的戰

術。得知雙打選手之人格後，將桌球前三板雙

打技戰術模型儲存至 Interact 9 作為影片動作

分析的 Code，並開始記錄雙打選手所使用的戰

術。接著彙總雙打選手的戰術使用次數，再計

算出戰術的得分率、勝率及戰術價值等資訊。 

透過問卷分析結果，整理出自控型 vs 自控

型、理智型 vs 理智型、進取型 vs 進取型、堅

韌型 vs 堅韌型、自控型 vs 堅韌型、自控型 vs

理智型、自控型 vs 進取型、理智型 vs 堅韌型、

理智型 vs 進取型及進取型 vs 堅韌型的人格配

對各 5 組雙打選手。下表為每組人格配對中所

收集到的 5 場比賽之比賽勝敗及比數結果。 

表 9 五組人格配對之比賽勝敗及比數 

從表 9 可得知，不同的人格配對中的五組

雙打選手在每場比賽的勝敗結果，及統整五場

比賽的比數。例如：自控 vs 自控有五組雙打選

手，比賽的勝敗結果為三組勝利及兩組失敗，

因此比數為 3：2。 

3.3 建立結合人格特質之勝敗戰術價值模型 

將人格特質與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

結合之前，首先以人格配對將比賽做分類，然

後將該配對雙打選手的戰術進行統計分析，整

理後可產生該人格配對雙打選手前三板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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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進而產生出該人格配對的勝敗戰術價

值模型，下表 10 為以某一組理智 vs 理智雙打

選手為例，來說明分析的結果。 

表 10 雙打選手前三板戰術分析表 

欄位說明如下： 

成功率=（戰術執行成功次數/戰術使用總數）× 

100（%） 

失敗率=（戰術執行失敗次數/戰術使用總數）× 

100（%） 

勝率 =（得分次數/戰術使用總數）× 100（%） 

敗率=（失分次數/戰術使用總數）× 100（%） 

價值=（勝率-敗率）× 戰術使用總數 

從表 10 中，可以發現該人格配對所使用的

戰術在發球技術上是容易贏球的，另外可得知

該配對在 Af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切擋的使用次

數（15 次）最多，但其戰術價值（-100）並不

理想，勝率為 47%；Aa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拉

攻的使用次數（10 次）為第二高，勝率及敗率

為各 50%，因此騎戰術價值為 0。Ad 正手側發

球反手側撥攻對於比賽使用上的價值（300）

是良好的，且戰術執行成功率（80%）高，不

過選手使用此項戰術的次數（5 次）比較少，

所以對整場比賽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由此表能

夠看出該配對在各個戰術使用上的價值，並可

以推論出使用何種戰術較容易提高一局中的

勝率。 

本研究之後再依 10 組人格配對進行數據

分析，並且利用 Excel 圖表化，並產生人格配

對的勝、敗戰術價值模型，如下圖 3、4。 

 
圖 3 勝戰術價值模型 

 
圖 4 敗戰術價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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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結果 

4.1 人格配對分析結果 

本研究將人格特質與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

術模型結合之後，可產生出人格配對戰術使用

次數表、人格配對勝戰術價值模型、人格配對

敗戰術價值模型及人格配對勝敗戰術價值平

均。以下為 10 種人格配對所整理出的人格配

對分析結果，此結果可以明顯看出每種配對的

勝戰術及敗戰術。 

表 11 人格配對之技戰術分析結果 

表 11 顯示不同的人格配對之戰術使用傾

向、每局中須多使用之戰術及須避免使用之戰

術、每局比賽之獲勝機率及每組人格配對中所

收集到的 5 場比賽之勝敗比數，最後提出戰術

建議及技術訓練之建議給教練、選手或與桌球

相關訓練組織作為參考訓練方針。 

自控 vs 自控: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攻守兼備，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Aa 正手側發

球正手側拉攻及 Ac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撥攻，

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且應少使用 Ad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撥攻、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

切擋及 Af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切擋，即能降低

一局中輸球的機率。另外，此配對的每局比賽

之獲勝機率為 63%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3

勝 2 敗，因此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適合配對在

一起。但若要提高自控 vs 自控獲勝的機率，在

戰術的使用上較適合以被動戰術為主；在技術

訓練建議上，應針對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

及正手側撥攻加強訓練，當技術純熟時，此配

對在戰術的執行上會較容易成功。 

理智 vs 理智：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主動戰術，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Ad 正手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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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反手側撥攻及 Be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

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且應少使用 Aa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Ac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

撥攻、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及 Ba 反手側

發球正手側拉攻，即能降低一局中輸球的機

率。另外，此配對的每局比賽之獲勝機率為

58%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3 勝 2 敗，因此

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適合配對在一起。但若要

提高理智 vs 理智獲勝的機率，在戰術的使用上

較適合以被動戰術為主；在技術訓練建議上，

應針對正手側發球、反手側發球、反手側撥攻

及正手側切擋加強訓練，當技術純熟時，此配

對在戰術的執行上會較容易成功。 

進取 vs 進取：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被動戰術，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Aa 正手側發

球正手側拉攻、Ad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撥攻及

Bd 反手側發球反手側撥攻，即能提高一局中勝

利的機率；且應少使用 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

切擋、Af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切擋、Ba 反手側

發球正手側拉攻及 Bc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撥

攻，即能降低一局中輸球的機率。另外，此配

對的每局比賽之獲勝機率為 55% ，而 5 場比

賽中的比數為 2 勝 3 敗，因此可推論出此人格

配對適合配對在一起。但若要提高進取 vs 進取

獲勝的機率，在戰術的使用上較適合以主動戰

術為主；在技術訓練建議上，應針對正手側發

球、反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及反手側撥攻加

強訓練，當技術純熟時，此配對在戰術的執行

上會較容易成功。 

堅韌 vs 堅韌：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被動戰術，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Af 正手側發

球反手側切擋及 Ba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

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且應少使用 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Bd 反手側發球反手側

撥攻、Be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及 Bf 反手側

發球反手側切擋，即能降低一局中輸球的機

率。另外，此配對的每局比賽之獲勝機率為

53%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2 勝 3 敗，因此

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可以配對在一起，但成效

不是最佳。但若要提高堅韌 vs 堅韌獲勝的機

率，在戰術的使用上較適合以主動戰術為主；

在技術訓練建議上，應針對正手側發球、反手

側發球、正手側拉攻及反手側切擋加強訓練，

當技術純熟時，此配對在戰術的執行上會較容

易成功。 

自控 vs 堅韌：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被動戰術，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Ba 反手側發

球正手側拉攻，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

且應少使用 Aa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Ae 正

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及 Bf 反手側發球反手側

切擋，即能降低一局中輸球的機率。另外，此

配對的每局比賽之獲勝機率為 55% ，而 5 場

比賽中的比數為 4 勝 1 敗，因此可推論出此人

格配對適合配對在一起。但若要提高自控 vs

堅韌獲勝的機率，在戰術的使用上較適合以主

動戰術為主；在技術訓練建議上，應針對反手

側發球及正手側拉攻加強訓練，當技術純熟

時，此配對在戰術的執行上會較容易成功。 

自控 vs 理智：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攻守兼備，但若以主動戰術為主反而勝利的

機率會比較大。在每局中，沒有一項戰術能提

高勝利的機率，且 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

為一局中失敗機率最高之戰術，因此建議避免

使用此戰術。另外，此配對的比賽獲勝機率為

41%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1 勝 4 敗，因此

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不適合配對在一起。 

自控 vs 進取：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攻守兼備，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Ad 正手側發

球反手側撥攻，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

但在每局中，沒有一項戰術能提高勝利的機

率，且 Aa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為一局中失

敗機率最高之戰術，因此建議避免使用此戰

術。另外，此配對的每局比賽之獲勝機率為

56%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2 勝 3 敗，因此

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適合配對在一起。但若要

提高自控 vs 進取獲勝的機率，在戰術的使用上

應維持不變；在技術訓練建議上，應針對正手

側發球及反手側撥攻加強訓練，當技術純熟

時，此配對在戰術的執行上會較容易成功。 

理智 vs 堅韌：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主動戰術，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Ad 正手側發

球反手側撥攻及 Ba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

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且應少使用 Aa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

切擋及 Af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切擋，即能降低

一局中輸球的機率。另外，此配對的每局比賽

之獲勝機率為 54%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1

勝 4 敗，因此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可以配對在

一起，但成效不是最佳。但若要提高理智 vs

堅韌獲勝的機率，在戰術的使用上應維持不

變；在技術訓練建議上，應針對正手側發球、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及反手側撥攻加強訓

練，當技術純熟時，此配對在戰術的執行上會

較容易成功。 

理智 vs 進取：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主動戰術，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Ba 反手側發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20 AIT / CEF 2015



球正手側拉攻及 Bf 反手側發球反手側切擋，

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且應少使用 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Af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

切擋及 Bc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撥攻，即能降低

一局中輸球的機率。另外，此配對的每局比賽

之獲勝機率為 55%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2

勝 3 敗，因此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適合配對在

一起。但若要提高理智 vs 進取獲勝的機率，在

戰術的使用上應維持不變；在技術訓練建議

上，應針對反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及反手側

切擋加強訓練，當技術純熟時，此配對在戰術

的執行上會較容易成功。 

進取 vs 堅韌：此人格配對的戰術使用傾向

為被動戰術，在每局中應多使用 Ba 反手側發

球正手側拉攻及 Be 反手側發球正手側切擋，

即能提高一局中勝利的機率；且應少使用 Aa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拉攻、Ae 正手側發球正手側

切擋及 Af 正手側發球反手側切擋，即能降低

一局中輸球的機率。另外，此配對的每局比賽

之獲勝機率為 53% ，而 5 場比賽中的比數為 2

勝 3 敗，因此可推論出此人格配對適合配對在

一起，但成效不是最佳。但若要提高進取 vs

堅韌獲勝的機率，在戰術的使用上較適合以主

動戰術為主；在技術訓練建議上，應針對反手

側發球、正手側拉攻及正手側切擋加強訓練，

當技術純熟時，此配對在戰術的執行上會較容

易成功。 

 

5. 結論 

5.1 本研究所開發的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

型與其他分析法的比較 

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利用三段技術指標

評估法來分析桌球雙打中的主要得分段之使

用率及得分率，但其缺點為缺少了戰術的分析

使用，又忽略了會影響選手在比賽中表現的可

能性，因此分析的方法較無法適用在所有的選

手身上。 

本研究發展之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

可以改善比賽中的技戰術難以歸類及記錄的

問題，並將技術分為第一板及第三版，戰術類

型又分為主動或被動。之後，再將人格配對與

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模型結合，即可從不同

的角度來看，且考慮得更周詳，並增加獲勝的

機率。另外，不同人格配對之雙打選手執行技

戰術的成效，可以從產生出的分析表或分析圖

看出戰術運用的價值。當教練及選手參考此模

型所產生的分析表或分析圖時，可以很清楚的

了解應改善的技戰術。 

5.2 本研究之技戰術訓練建議與其他訓練方法

的比較 

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將技戰術的訓練方

法以三段技術為基礎來區分，分別為發球段、

接發球段以及相持段。由於在比賽中，桌球前

三板常為勝負的關鍵，因此學者以探討發球搶

攻及接發球為主。因此其提出的訓練方法多集

中在技術的訓練，而非戰術的訓練，例如：多

球訓練法或模擬訓練法等，而本研究根據人格

配對的不同，提供更有效的戰術訓練建議，依

不同的人格配對個別產生分析表及分析圖，也

個別提供戰術建議（表 12）、技術訓練建議（表

13）及技術改善建議（表 14），讓教練及選手

可以依據雙打選手的人格配對進行適合的技

戰術訓練，使選手的技術越來越純熟。因此，

當純熟的技術運用在戰術上，此戰術即可增加

一局中獲勝的機率。 

表 12 人格配對之戰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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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人格配對之技術訓練建議 

 

表 14 人格配對之技術改善建議 

從表 12 可看出在雙打比賽時，建議要以主

動戰術為主的人格配對共有 7 組；要以被動戰

術為主的人格配對有 2 組；要以攻守兼備的人

格配對僅一組。此結果發現在雙打比賽中，大

部分的雙打配對最主要還是以主動戰術來獲

得最後的勝利。 

從表 13 中，可看出不同的人格配對應該加

強訓練的技術。除了正手及反手的發球技術

外，可得知大部分的雙打配對最主要是以正手

側拉攻為提高一局中勝利機率的技術，共有 7

組是以此技術來贏球；但沒有任何一組配對是

以反手側拉攻來贏球的；以切擋技術來提高一

局中勝率的人格配對為各兩組。此結果可推

論，在雙打比賽中，以拉攻技術較容易贏得比

賽勝利，其次是撥攻技術。 

從表 14 中，可看出不同的人格配對應該改

善的技術。此表所彙整的技術皆為不同的人格

配對在比賽中容易失分的技術，因此在訓練

上，應改善這些較不熟練的技術，以致在比賽

中可以降低每局的失分率。 

5.3 人格配對與桌球前三板雙打技戰術分析結

論 

從研究發現可得知，自控 vs 自控的配對最

好，而理智 vs 理智及自控 vs 堅韌的配對比較

好；但自控 vs 理智較不適合配對在一起；而進

取型 vs 進取型、堅韌型 vs 堅韌型、自控 vs 進

取、理智 vs 堅韌、理智 vs 進取及進取 vs 堅韌

的配對皆可配在一起，但成效卻不會是最佳

的。最後提供每組人格配對之戰術建議及技術

訓練建議，預期能提高雙打選手在一局中的勝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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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樣版套用的方法與技術分析 
 

摘要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同時也造就了使用者

對網頁設計的需求。因應使用者的需求，網頁

樣板成為使用者入門的最佳捷徑，藉由網頁樣

板可以的快速套用以完成網頁的設計。網頁樣

板透過切割版面配置與內容樣式的設定方

式，例如字型、大小、顏色、背景等，方便使

用者快速套用。常見的網頁樣板包括 HTML 樣

版、CSS樣板，這些樣版提供一些常見的版面

配置，例如標題、主選單、側欄、導覽列、內

容、註腳等。本研究針網頁樣版套用的方法與

相關技術提出改進的方法，包括探討選單的差

異性、AJAX 技術的應用。最後，提出利用 JSON

技術建立網站結構與選單以及利用 XML、

XSL、XSLT技術建立表格。 

關鍵詞：網頁樣版、AJAX、JSON、XML、XSL、

XSLT。  

 

1. 前言 

在網際網路上可以搜尋到許多免費的網頁

樣版，包括 HTML 樣版、CSS樣版[1-2]。這些

樣版透過切割版面配置與內容樣式的設定方

式，例如字型、大小、顏色、背景等，方便使

用者快速套用。這些樣版提供一些常見的版面

配置，包括標題(header)、主選單(menu)、側欄

(sidebar)、導覽列 (breadcrumb)、主要內容

(content)、註腳(footer)等。其中主要內容(content)

的配置可分成雙欄、三欄或四欄等(如圖 1)[3]。 

 
圖 1 主要內容的配置 

 

由圖 1 發現，雖然主要內容有多種配置方

式，但大多以雙欄式為主(如圖 2)。因為三欄以

上的配置加入部份通常為特殊元件或外部連

結。 

 

 
圖 2 雙欄式網頁樣版的配置 

 

圖 2 中各項版面配置分別說明如下：標題

常用於放置網頁商標與圖示；主選單展示主選

單；側欄顯示主選單下的子選單；導覽列為所

在的網頁位置；主要內容呈現網頁主要內容；

註腳大多為聯絡方式或地址(如圖 3)。 

 

 
圖 3網頁樣版的元件組成 

 

其餘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中探討選單的

差異性、AJAX 技術的應用，第三章提出利用

JSON 技術建立網站結構與選單以及利用

XML、XSL、XSLT 技術建立表格，第四章呈

現實作的過程，最後提出結論。 

2. 文獻探討 

在以下分別探討選單的差異性、AJAX 技

術的運用。 

冷輝世、林珈羽、陳朝昇、陳威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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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選單的差異性 

雙欄式網頁樣版(如圖 2)中的側欄使得主

要內容部份的呈現在可攜式裝置上受到限

制，因此我們使用 CSS下拉式選單(Drop down 

menu)取代側欄(如圖 4)。 

 

 
圖 4 CSS下拉式選單取代側欄 

 

CSS下拉式選單能縮減側欄的顯示，使得

主要內容能有更大的顯示空間，讓可攜式裝置

的使用者能更方便的瀏覽。圖 5為兩欄式網頁

樣版的側欄示意圖，圖 6為 CSS下拉式選單取

代側欄後的示意圖。 

 

 
圖 5 兩欄式網頁樣版的側欄 

 

 
圖 6 CSS下拉式選單取代側欄 

 

傳統的兩欄式網頁樣版在使用者點選主選

單後，會以側欄呈現出該主選單的子選單

(submenu)。使用者在側欄的子選單中點擊選項

後將結果呈現在主要內容中。CSS下拉式選單

則是在使用者將滑鼠移至所需的主選單上

後，該主選單的下一層子選單就會以浮動的方

式，出現在主選單的下方或是右方。同樣的，

使用者只要將滑鼠移至子選單上並點擊選

項，則結果會呈現在主要內容中。 

2.2 AJAX技術的運用 

2010 年，冷輝世提出解構 CSS Template

與快速套用技術說明了如何解析網頁樣版與

快速套用的方法[4]。簡述如下： 

步驟一：下載並解壓縮網頁樣版。 

步驟二：編輯首頁(index.html)，引用 Javascript

函數庫。 

步驟三：將主選單、側欄、主要內容分別存檔

並修改為使用者的內容。 

步驟四：修改側欄的超結連格式，利用 AJAX

技術取得子選單超連結檔案的內容呈現在主

要內容。 

步驟五：修改主要內容動態載入主選單下子選

單的預設內容。 

 

 
圖 7 AJAX 技術 

 

如圖 7，AJAX 技術[5]由瀏覽器端向伺服

器 提 出 HTTP request ， 並 及 時 傳 回

Response(XML data)，瀏覽器端將 Response 加

以處理後利用 Javascript函數作用於瀏覽器端。 

 本研究延續[4]的研究並加以改良，提出利

用 JSON 技術建立網站結構與選單以及利用

XML、XSL、XSLT 技術建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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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解析網頁樣版與快速套用的方

法步驟相同，本研究改良了部份的函數並提出

利用 JSON 技術建立網站結構與選單以及利用

XML、XSL、XSLT 技術建立表格。 

3.1 JSON技術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是一種輕

量級的資料交換格式[6](如圖 7)。 

 

 
圖 7 JSON格式 

 

如圖 8，本研究利用 JSON技術建立網站

結構與選單(包括子選單以及其超連結)。  

 

 
圖 8 JSON格式的網站結構與選單 

 

 其 中 第 一 階 層 的 Conference 、

Submission 、 Camera-Ready Manuscript 、

Registration、Program 為主選單的選項，第二

階層為主選單的子選單以及其超連結，例如：

Conference 下 的 子 選 單 包 括 News 、

Organization、Important Dates 以及 Best Paper 

Award，其中子選單 News 所對應的超連結為

news.xml，子選單 Organization 所對應的超連

結為 org.htm，依此類推。 

3.2 XML、XSL、XSLT技術 

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套用網頁樣版是很

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要求一般使用者從事伺

服器端的程式設計或是資料庫的處理可能就

很困難了，所以本研究提出利用 XML[7]簡易

資料庫(如圖 9)並利用 XSL[8]、XSLT[8]技術將

資料以表格方式呈現。使用者僅須修改 XML

檔案的內容以及修改相對應的 XSL 檔案(如圖

10)中的欄位選取即可，中間的轉換工作由函數

自動完成。圖 9 與圖 10 中部份標籤使用中文

名稱的目的在於証明可以使用中文，對於使用

者而言，使用中文的欄位名稱可以增加資料的

辨識度。 

 

 
 

圖 9 XML 簡易資料庫 

 

 
圖 10 相對應的 XSL檔案 

 

3.3 延續[4]的研究並加以改良 

[4]的研究中主要提出了三個函數： 

getURLGetVar(.)：用來取得 CGI 中 GET 參數

中的變項。 

ajaxRead(.)：利用 AJAX 技術取得子選單超連

結檔案的內容。 

setCurrentPageItem(.)：用來設定主選單以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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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設定主要內容部份的預設值。 

本研究延續[4]的研究並加以改良，共有七

個函數： 

setCookie(.)、getCookie(.)：用來記憶選單的變

項，原理與[4]中的 GetURLGetVar(.)相同(如圖

11)。 

 

 
圖 11函數 setCookie(.)和函數 getCookie(.) 

 

loadSiteMap(.)：用來讀取 JSON 格式的網站結

構與選單(如圖 12)。 

 

 
圖 12函數 loadSiteMap(.) 

 

loadMenu(.)：載入主選單、子選單以及其超連

結(如圖 13)。 

 

 
圖 13函數 loadMenu(.) 

 

displayHTML(.)：利用 AJAX 技術讀取超連結

的檔案內容並以 HTML格式呈現(如圖 14)。 

 

 
圖 14 函數 displayHTML(.) 

 

loadXML(.)：載入 XML 格式簡易資料庫(如圖

15)。 

 

 
圖 15 函數 loadXML(.) 

 

displayXLST(.)：將由函數 loadXML(.)所載入的

XML格式簡易資料庫(圖 9)與相對應的XSL格

式檔案(圖 10)做自動轉換，並以 HTML格式輸

出(如圖 16)。 

 

 
圖 16 函數 displayXSLT(.) 

 

showBreadcrump(.)：導覽列的功能，顯示網頁

的路徑(主選單→次選單)，讓使用者可以清楚

的了解，現在所在網頁位置(如圖 17)。 

 

 
圖 17函數 showBreadcrumb(.) 

4. 實驗結果 

首先，選取網頁樣版(如圖 18)，然後經由

簡易的五個步驟結合七個函數的使用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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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的套用，以下將逐步說明本研究的樣版套

用方法。 

首先呈現所使用初始樣版樣貌及架構(如

圖 18 及圖 19)。  

 

 
圖 18網頁樣版的初始樣式 

 

 
圖 19初始網頁樣版架構 

 

步驟一：匯入 Javascript函數庫，如圖 20中的

行 7。 

 

 
圖 20修改後的網頁樣版 

 

步驟二：利用函數 loadSiteMap(.)讀取 JSON格

式的網站結構與選單，如圖 20中的行 11-13。 

步驟三：利用函數 loadMenu(.)載入主選單、子

選單以及其超連結，如圖 20中的行 17-21。 

步驟四：利用函數 showBreadcrumb(.)顯示導覽

列，如圖 20中的行 25-27。 

步驟五：利用函數 displayXSLT(.)載入 XML格

式簡易資料庫與相對應的 XSL 格式檔案做自

動轉換，並以 HTML 格式輸出，如圖 20 中的

行 30-32。 

另外，函數 setCookie(.)、getCookie(.)在使

用者操作的過程中會自動記憶選單的變項，函

數 displayHTML(.)在使用者點選主選單或其對

應的子選單時會利用AJAX技術讀取超連結的

檔案內容並以 HTML 格式呈現在主要內容

中。套用後呈現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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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網頁樣版的結果圖 

 

5. 結論 

本研究探討了探討選單的差異性、AJAX

技術的應用。另外，針對[4]的研究提出改良擴

充為七個函數，包括利用 JSON 技術建立網站

結構與選單使得網站的架構更有彈性；同時，

導覽列可以自動產生，使用者可以清楚的了

解，現在所在網頁位置；最後，利用 XML 簡

易資料庫、XSL、XSLT 技術建立表格則可以

滿足使用者對資料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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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排課系統 

 

 

摘要 
每個學校的排課問題總是困擾著承辦人

員，尤其規模越大的學校，排課問題之複雜度

越大。因此，需要一套電腦輔助排課系統協助

承辦人員。此系統必須滿足承辦人員操作的方

便性、授課老師喜好的上課時段、學生的衝堂

等問題。目前的相關研究中有使用資料探勘或

基因演算法等方法，由於限制性的問題，其產

生的課表仍需人工調整。本研究針對相關研究

的內容加以探討，並結合 GUI介面設計一套兼

顧承辦人員、授課老師與學生三方面需求的電

腦輔助排課系統。 

關鍵詞：排課問題、電腦輔助排課系統、資料

探勘、基因演算法、GUI。 

 

1. 前言 

每個學校的排課問題總是困擾著承辦人

員，尤其規模越大的學校，排課問題之複雜度

越大。因此，需要一套電腦輔助排課系統協助

承辦人員。然而在排課的過程中，面臨到許多

的限制，包括教室安排、上課時段、教師喜好、

學生衝堂等多項限制。排課問題因為牽涉到有

限或特定資源的多重分配限制，在學術上歸納

為時間表安排問題(Timetabling problem)[1]，本

身具有組合問題的特性，目前尚未能提出絕對

有效率的解決方法。 

許多學校會利用自動排課系統產出課表，

產出的課表常常並不符合實際需求。因此，仍

需人工檢視並加以調整才能夠成為正式的課

表，而且其複雜度會隨著班級數的增加而趨於

複雜。例如：限制過多造成無解、 限制過少

造成多解或是由於系統演算法的問題造成同

一科目多堂連續排課。直到目前為止，排課問

題仍是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學者們仍積極的研

究並尋求兼具效能與效率的可行方案。 

2. 文獻探討 

針對排課問題，學者們[1-8]提出了許多的

演算法，這些演算法都試圖在全自動的排課過

程中，找到一個大家所滿意的答案。 

陳思銘[1]針對大學排課問題進行排課最

佳化模型研究，採用基因演算法，並採用

MATLAB建構求解模式。 

唐學明 [2]提出會影響排課的因素有七

點：教師因素、學生因素、教學設施、規定與

習慣、選修與重(補)修、教育計劃、短期班次。 

S. Even[3]等學者，曾透過實驗證明排課問

題是一個「完全非決定型多項式複雜度」

(Non-deterministic polynomial complete)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多項式時間複雜

度的解，只能透過一些演算法計算，去尋找近

似最佳解。 

任書鳴[4]將資料探勘技術導入自動排課

系統，以學生角度出發，利用資料探勘技術挖

掘學生歷年的選課資料，將關聯強的課程錯開

安排在不同時段，增加學生選課成功的機率。

課 程 關 聯 表 資 料 是 以 資 料 探 勘 之

FP-Growth(Frequent Pattern Growth)演算法產

生，主要目的是提供排課演算時的參考資料，

亦即學生歷史選修課程之間的強關聯。 

陳奕憲[5]利用基因演算法進行排課之最

佳化研究，考慮硬式限制(例如：一節課只能有

一位老師授課、班會要全校統一固定時間等)

以及軟式限制(例如：下午第 1節不排數學等科

目、各科領域時段不排授課等)的兩大限制條件

下，針對課表安排進行最佳化處理，期望能產

出較佳的課表，提升學習效率。 

邱炤幃[6]透過基因演算法，由基因演算法

的自我演化能力，達到自動安排可接受課表之

目的。 

鄭俞佑[7]建置 GUI 介面提供使用者一個

能快速上手的排課工具，使用者都可以隨時切

換介面以及使用特定的模式設定資料，並且存

成檔案，替排課系統擴充實用性。 

邱元泰[8]以遺傳演算法建構求解模型，並

提出一種特殊的雙矩陣編碼模式，配合啟發式

演算法，產生滿足硬式條件的初始解，並以軟

式條件為適應度依據，進行最佳解的搜尋。遺

傳演算法優點在於架構容易建立，具有廣泛的

特性，且能將限制條件轉化為適應度函數不會

落入無解的窘境。但是卻會耗費掉大量的時間

和資源。 

冷輝世*、紀雅涵、林宜潔、戴竹修 

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e-mail：lenghs@cc.ncue.edu.tw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31 AIT / CEF 2015



本研究提出使用規則優先權的方法在兼顧

承辦人員、授課老師和學生三方面的需求下，

結合 GUI介面設計一套電腦輔助排課系統。 

3. 研究方法 

由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簡單的整理出各個

研究的優、缺點如下：  

[4]的優點在於以學生為中心的角度出

發，因此學校因開課衝堂數目相對減少，也降

低師資與設備投資浪費，資源可用在其他教學

改善上，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創造出學校、教

師與學生三贏的局面。  

 [5-6]都是使用基因演算法。[5]採用 Web

為系統的基礎架構，便於使用者操作系統並結

合禁忌搜尋法的概念，提出禁忌名單，讓挑選

染色體能更有效率，改善系統效能。[6]以教師

時段偏好程度最大為目標，而沒有考慮學生上

課意願及教學設備因素。但是就基因演算法來

說，會耗費掉大量的時間和資源，而且自動排

課產出的課表常常並不符合實際需求，例如：

限制過多造成無解、 限制過少造成多解或是

由於系統演算法的問題造成同一科目多堂連

續排課。結果最後還是需要經由人工檢視並加

以調整才能夠成為正式的課表。  

[7]提供 GUI介面，達到系統擴充的效果。 

本研究採用Web介面簡化設計與操作。以

下將依序介紹資料庫的建立、授課教師喜好、

建立規則優先權的排課序以及關連性課程。 

3.1 資料庫的建立 

首先，建立四個資料表，內容分別紀錄老

師、班級、科目、必選修的資料 

 

 
圖 1 資料表結構圖 

 

教師表結構如下： 

teacher(t_weight,t_name,t_position,t_year,t_perfe

r) 

其中 t_weight表示老師的加權值，t_name表示

授課老師的名字，t_position表示授課老師的職

級，t_year 表示授課老師到校的年份，t_perfer

表示授課老師喜好的時段。 

班級表結構如下： 

class(c_weight,c_name) 

其中 c_weight 表示班級的加權值，c_name 表

示年級班別。 

科目表結構如下： 

subject(s_id,s_class,s_name,s_type,s_hour,s_teac

her,s_order,s_period,s_mutex) 

其中 s_id 表示科目代碼，s_class 表示開課班

級，s_name表示科目名稱，s_type表示課程類

別，s_hour表示科目時數，s_teacher表示授課

老師，s_order表示優先順序，s_period表示排

課時段，s_mutex表示互斥科目代碼。 

必選修表結構如下： 

item(i_name,i_value) 

其中 i_name 表示必選修類別，i_value 必選修

加權值。 

3.2 授課教師喜好 

每位教授偏好不同的上課時間，可能某些

時段常需要開會所以不適合把課排在那個時

間，所以須調查老師希望上課的時間，調查表

如附錄。 

依據老師喜好調查表，將授課老師喜好的

時段輸入進資料庫裡，例如：授課老師喜好的

時段(t_prefer)，11為週一第 1節，12為週一第

2節)。 

3.3 建立規則優先權的排課序 

排課序必須考慮開課年級、必選修、開課

老師職級和開課老師年資，每個規則都會有一

個對應的數值(加權)，經由計算可以得到每門

課程的排課優先權，舉例說明如下： 

首先，先設定對應的數值。以年級來說，

低年級的課要先排，所以一到四年級的數值分

別是 4、3、2、1。以必選修來說，必修的權重

值要高於選修的權重值，所以系必修課程、組

必修課程、組必選課程、組選修課程、一般選

修課程依序為 5、4、3、2、1。以開課老師職

級與年資來考量，職級優先順序依序為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和講師，若職級相同則比較

年資，任教時間較久者數值較高，排列順序依

年資低者到年資高者依序排出教師加權值

(t_weight)，年資的計算由現在年份減掉到校年

份。 

其次，根據上述規則判斷優先權，每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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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都會有屬於自己的加權值，再將所有科目

排序，數值大者，具有較高的排課序(s_order)。

舉例說明：高等微積分(一)的排課序(s_order)

數字 3513 分別表示二年級(3)、系必修(5)、教

師加權值(13)。因為 4530>4526>4524>3513，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排課優先順序依序為134(線

性代數 )→133(微積分 )→138(數學導論 )→

12(高等微積分)。 

3.4 關聯性課程 

關聯性課程包括重修學生下修課程和同學

程不同年級課程，我們在科目的最後一欄

(s_mutex)加上彼此相關科目的編號(s_id)。舉例

說明如下： 

由互斥科目(s_mutex)得知代數學(一)的關

聯性課程為線性代數(一)。我們根據優先順序

先排線性代數(一)的課表如圖 2： 

 

 
圖 2 線性代數(一)的排課 

 

關聯性課程已排的課程會顯示灰色底，如

圖 3，由於線性代數(一)在周二第 4節及周四第

2、3節有排課，所以代數學(一)的周二第 4節

及周四第 2、3節顯示灰底。 

 

 
圖 3 代數學(一)的排課介面 

 

4. 實驗結果 

以下將依序介紹系統架構、排課流程以及

衝堂問題的處理。 

4.1 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如圖 4，畫面結構分為三部

分，分別為左側的排課序、右上方的排課表

格、右下方的課表顯示表格。 

 

 
圖 4 系統架構 

 

左側的排課序：由排課序(s_order)由大到

小排序顯示出圖 5： 

 

 
圖 5 排課順序 

 

右上方的排課表格：對於排課來說，授課

老師的喜好也是非常重要的考慮條件之一，呈

現的方式是將授課老師可以排課的時間

(t_prefer)在課表上以紫色背景標示出來如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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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授課教師的喜好時間 

 

右下方的課表顯示表格：班級課表部分除

了顯示目前該班級已經排課的課表，另外我們

可以從學生的歷史修課記錄找出有關聯的科

目並且標示出來，例如要排 A課程時，跟 A課

程有關聯的課程在課表上用背景是灰色的標

示出來如圖 7。 

 

 
圖 7 關聯性課程(灰底) 

 

4.2 排課程序 

首先從優先順序最頂的科目開始排，在左

側點選科目，右上方的排課表格會顯示該科的

選課介面，右下方的課表顯示表格則會出現該

科的班級課表以及任教該科教師的課表。 

如圖 5，點選數一甲線性代數(一)，按“提

交”鍵後，右上方會出現選課介面，右下方會

顯示目前數一甲已排的課表(圖 8 表示數一甲

尚未排過課)： 

 

 
圖 8 數一甲線性代數選課介面 

 

點選欲排課節次再按介面下方的“提

交”鍵後會出現如圖 9(a)，9(b)，其中 9(a)顯示

數一甲課表，9(b)顯示授課教師課表，可藉由

滑鼠的 onMouseOver 功能切換(利用 CSS 技

術)。 

 

 
圖 9(a) 數一甲課表 

 

 
圖 9(b) 授課教師課表 

 

4.3 衝堂狀況 

當選取另一門科目且上課時間剛好跟之前

已完成排課的科目衝堂時，則在同一時段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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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兩個科目如圖 10(周四第 3 堂微積分跟線性

代數衝堂) 

 

 
圖 10 衝堂範例 

 

當同一時段排了兩科，但學生不可能在同

時上兩堂課，所以我們依老師的喜好把課程作

調整，換到週二第 1節、第 2節如圖 11： 

 

 
圖 11 修改後課表 

 

經由修改後，即不會導致衝堂的狀況發

生。同理，若有老師在同一時段排了兩門課，

依上述方法調整即可。 

 

5. 結論 

本研究的電腦輔助排課系統事先調查老師

喜好的上課時段結合授課教師的職級、服務年

資以及課程的屬性建立獨特的規則優先權排

課序。承辦人員僅需依排課序一一排課，在排

課過程中系統會自動提示授課教師的喜好時

段以及學生的衝堂問題。在學生方面，根據排

課的優先順序是由年級低排到高、必修大於選

修，同時也考慮學生下修問題，盡量不要排在

同一時段，讓學生可以選擇想要的課程，符合

學生需求。 

在不同的學校使用此系統只要事先更改資

料庫裡的資料表以及調查授課教師的喜好時

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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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年度第  學期希望排課時段                  老師姓名：曾 XX 

【請於  月  日（  ）下班前擲交或電郵系辦公室，謝謝！】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 1節 

08:10-09:00 
V V  V   

第 2節 

09:05~09:55 
V V  V   

第 3節 

10:15~11:05 
V V  V   

第 4節 

11:10~12:00 
V V  V   

午  休 

12:00~12:50 
      

第 5節 

13:00~13:50 
V  V  V  

第 6節 

13:55~14:45 
V  V  V  

第 7節 

15:05~15:55 
V  V  V  

第 8節 

16:00~16:50 
V  V  V  

第 9節 

17:00~17:50 
      

第 10節 

18:30~19:20 
      

第 11節 

19:30~20:20 
      

第 12節 

20:3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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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宗教宗教宗教講師職能之研究講師職能之研究講師職能之研究講師職能之研究 

-以中部地區以中部地區以中部地區以中部地區一貫道一貫道一貫道一貫道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過去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時，為探勘

一個人的能力，大都利用智力測驗和傳統性向

測驗來預測一個人的工作能力。但這種作法無

法實質測驗出個人在職場上的工作能力，因此

出現職能(Competency)一詞。台灣對於職能的

定義是指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為提高個人與

組織現在及未來績效所應具備之知識、技術、

態度或其他特質(Knowledge、Skill、Ability、

Other characteristics；KSAO)之能力組合。然

而，目前相關的研究大多是探討企業人員應具

備的職能，很少有探討宗教培訓講師的職能模

式。因此，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中部

地區一貫道講師應具備之職能。本研究經過訂

定講師的工作任務、建立 KSA(Knowledge、

Skill、Ability)職能清單以及一貫道講師人員訪

談後，設計評測量表並確認一貫道講師職能之

21 項職能項目。透過本研究所得的結果，未來

可提供其他宗教講師人才培育之用。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職能、講師、宗教、一貫道 

 

Abstract 
In the past, when mining the ability of 

human, the 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tests and 

aptitude tests are used to predict the ability of 

work for a person mostly. However, this 

approach cannot get the personal ability to work 

in the workplace, and therefore competency as a 

basis for assessing the ability to work in the 

workplace. The definition of competency in 

Taiwan means to accomplish a task or to improve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should 

have the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or other 

characteristics (KSAO). However, the related 

researches are to explore the required 

competency in the enterprise. The competency of 

training lecturers in religious rarely been 

explored. Therefore, the competency of trainers 

for E-Guan Dow in 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is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by case study. In order 

to design the evaluation scale and to confirm 21 

competencies of the training lecturers for E-Guan 

Dow, the tasks of training lecturers are set firs, 

and then the lists of KSA (Knowledge, Skill, 

Ability) for competency are established; finally, 

the training lecturers of E-Guan Dow are 

interviewed) in this study. However,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 training 

lecturers of other religiou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mpetency, Lecturer, Religious, 

E-Guan Dow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從國外成人教育的發展史觀之，西方教會

的宗教教育一直在成人教育發展史上扮演著

舉足輕重的角色。中世紀的學術文化思想之所

以能夠綿延不輟且有新的發展，教會的宗教教

育活動是其重要因素之一[1]。在當今的台灣社

會中，穩定人心功能的宗教教育也一直扮演重

要角色，宗教信仰並不因為工業發展與社會現

代化現象而減退，相反有增加的趨勢，以 1995

年台灣各地寺廟與教堂總數 16,158 座來說，其

中道教 8,292 座，佛教 3,938 座，基督教 2,638

座；各纇宗教信徒有 1,113 萬人，佔台灣現有

人口總數的 52.8﹪，其中佛教徒佔 43.7﹪為最

多，道教徒 34.6﹪，一貫道信徒 8.5﹪，基督

教信徒 3.8﹪，天主教信眾 2.7﹪[2]。由各地寺

廟與教堂總數增加和信仰宗教人口數增加，顯

示出成人宗教教育對台灣社會穩定人心功能

的重要性與地位[3]。 

近年來佛教團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因應今

日成人學習者的各項需求，在成人教育上展現

了活潑多元的宗教活動形態，開辦各類型的成

人宗教活動，諸如佛教大學的推廣教育、佛學

研究所的推廣教育、佛教寺院的信眾教育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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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佛教蓮社的成人教育、其他類型的成

人教育如學團組織、佛教藝術課程、衛星電視

等方式[4]。其他宗教也莫不使盡各種方法，開

設適合現代社會資訊與生活化班次課程，以吸

引現代人投入[3]。其中，一貫道是當今台灣最

具活力與影響力的教派，不僅在國內更積極往

海外開荒拓展，其盛況可用「有華人處就有一

貫道」來形容。以往學者對一貫道學術研究，

已累積一些成果[5]。但受限於研究者背景，仍

有不少重要領域，未得到應有的注意。其中，

一貫道道場所培訓的講師數量很多，一貫道人

才培訓的影響研究，應該可作為充實成人教育

師資專業提昇參考。 

過去為探勘一個人的能力，大都利用智力

測驗和傳統性向測驗來預測一個人的工作能

力。但這種作法無法實質測驗出個人在職場上

的工作能力，因此出現職能一詞[6]。台灣將職

能稱為職能基準 (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OCS)，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相關依法委託單位所發展，為完成特定職業(或

職類)工作任務，所需具備的能力組合，包括該

特定職業或職類之各主要工作任務、對應行為

指標、工作產出、知識、技術、態度等職能內

涵如圖 1 所示[7]。而台灣對於職能的定義是指

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為提高個人與組織現在

及未來績效所應具備之知識、技術、態度或其

他特質之能力組合[7]。因此透過「職能」可以

用來預測一個人在某項職務上表現效能的高

低。換言之，職能就是一項潛在的個人特質，

與工作表現具有高度的因果關係[6]。 

 

 

 

圖圖圖圖 1、、、、職能基準介紹職能基準介紹職能基準介紹職能基準介紹[7] 

 

 

而目前相關研究中大多都是探討企業人

員應具備的職能，很少有探討宗教人員的職能

模式。因此，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來探討

一貫道內部人員所應具備之職能。而一貫道內

部職位眾多，故本研究以一貫道講師作為研究

樣本來探討一貫道講師所需具備之相關職能。 

本研究之目的是希望透過人力資源的評

量，找出一貫道講師相關的職能內涵。本研究

將針對職能需求進行探討，了解一貫道講師所

須具備的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與能力

(Ability)，藉此建立一套一貫道講師職能模

組，讓一貫道講師在進修及能力的提升上能有

所依循。 

本文在第 2 節將進行文獻探討，包括一貫

道及職能理論的說明；第 3 節說明本研究的研

究設計，包括研究架構、評測量表設計及研究

方法；第 4 節為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分別說明

研究樣本落差分析及職能落差雷達圖；第 5 節

為研究結論。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說明一貫道及職能定義與概

念。 

2.1 一貫道一貫道一貫道一貫道 

一貫道又稱天道，原稱「末後一著教」是

清末興起的民間教派。1930 年張天然以十八代

祖號召信徒，經過數年的努力，一貫道氣勢為

之一振，尤其在中日戰爭期間一貫道在中國華

北與江南淪陷區頗為流行。1945 年後，一貫道

受到國民政府查禁，但其教派勢力並未受阻。

至 1949 年一貫道已蔓延全中國遍及海外，成

為當時信徒最多勢力最龐大的教派。後來受到

中共全力壓制，一貫道部分領導人轉往海外開

荒(傳教)[3]。 

一貫道在台灣的開荒，雖歷經政府的打壓

與其他宗教的攻擊及輿論的批評，仍然默默耕

耘，成為一百多萬人的教派，可說是台灣當今

最具實力的教派。一貫道發源於中華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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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中國之民間宗教信仰。一貫之義，取孔子

忠恕一貫思想之甚深妙義；一貫道者，放諸四

海而皆準、歷萬古而彌新之真理也[8]。李亦園

稱一貫道為具有民間宗教道德復振色彩教

派，強調人世間的各種社會不安其實皆來自於

道德與良知的淪喪，因此必須喚醒世人重振道

德，人類才能達到理想之境[9]。 

一貫道以發揚傳統文化和倫理道德為職

志，以儒釋道三教經典為主要修持依據，道親

(信徒)們的將基本修持與純淨概念將一個人從

內心動機的激發到外表外顯的行為作了徹底

的約束，使一個人不願也不敢為非作歹，這種

約束的力量，在目前正面臨急速變遷的台灣社

會來說，這是很迫切需要的[10]。 

2.2 職能定義與概念職能定義與概念職能定義與概念職能定義與概念  

職能(Competence)此一名詞，首先是由美

國哈佛大學教授David McClelland在1970年代

初期所提出。David McClelland 教授針對高等

教育普遍使用智力測驗來篩選學生的現象提

出挑戰，他強調更應該注重實際影響學習績效

的能力而非智商[11]。 

職能是指人、事物、機構所應有的作用，

從人的職能角度講，是指把一定職位的人完成

其職務的能力；指事物的職能，一般等同於事

物的功能；機構的職能一般包括機構所承擔的

任務、職權、作用等內容。職能指的是一組知

識、技能，行為與態度的組合，能夠幫助提升

個人的工作成效，進而帶動企業對經濟的影響

力與競爭力[12]。 

職能的發展是依據 Spencer & Spencer 將

五種職能特質以冰山模型做比喻如圖 2 所示，

分為動機(Motives)、特質(Traits)、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知識 (Knowledge) 、與技能

(Skill)[14]。 

 

 
圖圖圖圖 2、、、、職能冰山理論職能冰山理論職能冰山理論職能冰山理論[14] 

 

Spencer & Spencer的五種特質以下詳細描

述[14]： 

(1) 動機： 一個人對某種事物持續渴

望，進而付諸行動的念頭。 

(2) 特質： 指身體的特性以及擁有對

情境或訊息的持續反應。 

(3) 自我概念：關於一個人的態度、價

值觀及自我印象。 

(4) 知識： 意指一個人在特定領域的

專業知識。 

(5) 技能： 執行有形或無形任務的能

力。 

Spencer & Spencer將冰山以上視為知識和

技能，是最容易被評估和發展的[15]。而水平

面以下的冰山部份，佔了整個冰山的80%，則

是最不容易被評估和了解的，因為它代表的是

一個人的潛在特質，包括態度、價值觀、自我

印象、個人特質和動機等等，由於人格特質是

天生的，但卻深深影響個人的工作成效，促使

企業越來越重視職能的發展[6]。 

職 能 可分 為 核 心 職 能 (Core Function 

/Fundamental Function)、專業職能(Professional 

Function)、管理職能(Management Function)、

及一般職能(General Function) [12,13]，各職能

的說明如下。 

� 核心職能核心職能核心職能核心職能：係指整體組織內所有成員所

需具備之共同特質。  

� 專業職能專業職能專業職能專業職能：係指不同功能的單位，如；

擔任會計或人力資源工作所需具備之

特質與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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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職能管理職能管理職能管理職能：係指管理人員為達成工作績

效目標並有效扮演管理者角色時，所需

具備的知識、技巧、動機與行為。   

� 一般職能一般職能一般職能一般職能：係指大多數人從事工作所需

具備普遍職能的知識、技巧、動機與行

為。 

3.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節將分三個部分進行說明，3.1 為研究

架構，說明研究欲確定一貫道講師所需具備的

職能項目並建立一貫道講師的職能模型。3.2

是評測量表的設計。3.3 是研究方法，摘要說

明本研究採用之資料統計分析方法。 

3.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來探討一貫道

講師所需具備之相關職能。首先，研究中經由

訂定講師的工作任務，再以工作任務為依據建

立 KSA 職能清單，並經專家確認以進行個案

研究。 

研究中，接著進行中部地區一貫道講師人

員訪談，以進行工作任務與職能項目之確認及

校準。繼之，設計發展完成「一貫道講師職能

評測量表」，並實施測驗與統計分析完成研

究。最後，找出一貫道講師應具備的 21 項職

能項目。研究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圖圖圖 3、、、、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3.2 評測量表設計評測量表設計評測量表設計評測量表設計 

本研究以工作任務為依據定義出職能項

目，並且與專家確認，職能辭典 KSA 如表 1

所示。在確立職能項目後，本研究根據職能項

目的內容訂定關鍵行為指標。關鍵行為指標如

表 2 所示。 

透過關鍵行為指標可以建構並發展適當

之評測量表及問項，以測驗一貫道講師之應具

備職能。藉由關鍵行為指標的測驗可以找出一

貫道講師所應具備之職能，進而能夠幫助一貫

道在未來講師進修及教育訓練工作的開展提

供一些科學的依據。 

3.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評測量表發放做為主要之研

究方法，其研究對象及研究工具詳如下述。 

一一一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一貫道講師應具備的職

能項目，並衡量現有一貫道講師的職能落差。

因一貫道分佈地區廣泛，故在樣本選取上，以

中部地區一貫道講師為施測對象。 

二二二二、、、、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發放評測量表方式，作為衡量一

貫道講師職能之工具，問卷為本研究參考過去

文獻及相關研究後，所發展之一貫道講師職能

評側量表。量表為職能量表，共有 21 個職能

項目。職能量表採用李克特尺度量表(Likert 

Scale)進行[16]，量表分數標準由專家訂定，但

主要以五等尺度為分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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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職能辭典職能辭典職能辭典職能辭典 KSA 

工作任務 職能項目 

配合道場教育課

程，闡述真理，啟發

人的良知良能 

K 具備道學知識 

S 表達能力 

A 
熱誠不倦使聽眾明

白義理 

工作任務 職能項目 

帶動上下同心共

辦，宣揚人事善行，

團結眾人的熱誠力

量 

K 熟知活動內容 

S 人事分配能力 

A 
以謙恭的心護持上

下，圓滿人事 

見道成道，講道不厭

不煩 

K 具備開示道義知識 

S 轉念能力 

A 慇勤有禮 

熟讀經典並應用於

生活 

K 《弟子規》為基礎 

S 背讀能力 

A 
隨時以所學應用於

待人接物上 

參與道內外活動，融

合義理，道化生活 

K 
了解舉辦活動的意

義與精神 

S 激勵帶動能力 

A 了愿快樂、法喜充滿 

端正威儀，時刻反省

己過 

K 
熟悉道場禮節與生

活規範 

S 禮佛能力 

A 慎行、省思、懺悔 

言行合一，樹立標杆

典範 

K 具備三施道念 

S 美姿美儀 

A 
信愿行證，把自己當

作道的見證 

三三三三、、、、    施測過程施測過程施測過程施測過程 

本研究之施測是採取將評測量表請受訪

單位人員發放給研究對象，受訪者填答後，由

受訪單位人員親自收取。本研究正式評測量表

共發放 45 份，回收 30 份。由於問卷之填答及

發放得到受訪單位的支持，因此本研究問卷之

題項雖多，但回收情形尚稱良好。 

表表表表 2、、、、關鍵行為指標關鍵行為指標關鍵行為指標關鍵行為指標-具備道學知識具備道學知識具備道學知識具備道學知識 

職能項目 關鍵行為指標 

具備道學知識 

日常與他人言談時，能把聖賢

經典帶入話題，使對話產生正

向思維能量。 

無意間獲得好的媒材、書籍，

應隨時與人分享，終而內化成

自己的知識寶庫。 

將平時養成的正面話語、收集

的資料，適時適題的應用於課

堂宣講上，讓課堂生動化。 

在課堂上授課，能引用《道之

宗旨》，讓學員了解修道之意

涵。 

在課堂上授課，能引用《性理

題釋》，讓學員進一步了解道與

人生。 

四四四四、、、、    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Excel 軟體作為統計分析軟體

工具，依據研究目的進行評測量表回收後資料

統計分析並且產生職能落差雷達圖。 

4.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本節主要說明一貫道講師職能評測量表

回收後之分析結果，藉以了解一貫道講師具備

之職能。 

4.1 職能落差分析職能落差分析職能落差分析職能落差分析 

本研究所抽樣之樣本均為一貫道的講

師，透過評測量表所取得之職能分數統計加總

並平均後，整理如表 3。其中，分析表 3 中各

個職能名稱或需求的重要性及期待職能，均為

透過訪談，由一貫道講師人員所訂定。 

由表 3 可知，「重要性」分成 3 個等級，

分別為 1、2 與 3，重要性的等級將做為職能權

重落差計算之用。其中重要性等級為 1 的職能

名稱或需求包括：具備道學知識、以謙恭的心

護持上下，圓滿人事、轉念能力、閱讀技巧、

了解舉辦活動的意義與精神、熟悉道場禮節與

生活規範、及具備三施道念等。重要性等級為

2 的職能名稱或需求包括：熱誠不倦使聽眾明

白義理、人事分配能力、具備開示道義知識、

《弟子規》為基礎、了愿快樂及法喜充滿、慎

行及省思與懺悔、及信愿行證等。最後，重要

性等級為 3 的職能名稱或需求包括：表達能

力、熟知活動內容、慇勤有禮、隨時以所學應

用於待人接物上、激勵帶動能力、禮佛能力、

及美姿美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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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職能落差分析表職能落差分析表職能落差分析表職能落差分析表 

職能名稱或需求
重要

性
平均

期待

職能

職能

落差

職能權

重落差

具備道學知識 1 101 84 17 17

表達能力 3 83 62 21 63

熱誠不倦使聽眾明

白義理
2 80 60 20 40

熟知活動內容 3 75 69 6 18

人事分配能力 2 85 84 1 2

以謙恭的心護持上

下，圓滿人事
1 103 83 20 20

具備開示道義知識 2 99 75 24 48

轉念能力 1 99 75 24 24

慇勤有禮 3 101 75 26 78

《弟子規》為基礎 2 99 75 24 48

閱讀技巧 1 99 75 24 24

隨時以所學應用於

待人接物上
3 96 75 21 63

了解舉辦活動的意

義與精神
1 99 75 24 24

激勵帶動能力 3 104 75 29 87

了愿快樂、法喜充

滿
2 105 75 30 60

熟悉道場禮節與生

活規範
1 97 75 22 22

禮佛能力 3 106 75 31 93

慎行、省思、懺悔 2 102 75 27 54

具備三施道念 1 101 75 26 26

美姿美儀 3 105 75 30 90

信愿行證 2 104 75 29 58  

表 3 中的「平均」，為 30 個受測者針對

各個職能名稱或需求自我評估受測者目前具

備的職能之分數加總後的平均值。「期待職能」

的分數則是專家與顧問經過評估後，針對一貫

道講師在該職能名稱或需求應具備的分數。

「職能落差」是受測者目前在該職能名稱或需

求已具備的職能(即表 3 中的平均)與期待職能

間的落差值。「職能權重落差」則是將「職能

落差」進行加權，即將各職能名稱或需求的「職

能落差」與「重要性」相乘。亦即，「職能權

重落差」藉由各職能名稱或需求的「重要性」，

將其視為加權的權重，可強調各職能名稱或需

求的影響力。 

透過分析表可知，一貫道講師平均職能分

數皆高於期待職能分數。而其中有 10 項職能

項目分數都超過 100，遠高於期待職能分數分

數。由此可知，一貫道講師應具備之職能包

含：禮佛能力(106)；了愿快樂、法喜充滿 

(105)；美姿美儀(105)；激勵帶動能力(104)；

信愿行證(104)；以謙恭的心護持上下，圓滿人

事(103)；慎行、省思、懺悔(102)；具備道學知

識(101)；慇勤有理(101)；具備三施道念(101)。 

4.2 職能落差雷達圖職能落差雷達圖職能落差雷達圖職能落差雷達圖 

為了解一貫道講師目前所具備之職能與

講師期待職能之間的差異性，因此進行職能落

差分析。圖 4 所示為講師目前所具備職能的分

數與期待職能的分數之間的落差比較。圖 4 中

分別比較表 3 中的依職能名稱或需求「平均」

分數與「期待職能」的分數。由圖 4 分析可知，

目前中部地區一貫道講師人員所具備之職

能，其職能分數都已達到期待職能分數之上。

其中，只有在「人事分配能力」職能項目，講

師目前所具備職能的分數與期待職能的分數

之間的落差最為接近。 

由圖 4 中可知，一貫道講師目前具備之職

能皆高於期待職能，只有 1 項職能與期待職能

比較相接近，而造成目前圖中呈現結果的原因

可能有： 

(1) 專家所訂的職能標準值過低。 

(2) 受測人的職能水平過於相接近。 

5.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一貫道講師應

具備之職能，以作為一貫道講師未來進修與能

力提升之參考依據。經過編寫工作任務、訂定

職能項目並且與一貫道講師人員訪談後，設計

評測量表，並確認一貫道講師職能之21個職能

項目，詳如表4所示。 

 

表表表表 4、、、、一貫道講師職能項目一貫道講師職能項目一貫道講師職能項目一貫道講師職能項目 

類型 職能項目 

知識 

(Knowledge) 

具備道學知識；熟知活動內容；具

備開示道義知識；《弟子規》為基

礎；了解舉辦活動的意義與精神；

熟悉道場禮節與生活規範；具備三

施道念 

技能 

(Skill) 

表達能力；人事分配能力；轉念能

力；背讀能力；激勵帶動能力；禮

佛能力；美姿美儀 

能力 

(Ability) 

熱誠不倦使聽眾明白義理；以謙恭

的心護持上下，圓滿人事；慇勤有

禮；隨時以所學應用於待人接物

上；了愿快樂、法喜充滿；慎行、

省思、懺悔；信愿行證，把自己當

作道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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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職能落差雷達圖職能落差雷達圖職能落差雷達圖職能落差雷達圖 

 

 

由研究結果可知知識(Knowledge)、技能

(Skill)、能力(Ability)等 21 項職能項目，是目前

中部地區一貫道講師人員所具備之職能，其職

能分數都已達到期待職能分數之上。透過本研

究所獲得的結果，可以提供一貫道講師教育訓

練及個人進修的參考依據。並且可以讓一貫道

講師人員了解自己職能不足的部份，藉以讓一

貫道講師人員能加強訓練。而根據本研究所得

的結果，建議未來可以研究一貫道其他職位人

員應具備之職能項目，並且與本研究所得的結

果進行比較，以找出一貫道人員之共同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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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教師與學生期望落差之研究-以鷹鴿賽局為基礎 

 

 

摘要 
本研究以博弈理論中的鷹鴿賽局理論為

基礎，在教師與大學生之間互動中，建立教師

期望與學生期望的賽局，來縮小學習期望與現

實的落差，也讓教師期望更符合實際教學情

形，以供教學者參考使用。 

本研究採用課堂對答來進行實驗假設的

驗證，研究結果得知課外輔導時間向度可縮小

學生期望和教師期望的落差，課外輔導時間、

回覆網路訊息速度、發還作業速度經過鷹鴿賽

局後皆可提升學習滿意度。 

關鍵詞：博弈論、鷹鴿賽局、學習滿意度、教

師期望、學生期望 

 

Abstract 
Based on the Hawk-Dove game theory, 

this study defines a game on the interactions 

of a teacher and his/her college students. The 

game is supposed to narrow the learning gap 

between the teacher expectations and 

student’s expectations. 

This study used classroom repartee way 

to verify the experimental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ectations gap can be 

narrowed in the tutoring-time dimension. 

Besides, dimensions of the tutoring-time, the 

speed of replying messages and time of 

getting back homework enhance the learning 

satisfaction. 
Keywords: Game theory, Hawk-Dove game, 

Learning satisfaction, Teacher expectation, 

Student expectation 

1. 前言 

博弈論涵蓋生物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

領域的應用，自 199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落在

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者手上，博弈論在經濟學

上自此有突出貢獻，Nalebuff 等人 (1995)曾

說：「商業策略的成功是在於積極塑造賽局，

而不僅僅是參與找到的賽局而已」，由此可見

博弈論已從原始的博弈經驗所討論的勝負問

題，進而成為一門具有經濟學上應用的學術理

論。 

博弈論應用在鷹鴿賽局，所描述的情況適

用於策略分析。所有加入鷹鴿賽局的雙方參賽

者，在參與賽局的各回合當中，都可以自由地

選擇積極的策略或消極的策略。鷹鴿賽局適用

於解決兩方對於共同資源的競爭，用於商業之

獨佔市場的寡頭經濟部分，就有專為服務提供

商所設計的鷹鴿賽局，描述服務提供商與顧客

間所採取的各種相對應鷹鴿策略，且都會產生

不一樣的利益和成本消耗(Hsieh et al., 2012)。 

學習滿意度主要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滿

足學生關於學習期望或需求的程度，當學習時

的期待符合學習前的預期時，就越容易感到滿

意；否則越偏向不滿意(Domer, 1983; 李建

霖，2010)。學者 Hilary 指出當大學學生被問

及其喜歡或厭惡何種教學情境時，大學學生能

夠清楚辨別教學情境的好壞，以及對教師期望

感到挫折或疑惑之處，所以教師需要更清楚地

了解學生期望，以及更加了解學生所認為教師

需要做的特定事情，讓學生感到教學情境更加

適合自己(Hilary et al., 2007)。 

1.1 動機 

為讓學生期望與教師期望能夠即時回應

給彼此，讓雙方對課程的學習期望落差減少，

即時改善落差情形，進而使教學課程中的師生

互動獲得幫助，所以本研究試以師生互動為原

則提供教師一個以最大化學生期望與教師期

望為考量之課程評量方式及課程輔導方式，代

替傳統上僅由教師單方面決定課程評量及課

程輔導的方式，使其更能反映雙方期望，在一

對多的情形之下，試在雙方對於學習期望的收

益與損失間，找到一個師生博弈策略，能同時

注重學習滿意度，讓教師期望與學生期望的落

差減少，亦能觀察鷹鴿賽局中的學習滿意度是

否與教師期望和學生期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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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與目的 

2.1 學生期望 

學者 Tricker 認為大學生的學生期望，可包

括能否遇到適合的教師之期望、能否獲得學習

上的支持之期望、能否得到學習價值之期望、

有無就業前途之期望等部分(Tricker, 2003)；學

者 Hilary 則提出一般大學學生普遍很難清楚描

述出來對課程的期望，反而是當大學學生被問

及其喜歡或厭惡何種教學情境時，大學學生卻

能夠清楚辨別教學情境的好壞，以及對教師期

望感到挫折或疑惑之處，所以教師需要更清楚

得了解學生期望，還有了解學生認為需要做的

特定事情，讓學生感到教學情境更加適合自己

(Hilary et al., 2007)。 

教師應在塑造學生對課程的期望時，避免

學生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免致學生在良好的教

學過程中，降低學生滿意度的正向作用，另可

協助學生建立適當的學生期望，來增加課程上

的學生滿意度。另一方面，要注意在學期末

時，使學生回憶起學期初的期望時，很可能因

而產生偏差的結果，且此時影響學生滿意度的

不是學生期望，需即時取得課程的回應以減少

偏差的回憶(Appleton-Knapp et al., 2006)。 

Hsieh 等學者對顧客期望做管理，將顧客

最低需求程度的期望拉高至接近顧客最高理

想程度的期望，讓顧客期望的容忍區變小

(Hsieh et al., 2012)；本論文綜合以上論述，而

列為鷹鴿賽局的衡量因素可以拉近學生期望

的最低需求程度拉近最高理想程度。 

2.2 教師期望 

Brophy 等學者提出教師期望形成的過

程，首先教師根據學生各種資料和平日觀察，

再參照教師本人的教師態度、教師經驗、教師

價值觀而產生對學生產生印象，再根據其學生

印象產生教師對學生的期望，除此之外，

Brophy 等學者亦有敘述，學生若正確知覺到教

師期望且無抗拒，同時教師行為與教師期望若

有一致性，教師期望就會自我實現(Brophy et 

al., 1974)。而教師一般都會期望學生在課堂中

回應教師期望，而教師期望確實明顯能改變教

師的教學行為，並在一段時間後讓學生學習成

果更佳(de Jong et al., 2012)。 

學者 Hilary 則說教師需要更清楚得了解學

生期望，還有了解學生認為需要做的特定事

情，讓學生感到教學情境更加適合自己(Hilary 

et al., 2007)。 

綜合上述學者所言，為了學生對教師期望

產生認同，可得知教師需了解學生期望，讓學

生正確知覺到教師期望且無抗拒，簡言之，本

研究除重視學生期望亦重視教師期望。 

2.3 學習滿意度 

學生的學習滿意度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供

作為教學設計之參考，讓教師規劃出符合學生

學習期望或需求的課程，並增進學生的學習利

益(Chiu et al., 2005)；一門課程的學習滿意度影

響學生決定是否繼續或中斷所學習課程(Levy, 

2007)；Tough(1982)則認為學習滿意度」是一

種對學習活動的態度，是因為學生喜歡該學習

活動或學生能在學習過程當中能夠滿足其期

望及需求，因此學習滿意度可以用來解釋學生

期望。 

目前國內各大學的教學評鑑主要使用兩

種單位來測量，包括教學滿意度以及學習滿意

度，藉由評鑑的主動方與被動方互動，協助教

師發現自己的優缺點，達到教學相長的作用(王

素君等人，2014)；綜合學生期望、學習滿意度

以及教學評鑑的關係，可得知學生期望會影響

學習滿意度；而學習滿意度會影響教學評鑑，

如中央警察大學學生評鑑柔道課教學與學習

滿意度的教師教學呈現顯著正相關(張傑，

2012)；由此可知學習滿意度對教師的重要性。 

2.4 鷹鴿賽局 

鷹鴿賽局代表著動物行為的博弈論應

用，其概念源自於自然環境，即各種動物覓食

時，為了爭奪食物來與其他動物戰鬥或妥協

(Kokko et al., 2006)。 

Hsieh 等學者針對 Kokko 等學者提出的鷹

鴿賽局描述作了以下解釋，即所有加入賽局的

參賽者，都可以在每一個回合自由選擇積極的

鷹策略或是消極的鴿策略，這是一種對於共同

資源的競爭(Hsieh et al., 2012)。 

由 1976 年 Smith and Parker 所提出的非零

和報酬矩陣，如表一所示，即可說明鷹鴿賽局

的策略有何不同，其中 V 表示爭奪的資源，如

利益，C 表示為了爭奪資源而付出的成本，前

者 V 被設為小於後者 C（C > V > 0）。 

報酬矩陣表示出四種可能的爭奪情況，在

第一種鷹對鷹的情況下，雙方獲得的資源 V 將

平分(V/2)，且要共同承擔爭奪成本 C 的損耗

(C/2)。在第二種鷹對鴿的情況下，選擇鷹策略

的參賽者，霸佔了全部的資源 V，而選擇鴿策

略的對手將一無所有。在第三種鴿對鷹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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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選擇鴿策略的己方將一無所有，而對手即

霸佔全部的資源 V。在第四種鴿對鴿的情況

下，雙方可以分享 V /2 的資源，也是鷹鴿賽局

中對於雙方最好的選擇。 

鷹鴿賽局特別的地方在於厭惡損失，其是

由於害怕失去利益，所以相對於其他策略，特

定某一個策略會變得更加有吸引力，厭惡損失

令參賽者傾向選擇其他損失較低的策略之可

能性增加，這種現象在報酬較高的賽局比較明

顯(Feltovich, 2011)。 

近幾年應用在服務科學的學者曾言鷹鴿

賽局用於商業之獨佔市場的寡頭經濟，就有

專為服務提供商所設計的鷹鴿賽局，描述服

務提供商與顧客間所採取的各種相對應鷹鴿

策略，且都會產生不一樣的利益和成本消耗

(Hsieh et al., 2012)。 

 

表一：鷹鴿報酬矩陣 

(Hsieh et al., 2012) 
 顧客 

鴿 鷹 

服

務

提

供

商 

鴿 (Coe(p1-c1),V1+V2) (Coe(p1-c1),V1) 

鷹 (Coe(p2-c2),V1+V2-E) (Coe(p2-c2),V1-E) 

 

 

 

 

 

表二：鷹鴿報酬矩陣參數的定義 

(Hsieh et al., 2012) 

參數 定義 

V1 顧客從服務得到的價值 

V2 當顧客採用鴿策略產生的益處 

p1 
當服務提供商採用鴿策略產生的

利益 

p2 
當服務提供商採用鷹策略產生的

利益 

c1 
當服務提供商採用鴿策略所付出

的成本 

c2 
當服務提供商採用鷹策略所付出

的成本 

E 

當顧客為了買服務，但服務提供

商卻採用鷹策略時，顧客的額外

耗力(extra effort) 

Coe 
係數為寡頭服務提供商數量，此

處假設為只有一家 

 

表一從服務提供商的角度來看，選擇鴿策

略獲得的(p1-c1)即代表較配合顧客要求所取得

的利潤，選擇鷹策略獲得的(p2-c2)即代表較不

配合顧客要求所獲得的利潤 (Hsieh et al., 

2012)。 

而從顧客本身的角度來看，選擇鷹或鴿策

略的差別只在於 V2的有無，而遇到鷹策略的服

務提供商，同樣會有 E 的損失。 

表二的 V1 是指顧客不論選擇鷹或鴿策

略，都會從服務提供商提供之服務中，體驗到

的服務價值；V2是指顧客採取鴿策略時，會從

服務中獲得的潛在利益，潛在利益舉例來說就

是顧客感到服務物超所值的情況，而選擇鷹策

略的顧客就無法獲得此潛在利益；p1是指服務

提供商採用鴿策略時，較配合顧客要求所產生

的利益；p2是指服務提供商採用鷹策略時，較

不配合顧客要求所產生的利益；c1 是指服務提

供商採用鴿策略時，以顧客要求為先來花費的

成本；c2 是指服務提供商採用鷹策略時，以省

成本為目的來花費的成本；E 是指當顧客為了

取得服務，但服務提供商採用鷹策略來較不配

合顧客要求；而顧客為接受此服務的額外耗力

損失；Coe 即為寡頭服務商之數量單位，此研

究者設為一家(Hsieh et al., 2012)。 

表三之 mT 即服務提供商在鷹鴿賽局進行

到此回合時共累積獲得的全部利益； 即服務

提供商在之前回合所賺取的所有報酬；x 即顧

客在此回合中選擇特定行動策略之可能性；y

即服務提供商選擇在此回合選擇特定行動策

略的可能性；n 即此回合中的顧客人數之總

合； 即顧客此回合選擇特定服務來參與的程

度； 即服務提供商此回合選擇特定服務解決

方案的利潤獲得率；mF即顧客在鷹鴿賽局進行

到此回合時所累積獲得的全部利益； 即顧客

在之前回合所賺取的所有報酬； 即顧客此回

合選擇特定服務解決方案的利潤獲得率；k 即

為顧客和服務提供商之間有限的利益總和

(Hsieh et al., 2012)。 

舉例來說，服務提供商在其中一回合之總

利益，有包含之前回合所賺取的 假設為

100，假設所有服務之利潤獲得率 為 0.5，而

此回合 100 名顧客當中，每個顧客選擇特定策

略的可能性為 100%，服務提供商選擇特定策

略的可能性也為 100%，每個顧客也都會

100%( )選擇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服務提

供商即能得到最大值 50 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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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服務提供商和顧客的鷹鴿賽局利益

(Hsieh et al., 2012) 

= +  

服務提供商參加鷹

鴿賽局的總利益 

= +  
顧客參加鷹鴿賽局

的總利益 

× n +  = k 服務提供商與顧客

的總利益均衡狀態 

 

表四：服務提供商和顧客的鷹鴿賽局利益參數

(Hsieh et al., 2012) 

參數 定義 

 服務提供商在鷹鴿賽局的總利益 

 
服務提供商在之前的回合所得利

益 

x 顧客選擇特定行動策略的可能性 

y 
服務提供商選擇特定行動策略的

可能性 

n 顧客在同一時間單位出現的人數 

 顧客參與特定服務的程度(degree) 

 
服務提供商選擇特定服務解決方

案的獲利率 

 顧客在鷹鴿賽局的總利益 

 顧客在之前的回合所得利益 

 
顧客選擇特定服務解決方案的獲

利率 

k 顧客和服務提供商的利益總和 

 

本研究參考其服務提供商與顧客之間的

互動模式，將其應用在教授與學生之博弈模式

上，仿效 Hsieh 等人提供給服務提供商決策的

動機取向，將其所提供的決策對象換成教師。 

綜觀學生期望、教師期望、學習滿意度的相互

關係，本研究設計以一名教師對多名學生的鷹

鴿賽局，第一個研究目的係為觀察鷹鴿賽局是

否有助於提升學習滿意度，且此師生版本的鷹

鴿賽局，其第二個研究目的係是觀察鷹鴿賽局

是否有助於縮小學生期望和教師期望的落差。 

 

3. 研究設計 

3.1 鷹鴿報酬矩陣設計 

本研究將源自 Hsieh 等人所提出的鷹鴿報

酬矩陣，因要應用在學生以及教師互動之中，

而將寡頭的服務提供商改為該堂教課教師，也

將顧客改為學生，以及為了量化學習期望，做

了以下更動，如表三所示。 

V1 代表學生採用鴿策略所獲得的低學生

期望報酬，V2代表學生採用鷹策略所獲得的高

學生期望報酬，E 代表當教師採用高教師期望

之鷹策略時，學生接受教師鷹策略所減少之學

生期望報酬。 

 

刪去原始矩陣當中的 V2的部分，則是因為

學生期望在此賽局為學生唯一利益與價值，故

而合併，再則，為區分鷹鴿策略之學生期望高

低，因而使原始的 V1 因應學生使用鷹或鴿策

略，而區分為 V1以及 V2。 

 

p1 代表教師採用鴿策略所獲得的低教師期

望報酬，p2代表教師採用鷹策略所獲得的高教

師期望報酬。 

 

V1、V2、p1、p2、c1、c2均是鷹鴿賽局每回

合每項目的結果總計，當教師採用鷹策略，學

生額外損失學生期望的報酬E在賽局中為了要

計算出變化，則需填寫學生期望額外損失問卷

來判定，利用公布教師所填答的結果，讓學生

感受因教師鷹策略而額外損失期望的報酬 E，

進而衡量出實際 E 值，教師採鴿策略的項目就

無須計算 E 值，以學生期望最高值為基準，往

下遞減之值都是額外損失期望的報酬 E，而教

師報酬則以教師期望單項的總報酬為計。 

 

表五：本研究之鷹鴿報酬矩陣 

 
學生 

鴿 鷹 

教

師 

鴿 (Coe(p1-c1) ,V1) (Coe(p1-c1) ,V2) 

鷹 (Coe(p2-c2) ,V1-E) (Coe(p2-c2) ,V2-E) 

 

至於原始矩陣當中的 V1 和 V2 的部分，因

應本研究而做了些微細調，且為更直觀的區分

鷹鴿策略中之學生期望高低，因而將原始矩陣

中，採鴿策略的報酬 V1+ V2合併為[包含從教師

服務所得到的價值以及採用鴿策略的益處]的

V’1，益處舉例來說，即教師提供的服務雖相

同，但選擇低學生期望之鴿策略相對於選擇鷹

策略來說，選擇低學生期望之鴿策略較不會因

教師期望而損失學生期望。 

這個益處會直接作用在學生期望上，此益

處即展望理論所述之心裡預設的參考標準

(Kahneman et al., 1979)；若參考標準較低，可

相對減少學生期望損失，但此研究重點不在選

擇策略前的展望理論之各種決策現象，故而合

併為 V’1。 

另也將原始矩陣中，採鷹策略產生的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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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學生採用鷹策略時，從教師服務所得到的

價值(學生期望報酬)]的 V’2。 

 

表六：本研究之鷹鴿報酬矩陣參數的定義 

參數 定義 

V’1 當學生採用鴿策略的學生期望報酬 

V’2 當學生採用鷹策略的學生期望報酬 

p1 當教師採用鴿策略的教師期望利益 

p2 當教師採用鷹策略的教師期望利益 

c1 當教師採用鴿策略的教師期望成本 

c2 當教師採用鷹策略的教師期望成本 

E 
當教師採用鷹策略，學生為了接受 

所減少的學生期望報酬 

 

3.2 鷹鴿賽局流程 

接下來介紹鷹鴿賽局的流程，研究人員進

行介紹說明鷹鴿賽局之用意在於縮小學生期

望與教師期望，讓師生互相了解課程評量方式

與課程輔導方式，研究人員並表示填寫紙本問

卷後，也要操作系統來回答課堂相關之問卷，

研究人員介紹完畢後，開始讓學生填寫學習滿

意度前測問卷，填答完畢後，讓教師先填寫教

師期望問卷，研究人員再公佈問卷結果給學生

看，學生得知教師填答結果後，學生再填答學

生期望問卷，研究人員統計全部學生問卷結果

後，再將統計結果回報給教師參考，重覆以上

流程直到穩定，如圖一所示。 

除了介紹以外的流程直到學習期望穩

定，在學期末，讓學生實際體驗教師是否有按

照問卷結果來給予教學上的支持，再進行學習

滿意度問卷的填寫。 

其中讓師生在鷹鴿賽局回答問卷的操作乃

是利用 EduClick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即時反饋系統) 讓老師在課堂教學活動中，藉

由鷹鴿賽局的形式，來即時統計學生回饋的結

果和比例，立即掌握全班學生及教師的在鷹鴿

賽局的填答狀況，讓教師與學生隨時來調整鷹

鴿策略。 

3.3 鷹鴿賽局問卷設計 

為了瞭解學生對課程的學生期望而做了以

下問卷設計，實驗對象為 103 學年度上學期之

中國文化大學之系統分析與設計的三年級學

生，分別以三個問卷向度來因應研究目的，問

卷形式以李克特六點量表的問卷來設計。 

 

圖一：鷹鴿賽局流程 

 
學生期望問卷題目(1.1)：[你對於任課老師

所願意提供的課外輔導時間感到？]，參考自

(Lee et al., 2011)課程滿意度問卷當中之[我喜

歡這個課程的上課方式]項目，採納此項目除了

因 Jones 等人(2008)認為課外輔導是學生滿意

度的測量項目外，也是為了測出學生對當回合

教師期望的感受，也因鷹鴿賽局談判方式需雙

方呼應同一因素，故此題對應到教師期望問卷

題目(3.1) ，並可顯示出當教師採用鷹策略時，

學生為了接受而減少的學生期望。 

學生期望問卷題目(2.1)：[你對於老師所願

意提供的回覆訊息速度感到？]，採納此項目除

了因 Jones 等人(2008)認為課外輔導是學生滿

意度的測量項目外，且現在課外輔導在線上的

方式也很普遍，另參考自 Hislop 等人(2004)的

教師耗力分析研究，其教師耗力有針對線上教

學做說明，包含線上討論區以及 email 等等互

動方式，但因時空背景不同以至於現在網路互

動工具多元化，所以此處不限定師生間使用的

網路互動工具種類，另因鷹鴿賽局談判方式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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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此題對應到教師期望問

卷題目(3.1)，並可顯示出當教師採用鷹策略

時，學生為了接受而減少的學生期望。 

學生期望問卷題目(3.1)：[你對於任課老師

所願意提供的發還作業速度感到？]，參考自

(Lee et al., 2011)課程滿意度問卷，當中之[我喜

歡這個課程的上課方式]項目，乃為了測出學生

對當回合教師期望的感受，也因鷹鴿賽局談判

方式需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此題對應到教師

期望問卷題目(3.1) ，並可顯示出當教師採用鷹

策略時，學生為了接受而減少的學生期望。 

學生期望問卷題目(1.2)：[你希望任課老師

為你安排多少課外輔導時間 ( 三學分的

課)？]，參考自 Jones 等人(2008)之原始題目：

[教師在課堂外提供及時回應]，其研究用在學

生滿意度上，在本處即是詢問學生心中覺得適

當的課外輔導時間，另因鷹鴿賽局談判方式需

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此題對應到教師期望問

卷題目(3.1)。 

學生期望問卷題目(2.2)：[你期望任課老師

在多少時間之內回覆你的網路訊息？]，參考自

Paechter 等人(2010)的[關於與導師的互動體驗]

問卷向度其中平均滿意度最高的一題[當我需

要教師的諮詢，我可以很容易透過(電子郵件、

線上聊天、論壇)等等來聯繫教師] 另因鷹鴿賽

局談判方式需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此題對應

到教師期望問卷題目(3.1)。 

學生期望問卷題目(3.2)：[你期望任課老師

在多少時間內發還作業？] 發還作業速度參考

自 Singh 等人(2011)研究結果，其研究顯示教師

批改作業時間顯著影響學生成績，故本題針對

發還作業速度詢問學生意願，以發還作業做為

作業評分完成的流程完成時間點，另放入學生

期望問卷的原因也參考自 Lee(2008)的研究結

果，研究顯示學業成就與學習滿意度顯著相

關，而其學業成就顯著相關學生在校成績，換

言之，作業和考試成績可影響學習滿意度，另

因鷹鴿賽局談判方式需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

此題對應到教師期望問卷題目(3.1)。 

學生期望問卷題目(1.1)、(2.1)、(3.1)，乃

是因應教師期望問卷的(1.1)、(2.1)、(3.1)題，

其針對教師填答教師期望問卷六點量表之 1~3

區間的鷹策略回答而設計，目的是為得知學生

為接受教師鷹策略所額外受到的損失。  

教師期望問卷題目(1.1)：[你願意安排多少

課外輔導時間(三學分的課)？]，參考自 Jones

等人(2008)之原始題目：[教師在課堂外提供及

時回應]，其研究用在學生滿意度上，在本處即

是詢問教師有想安排適當的課外輔導時間，另

因鷹鴿賽局談判方式需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

此題對應到學生期望問卷題目 1。 

教師期望問卷題目(2.1)：[你願意在網路收

到學生訊息後，多少時間之內回覆學生？]，參

考自 Paechter 等人(2010)的[關於與導師的互動

體驗]問卷向度其中平均滿意度最高的一題[當

我需要教師的諮詢，我可以很容易透過(電子郵

件、線上聊天、論壇)等等來聯繫教師] ，另因

鷹鴿賽局談判方式需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此

題對應到學生期望問卷題目 1。 

教師期望問卷題目(3.1)：[你願意在多少時

間之後發還作業？]，此題重視的作業因素參考

自 Lee(2008)的研究結果，研究顯示學業成就與

學習滿意度顯著相關，而其學業成就顯著相關

學生在校成績；此題重視的發還作業速度的參

考自 Singh 等人(2011)研究結果，其研究顯示教

師批改作業時間顯著影響學生成績，故本題針

對發還作業速度詢問教師意願，以發還作業做

為作業評分完成的流程完成時間點另，因鷹鴿

賽局談判方式需雙方呼應同一因素，故此題對

應到學生期望問卷題目 1。 

教師期望問卷題目(1.2)：[延續教師期望問

卷題目(1.1)所做的選擇，此選擇耗費心力的程

度是？]，參考自 Hislop 等人(2004)的教師耗力

分析研究，其教師耗力有針對傳統教學做說

明，傳統教學的教師耗力包含課外輔導，故引

用到本研究的教師期望成本上。 

教師期望問卷題目(2.2)：[延續教師期望問

卷題目(2.1)所做的選擇，此選擇耗費心力的程

度是？]，參考自 Hislop 等人(2004)的教師耗力

分析研究，其教師耗力有針對線上教學做說

明，包含線上討論區以及 email 等等互動方

式，但因時空背景不同以至於現在網路互動工

具多元化，所以此處不限定師生間使用的網路

互動工具種類。 

教師期望問卷題目(3.2)：[延續教師期望問

卷題目(3.1)所做的選擇，此選擇耗費心力的程

度是？]，參考自 Hislop 等人(2004)的教師耗力

分析研究，其教師耗力有針對傳統以及線上評

分作業做調查說明，所以本研究將其線上以及

傳統的評分方式都納入教師耗力的考量，以發

還作業做為作業評分完成的流程完成時間點。 

教師期望問卷第(1.2)、(2.2)、(3.2)題參考 Hsieh

等人(2012)研究，其限制寡頭服務提供商總成

本有上限，在本問卷裡的總成本為耗力程度，

數值越小則耗力程度越高，而耗力程度之上限

由該任課教師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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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學習滿意度問卷題目 

1. 對於教師的課外輔導時間長度，我的感

受是? 

2. 對於教師在網路回覆學生訊息的速度，

我的感受是? 

3. 對於教師發還作業的速度，我的感受是? 

 

因此，綜合學生期望問卷題目(1.2)、(2.2)、

(3.2)和教師期望問卷題目(1.1)、(2.1)、(3.1)作

出以下三點假設。 

H1:以[課外輔導時間]進行鷹鴿賽局有助於

縮小學生期望和教師期望的落差。 

H2:以[回覆網路訊息速度]進行鷹鴿賽局有

助於縮小學生期望和教師期望的落差。 

H3:以[發還作業速度]進行鷹鴿賽局有助於

縮小學生期望和教師期望的落差。 

有關學習滿意度部分，根據(Lee et al., 2011)

問卷題目中，該論文闡述課程滿意度在學習滿

意度之重要；本研究也評估教師規劃的課程形

式，對學生會有較直接的互動影響，可藉以觀

察學習滿意度之變化，故將課程滿意度當中之

[我喜歡這個課程的上課方式]項目，稍加修改

納入鷹鴿賽局之學習滿意度問卷三題當中，如

表七所示。 

故學習滿意度問卷針對研究目的[鷹鴿賽

局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習滿意度]做出以下假設。 

H4:以[課外輔導時間]進行鷹鴿賽局可提升

學習滿意度。 

H5:以[回覆網路訊息速度]進行鷹鴿賽局可

提升學習滿意度。 

H6:以[發還作業速度]進行鷹鴿賽局可提升

學習滿意度。 

 

4. 研究結果 

4.1 學習期望與教師期望問卷統計 

本實驗之班級人數共 35 人，參與實驗人數

共 34 人，無法確定是否穩定者在該項目有漏

答情況，如表八所示，另因不能排除漏答的學

生期望，以免學生期望問卷的填答失去信度，

所以都列入有效樣本。 

透過統計分析 T 檢定表探討第一回合和第

七回合並分析其數據， T 檢定採用獨立樣本的

檢定方式，用以確定教師期望與學生期望的關

聯性，將教師期望與學生期望的差值，用來檢

定 H1、H2、H3三個假設。 

 

表八：問卷有效樣本數 

項目 有效樣本數 

課外輔導時間 
填答完整人數 26 名

填答缺漏人數  8 名 

回覆訊息速度 
填答完整人數 26 名

填答缺漏人數  8 名 

發還作業速度 
填答完整人數 26 名

填答缺漏人數  8 名 

 

表九：課外輔導時間前後回合比較表 

回合 N Mean(SD) t-value p-value 

一 30 2(0.8710) 6.29 <0.0001 

七 31 1.9355(0.2497) -1.44 0.1607 

註:N=學生人數 

 

課外輔導時間向度經過獨立樣本檢定後發

現第一回合有顯著差異(p-value < 0.0001)，而

在第七回合卻無顯著差異，p-value 大於 0.05

顯示雙方期望大多相同，表示課外輔導時間的

向度中，經過七回合鷹鴿賽局的學生期望和教

師期望是有明顯改善落差的，可由此得知 H1

假設成立，詳細數值呈現於表九。 

 

觀察鷹鴿賽局在課外輔導時間之向度是否

呈現穩定方面，除了填答缺漏之學生，因其無

法觀察是否穩定，其他學生在鷹鴿賽局之課外

輔導時間的數值呈現，最晚至第四回合便已趨

於穩定，即答案不再變動。 

回覆網路訊息速度的向度經過獨立樣本檢

定後發現第一回合有顯著差異 (p-value < 

0.0001)，而在第七回合卻仍呈現顯著差異，

p-value 大於 0.05 顯示雙方期望大多相同，表

示課外輔導時間的向度中，經過七回合鷹鴿賽

局後，學生期望和教師期望的落差仍然很大，

可由此得知 H2假設無法成立，詳細數值呈現於

表十。 

 

表十：回覆網路訊息速度前後回合比較表 

回合 N Mean(SD) t-value p-value 

一 29 2.4138(1.2397) 6.14 <0.0001 

七 31 2.5161(0.6256) -4.31 0.0002 

註:N=學生人數 

觀察鷹鴿賽局在回覆網路訊息速度之向度

是否呈現穩定方面，除了填答缺漏之學生，因

其無法觀察是否穩定，其他除兩名學生以外，

共 24 名學生最晚至第六回合便已趨於穩定，

即答案不再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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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發還作業速度前後回合比較表 

回合 N Mean(SD) t-value p-value 

一 30 4.3000(1.0875) 1.51 0.1416 

七 31 4.4516(1.2066) -2.53 0.0169 

註:N=學生人數 

 

發還作業速度的向度經過獨立樣本檢定後

發 現 第 一 回 合 沒 有顯 著 差 異 (p-value < 

0.0001)，而在第七回合卻呈現顯著差異，

p-value 大於 0.05 顯示雙方期望大多相同，表

示發還作業速度的向度中，經過七回合鷹鴿賽

局後，學生期望和教師期望的落差反而加大，

可由此得知 H3假設無法成立，詳細數值呈現於

表十一。 

 

觀察鷹鴿賽局在發還作業速度之向度是否

呈現穩定方面，除了填答缺漏之學生，因其無

法觀察是否穩定，其他共 22 名學生至第 5 回

合開始便已全數趨於穩定，即答案不再變動，

其餘 4 名學生便無法判斷為趨於穩定。 

教師在課外輔導時間以及回覆網路訊息速

度之向度皆呈現鴿策略，發還作業速度之向度

皆呈現鷹策略，如表十二所示，而耗費心力程

度在本研究當中皆呈現高度的耗費心力，如表

十三所示，而教師在課外輔導時間以及回覆網

路訊息速度之向度，雖都呈現鷹策略，但觀察

其結果表示即使是鷹策略也會高度耗費心力

了，所以教師更無可能有鴿策略的選擇。 

學生的額外損失呈現如表十四所示，除發

還作業部份無額外損失之外，課外輔導時間向

度以及回覆網路訊息速度向度皆有損失，參考

表十二可知教師在第六和第七回合，更改回覆

網路訊息速度向度之回答，讓學生的額外損失

大幅減少了，而教師在課外輔導時間向度，雖

在第二回合後便無更改答案，但第六和第七回

合可明顯觀察到學生是比前面幾回合還更能

接受教師選擇。 

 

表十二：教師期望問卷填答之統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課外輔導 1 2 2 2 2 2 2 

回覆訊息 1 2 2 2 2 3 3 

發還作業 4 5 5 5 5 5 5 

註:1~3 為鷹策略，4~6 為鴿策略 

 

 

 

 

表十三：教師期望之耗費心力程度之統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課外輔導 4 5 5 5 5 5 5 

回覆訊息 5 5 5 5 5 5 5 

發還作業 4 5 5 5 5 5 5 

註:1 為非常低，6 為非常高 

 

 

表十四：學生期望的額外損失報酬 E 之統計 

 
課外輔導 

(6 – Mean) 

回覆網路訊息 

(6 – Mean) 

一 1.7667 1.9 

二 1.2 1.1334 

三 1 0.5667 

四 1.4839 1.1667 

五 1.1291 0.7742 

六 0.7097 0.3871 

七 0.2904 0.2581 

 

4.2 學習滿意度問卷統計 

學習滿意度問卷透過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表探討 H4、H5、H6 是否成立，詳細數值

呈現於表十五，可見課外輔導時間與回覆網路

訊息速度與發還作業速度之學習滿意度皆有

顯著差異(p-value < 0.05)，尤其發還作業速度

最為顯著(p-value < 0.01)，本研究者猜測發還

作業速度是因在學期末時，作業成績對學生會

有更明顯的感受，故其學習滿意度最為顯著。 

 

表十五：學習滿意度前後測比較表 

 N Mean(SD) t-value p-value 

A 30 4.7667(0.7279) 
-2.61 0.0114 

A’ 29 5.3793(1.0493) 

B 30 4.7667(0.8172) 
-2.50 0.0157 

B’ 29 5.3793(1.0493) 

C 30 4.7000(0.7022) 
-3.27 0.0020 

C’ 29 5.4483(1.0207) 

註:A=課外輔導時間前測，B=回覆網路訊息速
度前測，C=發還作業速度前測，A’=課外輔導
時間後測，B’=回覆網路訊息速度後測，C’=發
還作業速度後測 

 

4.3 結論 

本研究在課外輔導時間向度之成果最為顯

著，可知課外輔導時間對於師生之間最能在七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51 AIT / CEF 2015



回合內達成共識，而回覆網路訊息速度、發還

作業速度可能在個別學生心中都有很不同的

標準之外，也跟教師認同的標準有所不同，在

未來研究之改善方面，可能更須讓師生溝通更

多次才能達成共識，以及在未來可更拓展進行

更多鷹鴿賽局的向度，希望讓教師耗費心力減

少，且讓學生之學習滿意度同時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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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財神廟網站資訊架構之內容分析 

 

 

摘要 
石門財神廟目前正推行以資訊網站來提供

數位內容科技與宗教信仰的跨界對話，以延續

與創新財神宗教文化。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

探索石門財神廟於資訊網站建構時，應該關心

的網站內容資訊架構為何？為達成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本研究整合內容分析法、反覆型德

菲法、修正式德菲卡片分類法與工作分解結構

分解術，提出互動參與內容分析模式，提供研

究者、網站建置工程師與使用者互動參與網站

內容資訊架構的分析與設計方法。互動參與內

容分析模式依照內容分析法之實施步驟，進行

資料蒐集、編碼與分析，建構石門財神廟網站

內容資訊架構，以提供石門財神廟網站工程師

進行後續之網站實做建置。 

關鍵詞：工作分解結構分解術、互動參與內容

分析法、財神宗教文化活動、網站內容資訊架

構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身為新北市石門區在地最大宮廟，「傳統

廟會與現代生活結合；人文藝術與傳統信仰結

合；傳承在地文化與建立文化新故鄉」，是石

門財神廟的使命願景與今後欲追求的目標。為

了願景與目標的實現，石門財神廟目前正推行

以資訊網站來提供數位內容科技與宗教信仰

的跨界對話，以延續與創新財神宗教文化。網

站資訊架構是網站中所呈現各種資訊的分類

與命名，其主要目的在於讓使用者以最簡化、

易懂的瀏覽及搜尋的方法，而有效的取得目標

網站的資訊。但是，過去針對台灣宮廟或甚至

財神廟之網站資訊架構內容分析之相關研究

缺乏。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索石門財神廟

於網站建構時，應該關心的網站內容資訊架構

(web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為何？網站資訊

架構內容需求分析結果，將據以進行下一階段

的資訊網站設計與建置。 

1.2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石門財神廟於網站設計建置時，應包

含在內的網站資訊架構所有內容項目。 

二、探討石門財神廟於網站設計建置時，應建

構之網站內容資訊架構，以供網站設計師進行

網站建置。 

2. 文獻探討 

2.1分類架構 

分類架構的概念相當複雜多元，相關概念包括

由知識觀點探討知識本體（Ontology）與分類

學（Taxonomy），也可以由方法或技術觀點，

了解分類（Classification）與分群（Clustering）

的異同。分類學 (taxonomy)是分類的科學

(science of classification) 。分類學的概念可追

溯至 18 世紀的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 Carl 

Linnaeus(1707~1778)的生物分類法-Linnaean 

taxonomy。其分門別類的建構了描述動植物關

係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架構。

分類架構根據某些物件屬性所訂定的分類系

統，如圖書資訊學所探討的圖書資訊分類表

（Classification Scheme）；自然科學中有關的

生物分類表；企業導入知識管理時所建構的知

識分類表（Knowledge Taxonomy）；或網站資

訊架構設計中有關各元素組織安排的分類架

構（Website Taxonomy）等(Sharma et al., 2008) 

(卜小蝶、陳思穎, 2007)。分類架構不同於項

目清單或主題詞表，在於分類架構可以將相關

項目整理於階層架構中，而項目清單或主題詞

表則通常只有單一概念排序，並未提供概念間

的整體關聯架構。Vogel(2003)建議一些編製良

好分類架構的原則，提供一些符合使用者需求

的分類架構編製時的注意事項。 

2.2 網站內容資訊架構 

瀏覽者透過瀏覽器看到的畫面，就是一般

所謂的網頁（web page）。網頁是位於全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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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的文件，是由一部能由 URL辨識的特定機

器的特定目錄，是由 HTML 檔案、連結檔案、

圖形與描述語言（script）所構成，以提供網

路使用者使用文字、圖形、聲音、影像、動畫

等方式來表達資訊。網站 (web site)其實就

是許多網頁透過一定的結構所形成的集合。進

入網站所看到的第一個網頁, 通常稱之為該

網站的首頁 (home page)。首頁除了呈現網站

主要的視覺風格外，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透

過網站內容架構找到感興趣的主題，以瀏覽更

詳細的內容。 

網站內容資訊架構又稱網站地圖(site map)

或 網 站 資 訊 架 構 (websit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主要是提供整個網站的內容項目

(content items) 與 資 訊 結 構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當整個網站資訊架構規劃好後，

可以分別製做各個網頁，並讓網頁間透過特定

的導覽結構彼此相連結，使瀏覽者都能快速的

連結到各個不同的網頁來瀏覽網頁之內容。因

此網站內容項目與資訊結構必先決定，接著再

進行內容導覽。Lynch 與 Horton（2002）將網

站內容架構分為三大類：循序式、階層式、網

狀式:循序式，可依資料的年代順序、字母順

序、或由資訊一般性到專業性加以組織資訊。

瀏覽者以「上一頁」或「下一頁」的方式順序

瀏覽；網狀式，在首頁放置各網頁的節點，可

由首頁隨意選取任一個網頁進入，允許使用者

依據其獨特模式來瀏覽網站；階層式，網頁分

成若干個群組，瀏覽者可以在同一群組相鄰的

網頁間自由移動。階層式的網站架構適用於組

織複雜的資訊，依據某分類標準加以分類，可

由一主頁連接到許多的子頁，而且每個子頁可

再各自連接到其子頁。階層式是最常見的網站

內容架構。 

2.3 台灣財神廟與財神宗教文化 

財神文化影響了人們生活的各個層面，是

社會經濟發展下的產物，也是人們心理發展的

產物。「財神爺宗教祈願活動」、「財神爺宮廟

文化觀光之旅」與「財神爺文化祭」已成為常

民文化常態活動。結合人文、宗教、傳統藝術，

整合觀光資源與民俗體育活動，讓參訪遊客體

驗更多樣的宗教文化、觀光嘉年活動。 

yam蕃薯藤舉辦「台灣十大財神廟」

的網路票選活動，為期三週（12/30/2013至

1/23/2014），評比出最夯財神廟，第 1名竹

山紫南宮、第 2名車城福安宮、第 3名中

和烘爐地、第 4名台中武德廣天宮、第 5

名高雄關帝廟、第 6名北投關渡宮、第 7

名南崁五福宮、第 8名金山五路財神廟、

第 9名松山霞海城隍廟、第 10名草屯敦和

宮 (中央社,2014)。南投竹山紫南宮與中

和烘爐地的南山福德宮、屏東車城的福安宮並

稱「三大土地公廟」，擲筊杯借發財金、鑽金

雞窩是主要宗教文化觀光活動；中和烘爐地南

山福德宮的宗教文化觀光活動除焚香祈福

外，可向土地公求錢母、「子錢換母錢、保平

安賺大錢」「子錢換母錢、保平安賺大錢」「摩

挲元寶、財源滾滾來」；屏東車城福安宮為東

南亞最大的土地公廟，跟墾丁福華飯店與恆春

半島觀光產業聯盟、屏東縣觀光協會共同主辦

「迎春祈福拜頭香」宗教文化觀光活動。都是

有名的台灣財神廟與財神宗教文化。 

2.4 使用者中心之德菲法 

德懷術(Delphi Method)是研究者針對某

一主題，邀請參與者以匿名、問卷的方式就議

題進行多次有系統的充分意見表達，每次以統

計方式呈現集體意見，將分析結果連同新問卷

再分送各參與者，作為修正先前意見的參考，

如此反覆進行直到各專家間的意見差異降至

最低形成可接受共識的一種研究方法。採用匿

名式之群體參與方式，一方面保有專家集體決

策與集思廣益的優點，另一方面也避免專家成

員於面對面溝通時，對討論議題可能產生的干

擾（Rowe and Wright, 1999; Linstone and Turoff, 

1975）。 

基於德菲法，Paul(2008)介紹目前實務上

應用之使用者中心德菲法模式(User-Centered 

Design  Delphi Methods, UCD)，包括反覆

型  德菲法模式 (iterative Delphi moderating 

model)  與直線型德菲法模式 (linear Delphi 

moderating model)。 

2.4.1 反覆型德菲法模式 

反覆型德菲法模式綜合群體意見卻又避免

受單一專家影響形成偏見，進行方式如圖1所

示。，指定一位詴者提出一個設計架構，綜合

其他人意見得到一個新設計架構。若有必要，

再將此結果進行次一回合的修正，而得到下一

個設計架構，逐漸發展成整合所有參加者想法

的設計架構。當設計架構穩定並沒有其他顯著

變更，或沒有發生明確衝突達到共識之後，就

達成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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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反覆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 

2.4.2直線型德菲法模式  

直線型德菲模式，進行方式如圖2所示。在

進行中，第一位受詴者先建立一架構，之後的

其他參與者，再依序給予前一位受詴者所建立

之架構提出建議或修正。而得到下一個架構，

逐漸發展成整合所有參加者想法的架構。參與

者只有一次機會建議或修正。直到當資訊架構

模型達到穩定，已無明顯的變化。 

 

圖2 直線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 

2.5 卡片分類法 

網站內容架構要透過網站設計師、管理者

與使用者共同互動參與完成。卡片分類法（card 

sorting）就是其中一種有效的使用者為中心

(user-centered)的正式設計溝通方法與工具

(formative technique)。經常利用卡片分類法蒐

集使用者想法，當設計新網站，或修改網站

時，即可使用卡片分類法，以作為分析網站架

構與設計建構網站之參考依據。 

卡片分類法可幫助組織網站層級的資訊，

建立各層級分類的導覽，組織網站內容，整合

以使用者為中心所建立的標籤，驗證各人的思

維（Boulton, 2007）。 

卡片分類法基本實施方式，是讓受詴者將

一系列由網頁內容或功能性所定義的卡片項

目，根據自己想法進行分類（Maurer and Warfel, 

2004）。資訊架構師經常利用卡片分類法蒐集

使用者想法，以作為分析網站架構與設計建構

網站之參考依據(Hudson,2005）。 

2.5.1 開放式卡片分類法及封閉式卡片分類法 

卡片分類法也分為不同類型，大多數文獻

將之分為開放式卡片分類法（open card sorting）

及封閉式卡片分類法（closed card sorting）

（ Maurer and Warfel, 2004; Morville and 

Rosenfeld, 2006; Spencer, 2009; Gatsou et al., 

2012)。封閉式卡片分類法進行時，已存在既

有的類目架構，受詴者將適當的網頁標籤置於

各類目下。但頇要二十位以上參與者，資訊難

以分析整合為最大缺點；開放式卡片分類法則

適用於最初架構設計之階段，進行時，研究者

不會事先設定類別，而是由受詴者依據項目的

相似度或對受詴者有意義的歸類方式加以組

織聚類，由下往上建立架構，並進行分類項目

標籤之命名，定義出對使用者而言更易理解的

標籤。 

2.5.2 修正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 

修 正 型 德 菲 式 卡 片 分 類 法 (The 

Modified-Delphi card sorting method)，是 Paul(2008)

基於直線型德菲法與開放式卡片分類法而發

展出的一種卡片分類方法。不僅是在卡片分類

受詴者人數成本或是卡片分類受詴者卡片分

類時間成本，都低於過去傳統卡片分類法，且

其效益亦優於傳統卡片分類作法。此項新的方

法曾受到肯定，獲得資訊架構學會之獎助。

Hawley（2008）認為此方法可視為傳統卡片分

類法的補充和延伸。 

當修正型德菲法應用於卡片分類法的實

驗中，卡片分類受詴者進行的活動則包括：觀

看先前卡片分類受詴者共同作業的結果；檢視

先前卡片分類受詴者之結果後，依據自己的認

知直接做修正。因此，修正型德菲式卡片分類

法大致可分為四個步驟：  

一、第一位種子受詴者(seed participant)，從卡

片疊中先建立一最初的資訊架構模型。 

二、隨後受詴者(following participants)，再依

序有一次機會對資訊架構模型給予評論，提出

修正或重新建立分類提出全新架構。 

三、整合受詴者評論修改變過程，此卡片架構

不斷修改進化(evolving) 。 

四、直到當資訊架構模型達到穩定，已無明顯

的變化，或明顯意見衝突，可視為一致性結果。 

開放式卡片分類法與修正型德菲式卡片

分類法最大差異在於:開放式卡片分類法每位

參與者從一疊卡片開始，而修正型德菲式卡片

分類法要求評論與修改前參與者的架構模型。 

2.6 工作分解結構 

CMMI 定 義 工 作 分 解 結 構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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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down Structure)是某一專案工作或系統

工 程 工 作 交 付 成 果的 階 層 分 解 表 示 法

(deliverable-oriented hierarchical decomposition 

of the work) 或產品導 向的 樹 狀表示 法 

(product-oriented family tree of hardware, 

software, services, and data) (CMMI, 2002)。工

作分解結構分解術(WBS decomposition)則提供

專案交付成果的分解方法。WBS 所要表達的

是以階層分解 (hierarchical breakdown)的方式

表達出買方希望未來賣方的產品與服務交付

成果(deliverable)。工作分解結構，最初由美國

國防部(DoD)推行，並記載於MIL-STD-881軍

事標準中(DoD, 1968)。此軍事標準經過多次修

改，從 MIL-STD-881A (DoD, 1975)、MIL-STD 

-881B (DoD, 1993)，最新版是MIL-STD-881C 

(DoD, 2011)。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 )出版了工作分解

結構實務標準(PMI, 2006) ， NASA 也製作編

列 WBS 工作手冊(NASA, 2010)。可預期 WBS

已普遍被接受作為軟體專案相關工作的階層

化分解工具。 

2.7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又稱資料分析

(informational analysis) 或 是 文 獻 分 析

(documentary analysis) ，是將質化素材資料轉

化為量化資料後，予以分析的量化式質性分析

法。基本上是一種由質轉量，然後以內容的量

變來推論質變的研究方法，因此可說是質與量

並重的究方法。 

在資料探勘技術興起後，應用資料探勘技

術，進行斷字、粹取，再應用內容分析法組織

資料、編碼資料、形成類目（categories）和辨

識分類之間模型關係（ identifying patterns 

relationships）進行分析、推論、驗證的過程，

已成為一個新研究主題。 

內容分析研究法常與其他方法並用，只要

是研究者想將一些先前末整理的資料加以系

統化及量化，以達到研究的目的，都可以使用

內容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又常被稱作「類統計

分析」(Quasi-statistical analysis)，它是一種量

化分析的過程，但並不表示是純粹量的分析，

它是從量的變化來推論質的變化，是一種質量

並重的研究方法。由於注重角度的不同，有偏

向定量分析，有重定質分析。 

王文科(1990)認為內容分析法亦稱資訊分

析或文獻分析，是研究分析的一種方法。內容

分析基本目標在於將語文的、非量的文獻轉變

為量的資料，因此內容分析的結果，常以含有

次數或百分比的圖表呈現，與調查法呈現的資

料相似。內容分析有助於使用正式假設，以科

學方法抽取樣本，以及就蒐集得到量的資料以

統計技術分析之。 

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驟，Krippendorff

（1980）認為內容分析的研究包括資料蒐集、

資料濃縮、推論、分析與驗證等階段。其中資

料蒐集又可進一步細分為單位化、抽樣與編

碼、登錄等。Wimmer and Dominick(1994)整理

十個步驟，其後雖有部分學者認為可以合併，

並不一定必頇依照該研究順序，但其研究仍不

脫下列十個步驟，包含：(1)形成研究問題或

假設。(2)界定母群體。(3)抽取樣本。(4)界

定分析單位。(5)建構類目。(6)建立量化系

統。(7)建立信度(預測信度)。(8)內容編碼與

信度。(9)分析資料。(10)解釋與推論，如圖3。 

圖 3 內容分析法流程與步驟 

3. 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個案與範圍對象 

一、研究個案與範圍: 本研究以石門財神廟之

網站資訊架構之內容需求分析為個案研究與

範圍。 

二、研究抽樣樣本與研究對象 

(一)實體網站研究樣本: 

本研究母群體為台灣所有財神廟網站，再選擇

yam 蕃薯藤網友「台灣十大財神廟」票選

活動所評比出之前十家最夯財神廟之網

站為為抽樣樣本與研究對象，於 103 年 2 月

至 103 年 10月的網站呈現為研究內容。 

 

(二)參與者研究樣本:除研究者三人外，選

擇以網站建置工程師、廟方代表，參與進行網

站內容資訊架構之編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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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整合內容分析法、反覆型德菲法、

修正式德菲卡片分類法與 WBS分解術，提出互

動參內容分析(Interactive Participant Content 

Analysis, IPCA)模式。互動參與內容分析模式

是一種研究者、設計者與使用者互動參與的網

站資訊架構內容分析與設計過程。互動參與內

容分析模式依照內容分析法之實施步驟，進行

資料蒐集、資料編碼與資料分析，建構石門財

神廟網站標籤內容架構，以利進行後續之網頁

設計與建置。 

互動參與內容分析模式具有以下主要優

點： 

(1)研究者、設計者與使用者互動參與討論與

修正，獲取各方之真實觀點，直到取得多數共

識之 WBS ，避免由網站設計者單獨進行網站標

籤內容架構設計可能之偏頗； 

(2)提供一個可供遵循之結構化網站內容分析

程序包括:資料蒐集、資料編碼與資料分析。

能有效提升研究信度與效度，滿足網站標籤內

容架構設計需求。 

互動參內容分析模式之編碼程序包括: 

(1)三位研究者進行反覆型卡片分類法，以 WBS

分解術先形成一個最初網站內容架構圖，並以

WBS呈現，稱為研究者 WBS。 

(2)以研究者 WBS 為基礎，依序與隨後參與者

(following participants)進行修正型德菲式卡片

分類法。即研究者 WBS產生後，整合隨後參與

者(following participants) 意見，包括設計者與

使用者，依序有一次機會針對研究者 WBS及標

籤名稱給予評論，回饋建議，提出修正或提出

新架構。整合受詴者評論修改變過程，此卡片

架構不斷修改進化。直到當網站分類架構圖已

無明顯的變化，或無明顯意見衝突，最終得到

的結果可視為多位卡片分類受詴者穩定的一

致性結果。此建立之整合的網站資訊內容架構

圖，稱為整合 WBS。 

(3)針對整合 WBS進行信度檢驗。若信度低無

法成為共識，則重新進行整合 WBS編碼過程或

甚至重新研究者 WBS編碼過程，直到達成可接

受的的信度水準。此時之 WBS稱為共識 WBS。 

3.3 研究實施 

互動參與內容分析模式，依照內容分析法

之實施步驟，大抵歸納為：母群體與抽樣的決

定、分析單位與分析類目的訂定、編碼與信效

度的檢驗三大步驟。 

一、母群體與抽樣的決定 

本研究母群體為台灣所有財神廟網站，再選擇

yam 蕃薯藤網友「台灣十大財神廟」票選

活動所評比出之前十家最夯財神廟之網

站(中央社,2014)為抽樣樣本，於 103 年 2

月至 103 年 7 月的網站呈現為研究對象。 

二、分析單位與分析類目的訂定 

建構類目 (categories)是內容分析的核心工

作 ， 類 目 釐 定 清 楚 ， 要 考 慮 窮 盡 性

（exhaustive）、互斥性（mutually exclusive）、

獨立性（independent）。類目(categories)就是

內容的分類(classification)，是研究內容歸類的

標準。類目建構可運用兩種途徑形成，一是依

據理論或研究結果來建構，因已通過考驗所以

較為精確可靠；另一種是由研究者自行建構。

建構類目在紮根理論分析法稱為編碼架構。分

析類目架構在紮根理論分析法稱為編碼架構。 

界定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就是將研

究對象和樣本單位化（unitizing）。也可說是內

容分析中，必頇分析的最基本、最小元素單

位。開始分析前，研究者必頇決定到底要分析

什麼?如文本(text)內容的分析以字、詞、句、

段、篇為分析單位；對於影像(video)內容的

分析則以人物、劇情為主要分析元素。因此分

析單位是內容元素量化時所採用的標準分

類，也是內容元素出現數的基礎。 Holsti

（1969）認為內容分析的登錄單位有六種，分

別是(1)單字或符號(2)語幹（themes）或斷語 

(3)人物角色（characters）(4)句子或段落(5)

整篇文章(6)時間及空間單位（space  and  

time  units）。另外內容分析的登錄單位包括: 

課、章、段、詞、句、頁、項目等。語幹的長

度介於字與句子之間，是一最短而有完整意義

之單位。項目、語幹是最常用的分析單位。 

究竟採用那一種分析單位為宜，並無定

則，全視文件的數量，以及研究的目的而定。

如果分析的資料龐雜繁多，就不太可能逐字或

逐句分析，或許採用「整篇文件」為分析單位

較妥；如果分析的資料具有明顯的主題，則以

「主題」為分析單位為宜。不過，分析單位的

決定，仍要以研究目的為準。一旦決定分析單

位，就可以循序檢視每一單位的內容，然後依

照既定的分類，紀錄其所屬類別。 

本研究之分析單位可分為網站樣本及網

站內容。其中，網站內容，以內容標籤作為分

析單位。將相關網頁，列印陳列，進行編輯網

站內容項目清單。 

本研究採用名目尺度作為內容分析量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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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要求編碼員根據網站內容填答是或否(1

或0)，建立量化系統。 

研究者搜尋瀏覽前十大財神廟網站相關網

頁，將相關網頁，列印陳列，並應用WBS分解

術，由研究者擷取網站內容項目，以產生網站

內容項目清單(list of site’s content items)。因網

站內容要重新分類，故將分類（category）之網

頁標籤項目刪除，只留最底層之網頁標籤項

目；將同形異義詞(homonym）等語意混淆標

籤項目澄清重新編碼；將同義詞（synonym）(不

同網頁標籤項目名稱指向相同網頁內容者)合

併，其餘名稱加括號附註；將重複(redundant)

標籤項目合併成一項；有過時(outdated)之虞的

標籤項目則保留並註記以備討論。 

建立量化系統經篩選網站內容項目清單

後，餘下63項標籤項目，每一標籤項目製作一

張便利貼卡片(Post-it
®
 notes)。故本研究使用之

卡片張數共63張。卡片記載之標籤(labels)頇簡

要、清晰、明確。卡片背面可加註說明。 

三、編碼與信效度的檢驗 

編碼(coding)或內容編碼，是將原始資料依照

某種概念架構進行類目歸屬。編碼者依照類目

和分析單位的定義，將分析單位歸入內容類目

(categories)(例如，分類表、類目樹category 
tree等)中。 

使用內容分析法分析資料，先進行先導編

碼。先導編碼先建類目，並決定分析單元，再

來是進行信度前測的程序。若是前測信度過

低，則類目與分析單元可能有再商確必要，經

過反覆修正討論可能正式編碼。前測過程可讓

編碼員培養彼此默契，確立稍後編碼之原則。 

對編碼者的先導編碼做一次信度測驗(預

測信度)，對正式編碼結果再做一次信度測驗

(正式信度)是比較嚴謹的做法。 

(一) 先導編碼與前測信度分析 

前測的主要目的在檢測本研究的兩位編碼

者，在同一類目編碼題目上是否有相同編碼，

以計算兩位編碼者彼此間的相互同意度以及

類目分析的信度係數檢驗結果。 

由於信度受編碼者彼此的技術、認知、洞

察力、經驗差異，或類目、分析單位繁簡難易

和編碼規則的清晰性所影響。在進行內容編碼

之前，必頇先預測信度。如果信度值不高，代

表編碼認知、編碼規則、編碼過程不明確或編

碼結果缺乏編碼者共識。則必頇重新檢討及溝

通，直到信度達到可接受的標準後，方可進行

正式編碼程序(詹定孙、廖淑玲,2009）。 

(二) 正式編碼與正式編碼信度分析 

全部資料經過正式編碼後，再次進行信度

分析，達到可接受的信度水準，編碼結果即可

被接受。信度分析通常使用編碼者間信度（inter 

coder reliability），是測度研究者內容分析之類

目及分析單位，是否能夠一致的歸入相同的類

目中。也就是不同編碼者對同一個文件做編碼

時 ， 會 產 生 相 同 的 內 容 分 類 （ content 

classification）的程度。一致性愈高，內容分析

的信度也愈高。 

(三) 工作分解結構 

本研究以工作分解結構分解術為網站內容項

目清單的階層分類分解工具，並以 WBS 當作

編碼結果視覺呈現方式。每一 WBS 元素並以

工作分解結構說明書(WBS Dictionary)加以定

義描繪 。 

(1)網站資訊內容項目清單 

研究者團隊(研究者三人)當作種子參與者

(seed participant)，瀏覽、分析前十大網站樣

本，針對各實體網站架構之網頁標籤項目，繪

製 WBS，再摘取十大網站 WBS 最低層之元素，

製做成網站資訊內容項目清單(list of site’s 

content items)。 

(2)最初的網站分類架構圖與研究者 WBS 

研究者團隊進行反覆德菲卡片分類法流程，過

程 中 可 自 由 增 刪 變 更

(to change, add, or delete cards)也可以進行次

分類(to make sub‐groups)，並以 WBS 分解術建

立最初的網站分類架構圖，再繪製產出「研究

者 WBS」。 

(3)整合的網站分類架構圖與整合 WBS 

對受訪者多人，以上述「研究者 WBS」為基礎，

進行直線型德菲卡片分類法流程。對於前面卡

片分類研究者的「研究者 WBS」，不斷評論修改

進化，或重新建立網站分類架構圖。此整合評

修改變過程直到當網站分類架構圖已無明顯

的變化，可視為達到穩定的結果，並建立整合

的網站分類架構圖，並繪製產生「整合 WBS」。 

(4)共識的網站分類架構圖與共識 WBS 

對受訪者與研究者，以上述之「整合 WBS」進

行正式信度檢驗，直到取得多數共識，產生「共

識 WBS 」為止。  

4. 結果分析與討論 

4.1網站資訊內容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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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 103 年 2月初至 103年 7月底選

擇十個財神廟網站為抽樣樣本，網站名稱/網

站網址一覽表如表 1。

表 1 網站名稱/網站網址一覽表 

網站名稱 網站網址 

金山財神廟 https://www.mammon.tw/MammonTemple/Index.aspx 

南崁五福宮 http://wufugong.myweb.hinet.net/wufu01.htm 

北投關渡宮 http://www.kuantu.org.tw/index.asp 

中和洪爐地南山福德宮 http://www.hunglodei.org/matter_1.htm 

草屯敦和宮 http://www.dht.org.tw/ 

台中廣天宮 http://www.gtg.org.tw/ 

竹山紫南宮 http://www.kdm.org.tw/index.asp 

松山霞海城隍廟 http://www.citygod.org.tw/ 

高雄關帝廟 http://www.kdm.org.tw/index.asp 

屏東車城福安宮 http://www.ttvs.cy.edu.tw/kcc/93ken/p1.htm 

 

透過網站內容分析，分析十大財神廟網站

現有之網站內容標籤，並繪製WBS 如下列圖4

所示。 
 

  
 

 

圖 4 各大財神廟網站WBS 

4.2 整合的網站分類架構圖與整合 WBS 

根據十大財神廟網站 WBS，擷取歸納出網站

資訊架構之內容項目清單。再根據內容項目

清單，準備卡片，依照互動參互動參與式內

容分析模式進行卡片分類法後，建構類目、

編碼信度，完成共識 WBS(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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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整合 WBS 

4.3 整合的網站分類架構圖信度分析 

在整合的網站分類架構圖信度分析方面，

本研究以再生性(reproducibility)來測量信度，

其 又 可 稱 為 編 碼 者 間 信 度 (inter coder 

reliability)，即衡量兩個以上之編碼員在判定上

之一致性。本研究在信度分析檢定採用Budd et 

al.(1967) 所 提 出 的 重 測 法 (test-retest 

method)，重測法計算兩兩編碼者之間的相互

同意度，再根據所得到的相互同意度求算信度

係數。 

相互同意度指的是兩位編碼者評分員完全

同意數目與兩位評分員分別評分數目之和的

比值；研究信度係數則是指測量研究者內容分

析之類目及分析單元，是否能夠將內容歸入相

同的類目中，並且得到一致的結果。依

Gerbner(1973)之觀點，信度必若大於0.8以上才

達 到 滿 意 之 標 準 ， Kassarjian and 

Kassarjian(1988) 認為，評分員之信度係數大於

0.85，編碼結果就可接受， Wimmer and 

Dominick(1994) 則建議，信度係數要達0.90 

才合乎水準。 

依據Holsti（1969）提出的內容分析相互同

意度及信度公式，其計算公式為： 

(1)兩人相互同意度： 

由兩位編碼者的編碼結果，計算相互同意度，

其相互同意度的公式如下： 

兩人相互同意度Pi=2N/(M1+M2) 

N：為兩人間編碼結果為完全同意的數目 

M1：第一位編碼者測詴數(應有的同意數目) 

M2：第二位編碼者測詴數(應有的同意數目) 

(2)平均相互同意度 

以公式 P=(P1+P2+P3+…)/n（n 表示求編碼者的

人數）的公式，求取平均同意值，例如 P=

（0.75+0.90+0.83）/3=0.83。 

(3)信度係數(composite reliability)  

CR＝n * (平均相互同意度)  / ｛1+[(n-1)*平

均相互同意度]｝=nP/{1+[(n-1)*P]} 

例如CR=3*0.83/{1+[(3-1)*0.83]}=0.94。 

一、前測信度分析 

編碼者在各自進行登錄後，檢測八個主類目在

兩個編碼員的相互同意度以及信度。前測係以

小樣本方式讓編碼者進行編碼，採評分員的一

致性作為考驗信度的方式。 

為了確保編碼內容之可信度，故先進行部

份樣本前測作業，從十家網站架構中隨機抽取

三家網站作為樣本分析。編碼前，先對三位編

碼員進行本研究網站內容分析的說明，包括編

碼表中每個類目、分析單位、編碼的原則，有

問題時並相互進行討論來取得共識，且根據三

人前測結果進行信度分析。 

進行編碼前測之前，為編碼者進行訓練，

訓練內容包含說明研究主題之動機與目的，以

及編碼表以及編碼說明。受訓結束之後，本文

共進行三次的前測，每一次的前測樣本將包含

新的樣本；此外，在每一次的前測會議中，三

位編碼員皆針對具有爭議樣本充分討論，以釐

清爭點，達成樣本編碼的共識，並同時對編碼

表進行逐次的修改與調整。 

一般而言信度值高於 0.85 即具有良好信

度，故本研究以此標準。若在某類目信度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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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值，則重新檢討類目與定義，直到達成共

識。預詴結果編碼者信度係數為0.85，超過可

接受標準。本文經過三次的前測及編碼校正

後，編碼者間所進行的編碼信度已達0.85以

上，超過可接受標準。表示三位編碼者對於各

項類目看法頗具一致性，故可以開始進行正式

編碼的工作。 

二、正式編碼信度分析 

資料完成編碼後，以繪製產出之「整合 WBS 」

進行信度測詴。針對所有主類目與次類目進行

正式編碼信度分析。於編碼結果有不同意見的

部分，由編碼者各自陳述編碼理由，經過討論

取得多數決後，再決定次類目的歸屬。 

本研究經由ABC三位編碼者分析了網站內

容架構圖之八個主類目，若信度低無法成為共

識則重新進行編碼過程。本研究八個主類目信

度檢驗結果均大於0.85 之標準，顯示八個主

類目研究編碼品質己達要求水準。 

63個次類目方面，編碼者間相互同意度如

表2所示。計算三位編碼者的「相互同意度」

如表3。 

表 2 相互同意數 

 編碼者 A 編碼者 B 

 同意數 不同意

數 

同意數 不同意

數 

編 碼

者B 

54 9 × × 

編 碼

者C 

56  7 50 13 

 

(1)兩人相互同意度: 

兩人相互同意度Pi=2N/(M1+M2) 

N：為兩人間編碼結果為完全同意的數目 

M1：第一位編碼者測詴數(應有的同意數目) 

M2：第二位編碼者測詴數(應有的同意數目) 

表 3 兩人相互同意度 

編碼員 A B 

B 0.857 × 

C 0.888 0.793 

 

(2)平均相互同意度 

平均相互同意度P=(P1+P2+P3+…)/n＝(0.857＋

0.888＋0.793)／3 ＝0.843 

(3)信度係數 

信度係數CR＝＝n * (平均相互同意度)  / 

｛1+[(n-1)*平均相互同意度]｝＝3×0.843／

{1+[(3-1) ×0.843]}＝0.941 

次類目研究信度達0.941，信度係數已合乎

標準，故分析結果具有可信度與參考價值。關

於研究效度，本研究內容編碼參考其他網站資

訊架構，並請網站設計師與研究者參與編碼，

因此應具有一定的內容效度與專家效度。因此

上述之整合WBS即成為共識WBS。 

5. 網站開發與實作 

依照互動參與內容分析模式編碼完成之網

站資訊內容架構，經信度檢驗後，以共識 WBS

呈現。共識 WBS 即成為正式網站分類架構圖

(網站地圖)。接著以此網站地圖為基礎，發展

網頁的版面呈現及連結方式，即線框圖

(wireframe diagram)與分鏡腳本(storyboard)。

線框圖是網頁的設計藍圖、示意圖，包括版面

的配置與呈現。分鏡腳本是描述使用情境，用

戶瀏覽網站或使用系統的流程、網頁動線與連

結方式。藉由繪製網頁線框圖與分鏡腳本，將

設計者的想法以實際雛型圖像的形式展現給

客戶和其他參與的工作人員，也可以降低製作

過程中反覆修改設計方案的情況，再進行網站

實做建置。 

6. 研究結論 

6.1研究結論 

本研究整合內容分析法、反覆型德菲法、

修正式德菲卡片分類法與 WBS分解術，提出互

動參與內容分析模式。互動參與內容分析模型

是一種研究者、設計者與使用者互動參與的網

站資訊架構內容分析與設計過程。互動參與內

容分析模型依照內容分析法之實施步驟，進行

資料蒐集、資料編碼與資料分析，建構石門財

神廟網站標籤內容架構，以利網站工程師進行

後續之網頁設計與建置。互動參參與內容分析

模式，依照內容分析法之實施步驟，大抵歸納

為：母群體與抽樣的決定、分析單位與分析類

目的訂定、編碼與信效度的檢驗三種步驟。 

6.2研究限制將來研究建議 

一、本研究由於時間、資源及人力限制，僅以

文中所提研究範圍與對象，是以研究結果僅能

推論至有相同條件的群體，而無法完全類推到

其他的群體與情境之中。將來其他的研究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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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境可參考本研究結果，變更研究範圍與對

象推論研究結果。 

二、由於網站內容與設計隨時有更新之可能，

因此本研究之網站資料蒐集與分析，以研究者

上網瀏覽的時間為限。將來應根隨母體網站更

新時間，進一步研究範增強研究結果。 

三、網站設計包含層面廣泛，通常可分為結構

(organization)、內容與介面等三個面向。本研

究僅以網站分類架構部份為範圍，因此網站結

構與美編、動畫、聲音等介面呈現，在內容分

析階段暫不考慮。 

四、本研究僅針對石門財神廟網站分類架構進

行研究，而其它類型的網站，並未列入本研究

的範圍之內。因此在研究推論上，可能無法類

推至所有的網站。 

五、一般而言，在網站內容架構評估主要有二:

一是網站使用性(usability) ，二是網站尋獲度

(findability)。網站使用性是指網站是否容易使

用，亦即使用者於此過程的滿意程度;尋獲度

是指被找到的能力，包含了網站被找到的能力

（外部尋獲度）及網站提供使用者查找所需資

訊的能力（內部尋獲度）(謝建成、邱亦秀,2013)。

將來應將此兩項網站內容架構評估項目，列入

研究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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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對機關影響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對機關影響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對機關影響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對機關影響的的的的 

—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為例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為例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為例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為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資訊系統共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重

複開發、減輕政府財政支出的沉重負荷，透過

共構的方式讓資源得以共享並降低整體營運

成本。在此目標之下，文化部策略性地進行共

構機房整併以及資訊系統整合。資訊時代的蓬

勃發展與科技技術的一日千里，遠超過公務單

位將科技運用在業務流程上的速度，因此，以

「協同運籌」的經營概念，提供整合式服務的

概念是正確的經營方向。政府機關(構)集結不

同資訊領域的專家團隊，將技術委外支援定位

在「科技資訊提供」，而將內部人力配置定位

在「核心價值建立」，尋求協同合作的力量，

利用資訊系統重塑公務機關業務服務流程，改

變民眾對公務部門服務的刻板印象。本研究以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為例，探討在資訊系統

導入過程中所面臨的難題以及解決的方式，而

透過資訊系統共構確實能夠解決系統重複開

發、資源未能共享的問題。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資訊系統共構，協同運籌，響應式網

頁設計、雲端運算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ltogether constitutive is to avoid du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reducing government 

spending heavy load through a total structure 

so that resources can be shared manner and 

reduce overall operating costs.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integrated by 

Ministry of Culture strategically. Rapid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nce,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logistics” is providing to 

integrat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ort process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s official website as 

well 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However, 

through information system configuration 

can really solve the system altogether 

du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resources are not 

shared problems. 

Keywords: Information System Altogether 

Constitutive, Collaborative Logistics, 
Responsive Web Design, Cloud Computing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2010年 5月 19日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中「資訊移轉

及系統整合」規定，組織調整時，需以「服務

不中斷」及「資訊資源集中整併至部會」兩大

指導原則，進行資訊移轉作業[1]。行政院亦參

考國外政府設置資訊長聯席會的運作方式，以

部會整體資訊發展為出發點，統籌部會與所屬

機關資訊整體業務，強化各部會資訊業務之整

體規劃與協調推動。 

部會所屬中央三級機關資訊單位之設

置，除了奉行政院核准設置之外，明確律定中

央四級機關(構)原則不設立資訊單位，以落實

資訊向上集中策略。運用部會整體資訊資源，

來推動資訊服務雲端化、共用化與資料開放加

值，經由資源共用共享，來減少所屬機關重複

投資，集中發展電子化政府服務，創造資訊服

務最大效益。 

文化部轄下共有 19個所屬機關(構)，包含

博物館、美術館、表演藝術、社教館……等。

除了電腦機房、資訊人員向上集中之外，各種

共通性行政資訊系統，如公文線上簽核管理系

統、資訊入口網站、人事差勤系統、薪資出納

系統、獎補助款系統、預算簽控系統…等；以

及其他業務性資訊系統，如官方網站、藝文活

動管理暨報名系統、文物典藏管理系統、圖書

管理資訊系統、…等，均依據前述兩大指導原

則進行共構開發。 

何金玲 王淑卿*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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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年 6月起，文化部進行整合建置文

化部暨所屬機關官網共通平臺，以「協同運籌」

為經營概念，提供整合式服務與行銷[2]。從「政

策面」而論，資訊資源向上集中的策略與方向

是正確的，透過資料的匯集，建置文化入口

網，方便使用者從單一入口了解臺灣藝文資

源，但是從「管理面」來說，如何在異中求同、

同中求異，更是一門學問。「異中求同」論的

是大方向，領導不同的附屬機關前往大家認同

的方向，這裡所謂的方向指的是「便利」與「效

率」；「同中求異」則是在前述的目標之下，讓

各機關能展現其與眾不同的業務風貌，以及想

要提供給民眾的亮點服務。「求同」或許只要

從經費預算以及政策要求加以控管便能達

成，但是，「求異」是繁瑣細微的任務，不是

居於領導地位的部會能夠在短時間內了解並

予以規範的，因此較為妥適的做法，是將這「求

異」回歸附屬機關各自表述進行。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以下簡稱本團）為文

化部附屬機關之一，業務屬性與其他附屬機關

較不相同，因此，除了共通性行政資訊系統之

外，其他業務資訊系統差異性較大。在資訊人

力與預算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讓機關的資

訊系統功能，包含系統的整體規劃、資料移

轉、分析設計、需求訪談、測試導入、教育訓

練、風險評估、後續維運、備份…等需求，在

19個附屬機關構中，被優先考量並納入共構資

訊系統的規劃設計，在彈性有限的情況下爭取

最大彈性空間，並讓政府部會資源及經費挹注

其中，對機關的資訊發展相形重要。 

資訊系統的建置是將組織內部的業務流

程「標準化」，不論是機關單位自行開發，或

是從部會整合共構開發，都存在不同層面的溝

通協調問題，機關內部使用者期望資訊系統可

以囊括所有需求功能。但，所謂「共構」，即

表示並非專為機關(構)進行「客製化」設計，

功能需求無法無限上綱，亦必須有所取捨。以

此為議題的研究與論述，多由部會高度進行探

討，本文將以導入機關為角度，並以官方網站

為範例，論述並探討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及其相

關介接系統對政府組織改造的影響。 

此外，21世紀智慧型手機、行動載具以及

公共Wi-Fi熱點大量增加，行動上網(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已經改變使用者的網站瀏覽習

慣。初期，為因應前述變化，傳統作法是開發

iOS 及 Android 兩種版本的 APP(Mobile 

APPlication，簡稱Mobile APP、APP)，不但開

發經費較多、審核上架時間也較長，更須不定

期進行 APP測試以確定運作是否順暢。除此之

外，版本更新時亦必須重新審核上架、通知所

有下載用戶進行更版，於是響應式網頁設計

(Responsive Web Design，RWD)便在這樣的演

變下應運而生。 

響應式網頁設計又稱自適應、回應式網頁

設計、多螢網頁設計，是目前網頁設計開發的

趨勢。其技術係使用 CSS3 Media Query、利用

百分比方式以及彈性的畫面進行設計，讓手

機、平板、電腦網站使用同一網站的圖文內容

及資料庫，並依據行動裝置的系統以及螢幕的

解析度進行判別，在不同解析度下改變網頁頁

面的佈局排版(套用不同的 CSS設定)，使不同

的載具均可「以符合版面大小」的樣式來顯示

並正常瀏覽同一網站，減少使用者放大網頁內

容，滑動或捲動的動作，以提供民眾更便利的

服務以及最佳的視覺效果[3]。 

本研究的內容共分為五節。第 1 節為緒

論，說明背景動機與目的。第 2節為文獻探討。

第 3節說明系統範圍與軟硬體架構。第 4節為

導入方式與面臨問題。結論則陳述於第 5節。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說明包含雲端運算概念及應

用現況、響應式網頁設計、及機關現況。 

2.1 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概念概念概念概念的應用現況的應用現況的應用現況的應用現況 

雲端運算並非一項新興技術，而是一種過

去就有的分散式運算形式，雲端運算與代表多

部電腦同時進行運算與叢集運算 (Cluster 

Computing)的概念類似，皆是指透過整合大量

電腦的運算資源來處理運算需求[4,5]。 

「雲」即為網際網路；「端」則是指使用

者端(Client)或泛指使用者運用網路來完成服

務[6]。其最基本的概念是透過網際網路將龐大

的運算處理程序(Process)，自動分拆成無數個

較小的子程序(Sub-Process)，再交由多部伺服

器(Multi-Server)所組成的龐大系統，透過搜尋

與運算分析之後，再將處理結果回傳給使用者

端[5]。透過這項技術，網路服務提供者可以在

數秒之內，處理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資訊，

達到和「超級電腦」同樣強大效能的網路服務

[7]。 

雲端運算不是一種新的技術，而是從分散

式與網格運算衍生而來的一種新的概念[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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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分散式運算」，就是將大型工作區分成小

塊後，分別交由眾多電腦各自進行運算再彙整

結果，以完成單一電腦無力勝任的工作。而「網

格運算」則是分散式運算加以延伸，其主要特

點在於將各種不同平臺、不同架構、不同等級

的電腦透過分散式運算的方式做整合運用

[9]。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 1999 年啟動的

「SETI@home計畫」，該計畫利用超過 500萬

名參與者的個人電腦的空閒時間進行分析無

線電訊號的運算，以期能找出外星生物。而「雲

端運算」則強調在本地端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利用網路取得遠方的運算資源或取得服務。而

使用者在使用雲端服務時，不需要知道其背後

的概念。雲端運算最終的目標就是讓使用者只

需透過一部能連上網路的終端機(瀏覽器、手

機、平板電腦等)，就能夠隨時享受雲端所提供

的服務[10,11]。 

雲端運算是繼 1980 年大型電腦到使用者

端-伺服器的大轉變之後的又一種巨變。使用者

不再需要了解「雲端」中基礎設施的細節，不

必具有相對應的專業知識，也無需直接進行控

制。雲端運算描述了一種基於網際網路及資訊

技術所提供的新型服務、使用和交付模式，通

常涉及透過網際網路來提供動態易擴充功

能，而且經常是虛擬化的資源[12]。典型的雲

端運算服務提供者往往提供通用的網路應用

服務，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等軟體或者其他

Web服務來存取儲存在伺服器上的軟體和資料

[13]。除此之外，雲端運算的關鍵要素，還包

括個性化的使用者體驗。整體而言，雲端運算

讓網路上不同的電腦同時提供使用者端進行

所需的服務，大幅增進網路服務的處理速度。 

2007 年末 Google 在網路的相關服務中運

用雲端運算的概念，提供使用者在最短時間內

獲得服務的需求[6,14]。雲端運算是以使用者為

導向的服務，其主要的運作模式是使用者發出

要求服務的訊息後，由位於多處的電腦系統來

處理其要求之服務。所以，在整個處理的過程

中，任何一個使用者發送服務要求的訊息後，

並不知道整個訊息處理的流程及經過。 

除了 Google 提供雲端運算的相關服務

外，微軟與 Yahoo在分析雲端運算的發展趨勢

後，也跟進將雲端運算應用在網頁服務上。隨

著雲端運算的熱潮漫延，國內外科技企業公司

陸續將雲端運算應用於服務或技術上[6]。如趨

勢科技公司將雲端運算概念導入，應用於該公

司的防病毒軟體上，透過雲端運算將防病毒軟

體作用在網際網路上，開發出雲端保全應用程

式，包括：軟體更新、病毒碼更新、即時防護

及待解決的病毒問題等，皆可由遠端的伺服器

節點處理，以提升防毒軟體的即時性與安全性

[6]。 

雲端運算包含了 5 個本質特性、3 個層次

的服務以及 4 種架設的架構[10]。其中 5 個本

質包含：(1)資源池(Resource Pooling)：資源池

為雲端的最底層物理資源，其組合可能是由一

至多部同質性虛擬機器或者是異質性虛擬機

器 所 組 成 。 (2) 按 需 服 務 (On-Demand 

Self-Service)：這個特性和雲端的使用者付費有

著息息相關的特性，使用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

要去向提供者租用虛擬機器、儲存空間，更可

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停止租用並停止付費。(3)

衡量服務(Measured Service)：雲端服務主要的

收費模式就是使用時付費，但制定收費方式主

要還是由提供者制定，因此提供者必須制定一

套測量資源使用量的服務並同時將報告呈現

給雙方，讓收費標準更加透明化。(4)快速、彈

性(Rapid Elasticity)：在雲端環境上的特性之

一，就是其規模可以快速的擴大或縮小，能夠

更彈性的提供使用者適合的資源。(5)廣泛的網

路存取(Broad Network Access)：使用者可以透

過任何一種能夠上網的終端機取得雲端的服

務。 

在這五個本質特性下提供了 3個層次的服

務 [10]，分別為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平台即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其中上層的 SaaS，使用者

可以透過瀏覽器取得雲端運算的服務，如

Gmail、Dropbox 等。而中層的 PaaS，則打造

程式開發平臺與作業系統平臺，讓開發人員可

以透過網路撰寫程式與服務，如 Google App 

Engine。最底層的 IaaS，提供了核心的運算資

源讓使用者來租用，如 Amazon EC2。 

根據 NIST 所制定的雲端運算架構標準

中，其 3個層次的服務是有關聯性的[10,15]。

亦即當使用者在接受 PaaS 的服務時，同時也

會使用到底層 IaaS的運算與儲存資源，透過此

架構可以得知，儲存資源與運算資源在雲端架

構中扮演著最底層的角色，若在雲端上運行一

些和儲存資源緊密結合的應用程序，此時儲存

性能對應用程序的整體實現效果有著關鍵性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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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建立依照使用對象與特性等分成 4種

架設架構[10]，分別為公有雲(Public)、私有雲

(Private) 、 混 和 雲 (Hybird) 以 及 社 區 雲

(Community)[10]。一般來說一些大廠商

(Google、Amazon等)所架設的為公有雲，為一

般大眾或者企業都能夠使用的雲。而為了資料

的安全性與隱私性的考量，某些企業或學術單

位自己所架設的雲稱之為私有雲，只有內部的

人員可以使用。公有雲與私有雲的混和體稱之

為混和雲，使用此架構的原因是某些服務可藉

由公有雲提供，但儲存的資料則放在私有雲

上，此時就會採用此架構。組織間有共同的目

標或信念時，就會將彼此部分的雲連結起來，

這種雲就是社區雲。 

整體而言，雲端運算的優點包括：(1)強大

的運算能力；(2)高容錯能力；(3)高可靠性；(4)

可行動化；及(5)降低運算成本等[8]。因此，透

過雲端運算可以提升現行系統的效能。在目前

的生活中，已經有許多相關的應用透過雲端運

算，服務提供給消費者，其中包括 Gmail 與

Youtube等[16]，讓使用者只要可以與網路連結

就能使用雲端服務而不被使用平臺所限制。 

2.2 響應式網頁設計響應式網頁設計響應式網頁設計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響 應 式 網 頁 設 計 (Responsive Web 

Design，RWD)，又稱自適應、回應式網頁設計。

響應式網頁網頁的設計是透過 CSS3+JQueay

網頁技術，讓手機、平板、電腦網站使用同一

網站的圖文內容及資料庫，在不同尺寸或解析

度的設備或螢幕上，網頁程式會根據使用者的

裝置，以符合版面大小的樣式來顯示網頁的內

容[3]，如圖 1所示。 

 

 

圖 1(a)、傳統手機版網頁設計 

 

圖 1(b)、自適性網頁設計 

圖 1、傳統網頁與 RWD網頁設計示意圖 

(資料來源：文化部) 

 

由於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瀏覽網頁的人越

來越多，行動上網的比例越來越高，而以目前

主流裝置的解析度來看，要讓每種裝置都能順

暢瀏覽，不只考驗工程師的功力，也考驗前端

網頁設計的視覺美感，與後端多螢測試的耐

性。透過響應式網頁設計技術，網站一次設計

就能滿足所有使用者需求，還可以減少管理人

員及工程師維護時間，在迎接多螢時代開端的

同時，響應式網頁設計自然被視為未來網頁設

計的趨勢。 

隨著行動上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使用

手機上網。行動裝置的使用率以及黏著度正在

超越桌上設備，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

的 3C用品。而以目前主流裝置的解析度來看，

要讓每種裝置都能順暢瀏覽，不只考驗工程師

的功力，也考驗前端網頁設計的視覺美感，與

後端多螢測試的耐性。響應式網頁設計是一個

犧牲載入速度的手機網頁解決方案，只做一個

版本的設計就能通吃所有大小的螢幕，讓網頁

適應不同大小的解析度自動調整排版。響應式

網頁設計的主要核心技術是 CSS3 Media 

Query，亦即是讓不同解析度去套用不同的CSS

設定。一次設計就能滿足所有使用者需求，還

可以減少管理人員及工程師維護時間，因此，

已被視為未來網頁設計的趨勢，其優缺點分析

如下[18,19]。目前文化部共構官網亦採用此種

設計技術，本團官網包括智慧手機版、平板電

腦版及桌上電腦版，詳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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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智慧手機版 

 

圖 2(b)、平板電腦版 

 

圖 2(c)、桌上電腦版 

圖 2、RWD網頁範例 

響應式網站設計的優點包括： 

(1) 開發成本與時間比 APP 低：APP 必須

投入大量時間及成本開發 iOS 版及

Android 版兩個版本，一個版本皆數十

萬元起跳，開發時間及審核上架時間均

相當長。 

(2) 不需下載 APP 就能使用：這不只是自

適應網頁的優點，可說是所有手機版網

頁相較於手機 APP 的最大優勢。APP

必須到 iTunes、Google Play 下載，而

APP若要更新，必須重新審核過後，再

通知所有下載用戶更新。反觀自適應網

頁與手機網頁，只要管理者更新網站，

每次連上網頁都會是最新版本。免費

Wi-Fi 熱點越來越多、3G 費率持續調

降，即使無法離線瀏覽也不再是問題

了。 

(3) 維護成本低：APP完成之後要不定期需

針對新版本測試，才能確定 APP 在新

手機上能運作順暢。以目前新手機上市

的頻率來看，這是永遠不會結束的測試

地獄。手機版網站等於是另一個用在行

動裝置的公司網站，相對地，企業必須

花 2筆網站維護成本。 

(4) 可同時適用不同裝置：APP 必須開發

iOS版及 Android版兩個版本。手機版

網站則 

(5) 需要搭配電腦版網站，才能符合多數裝

置規格。同時還要安裝偵測使用裝置的

小程式，才能讓手機讀電腦版網址會開

手機版網頁、電腦讀手機版網址會讀電

腦版網頁，這一串繞口令其實也代表了

目前電腦+手機版雙網站介面的內容分

享問題，設計自適應網站就完全不會有

這個問題。 

(6) 品牌形象一致：同一個網站適用於各種

裝置，自然不需要針對不同版本設計不

同視覺效果。 

(7) 符合使用者習慣：行動裝置的搜尋功能

仍是以「搜尋網頁」為主。 

(8) 利於分享：APP沒有網址可以分享，以

蘋果日報的 APP 為例，APP 分享出去

的網址是電腦版網頁的網址，網站若偵

測到是用手機開啟網址，再自動轉址到

手機版網頁的網址。即使做了手機版網

頁，分享出的網址通常都是手機版網頁

的網址，當朋友用電腦開啟連結時，卻

不見得會轉回電腦版網站。自適應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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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這個問題，分享出去的都是同一

個網址。 

(9) 利於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簡稱 SEO，搜尋引擎最佳化)：在 SEO

這一方面除了大勝 APP 外，而相較於

獨立網址的手機版網站，自適應網頁可

以避免重覆的內容、保持網頁原本的連

結，因此自適應網頁設計的原理與使用

習慣都有利於 SEO。 

響應式網站設計的缺點包括： 

(1) 舊版瀏覽器 IE7以下不支援。 

(2) 小螢幕尺寸不適合複雜的功能或介面。 

(3) 載入速度問題：由於使用同一份 HTML

及 CSS，所以不論是在手機上或電腦

上，下載的是同一個網站，下載速度也

是一樣的，只是網頁偵測到是手機裝置

時會隱藏部份元素，因此載入速度並不

會變快。 

(4) 需針對手機使用者習慣調整：手機使用

者與電腦使用者的網頁瀏覽習慣是完

全不同的，要能符合兩邊的使用習慣，

必須下很大的功夫規劃瀏覽動線。 

2.3 機關現況機關現況機關現況機關現況 

政府機關(構)經常因應業務及活動需求建

置不同主題的專題網站，文化部所屬機關(構)

更是如此，除貼近民眾辦理各式不同類型的藝

文文化展演活動所建置的網頁之外，因應各式

文化研究主題所建置主題性網站更是琳瑯滿

目。其中，主題網站多由各機關(構)委外開發，

除產生重複建置的問題之外，在專案或是活動

結束之後，幾經人事(機關(構)業務承辦人以及

廠商)更迭，前述專題網站可能發生無人維護狀

況。 

資訊系統共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重

複開發、減輕政府財政支出的沉重負荷，透過

共構的方式讓資源得以共享並降低整體營運

成本。在此目標之下，文化部策略性地進行共

構機房整併以及資訊系統整合。本文，我們不

論述機房共構相關議題，僅針對資訊系統共構

進行探討。資訊系統共構示意圖如圖 3所示。 

 

圖 3、資訊系統共構示意圖 

3. 資訊系統暨軟硬體架構資訊系統暨軟硬體架構資訊系統暨軟硬體架構資訊系統暨軟硬體架構 

共通性的行政類資訊系統如公文線上簽

核管理系統、人事差勤系統、薪資出納系統、

獎補助款系統、預算簽控系統…等，僅需些微

的功能調整即能符合各機關使用者的流程需

求；但是，其他業務性資訊系統，如官方網站、

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文物典藏管理系

統、…等，功能需求差異則較大。尤其是對主

視覺要求較高的官方網站為最。 

文化部採用的策略是開發一可快速建置

網站的平臺，由文化部維運平臺，但平臺上建

置的網站則由機關自主管理，其中亦包含各機

關(構)的專題網站以及舊網站的移轉。平臺上

提供機關(構)訊息發佈（一稿多發）、電子賀

卡、電子報（加強避免垃圾郵件機制）、社群

網站推文、RSS頻道、電子書、影音頻道、相

片簿、web 2.0及 google map等功能模組。並

可介接其他共構開發之資訊系統，如藝文活動

管理暨報名系統、場地租借、預約導覽、圖書

資訊管理系統…等，而網站主視覺及特殊需求

(非共構項目)則由各機關(構)在不影響主功能

架構的情況下進行採購，文化部則提供平臺版

型管理之布局設定功能並公開 CSS 命名規

則，透過系統自動產生符合平臺使用之語法。

如此一來，亦紓解各機關(構)對官網主視覺的

特色要求。 

3.1 系統架構說明系統架構說明系統架構說明系統架構說明 

此共構系統規劃了人員、權限的管理、基

本資料的管理(由權限控管機制判斷維護人員

所能夠進行的資料管理項目)、網站節點及目錄

的管理、以及網站版型的定義。系統架構如圖

4所示，硬體架構如圖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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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系統架構圖 

 

 

圖 5、硬體架構圖 

3.2 權限管理模組權限管理模組權限管理模組權限管理模組 

透過中央權限控管將系統各項功能權限

指派給不同使用者，進行良好的分權管控機

制，如在網站內容與資料維護上，可以利用上

稿機制權限控管，將不同單元上稿權限分配給

不同編輯人員，如此一來每個單元皆可以有專

職人員進行內容編輯上稿。中央權限控管負責

文化部共構官網系統的操作人員（後端維護機

制）、功能項目、資料讀取修改的權限控管，

可因應使用上的需求，而決定要使用多種權限

角度 VIEW(使用者，組織，群組，專案，角色

等) 來處理權限資源。圖 6所示為軟體架構圖。 

 

圖 6、軟體架構圖 

4. 導入方式與面臨問題導入方式與面臨問題導入方式與面臨問題導入方式與面臨問題 

政府資訊改造的七大核心工作，包括資訊

組織與人力、共用性行政資訊系統、內外網路

通訊、共用元件、資訊資產與電子檔案、對外

網站、資訊安全。三大階段任務，包括第一階

段打造穩定的基礎環境、第二階段打造有效率

的應用服務、第三階段打造靈活的業務流程。

前期以機房共構為基礎，循序漸進進行網路整

併與部會內網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導入虛擬化與資安強化措施、導入管理制度；

接著進行網站整併與共用、建置虛擬機房並建

立災難復原及備援機制；最後改造業務流程、

進行共享服務。預期達到的效益是提升系統可

靠度、可彈性擴充資訊基礎設施、實現業務持

續營運目標、節能減碳減少資源、提升資訊安

全。本研究探討的重點為第三階段的改造業務

流程。 

文化部在導入共構資訊系統時，會先挑選

具有代表性的機關，在詢問導入意願之後進行

系統需求訪談、測試，藉以充份掌握問題、解

決問題，進而擔任驗證示範試辦機關，逐步推

廣至其他附屬機關。本團為文化部附屬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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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屬性與其他附屬機關差異性較大，因

此，在近 20個附屬機關(構)中，爭取被優先考

量並納入共構資訊系統的初期規劃中，可以在

共構系統的有限彈性下爭取最大彈性，讓本團

的系統功能需求大部分被滿足，並讓政府部會

的資訊資源(人力及經費)挹注其中，對機關的

資訊發展相形重要。 

本團已完成共構之資訊系統大致可分為

「共通性行政業務」以及「主題性的特色業務」

兩類，包含資訊入口網站、公文線上簽核管理

系統、人事差勤系統、薪資出納系統、獎補助

款系統、預算簽控系統、官方網站、藝文活動

管理暨報名系統、文物典藏管理系統、圖書管

理資訊系統…等。不可諱言，在資訊系統導入

過程中，依然存在一般資訊系統導入的溝通協

調問題，被導入機關內部使用者對「共構」彈

性的質疑與功能要求有相對落差。因此，一個

共構資訊系統要成功導入，必須要部會資訊承

辦單位(文化部資訊處)、系統承作廠商、導入

機關(構)資訊窗口三方協同合作，才能達成順

利導入目標。本章中，將以本團官方網站為

例，探討被導入機關在資訊系統導入過程中所

面臨的難題以及解決的方式。 

4.1 導入方式導入方式導入方式導入方式 

官網是處於運作中的系統，當新舊資訊系

統轉換時，無論是系統架構、需求模組功能、

與其他系統的介接方式、歷史資料的移轉…

等，均須有高度「無縫接軌」以及「服務不中

斷」的考量，亦都必須投注許多時間及人力進

行檢核與討論。因此，本團與文化部資訊處承

辦人、文化部共構機房工程師、廠商團隊進行

移轉規劃並不斷討論處理方式，以下說明本團

上線規劃以及過程。 

一、  網站盤點網站盤點網站盤點網站盤點。依據產出之文件資料「網站

盤點報告表」，於新舊系統逐一確認。 

1、 現有網站維運概況分析。 

2、 架構功能分析。 

3、 模組需求分析。 

4、 介接分析。 

二、 方案規劃方案規劃方案規劃方案規劃。盤點現有官網架構以及資料

後，經由導入機關內部會議討論，決定

新官網之功能架構模組並進行資料移轉

規劃。 

1、 共構功能規劃。 

2、 客製功能規劃。 

3、 RWD規劃。 

4、 資料移轉規劃。 

5、 介接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

活動/音樂會訊息為本團官網主

要訊息內容，資訊均由前述系統

而來，故與此系統之介接(含資料

之正確性、呈現之方式、訊息更

新頻率…等)係為最重要之主題。 

三三三三、、、、    移轉與驗證測試移轉與驗證測試移轉與驗證測試移轉與驗證測試 

1、 系統設定。 

2、 資料移轉。 

3、 RWD介面程式：進行主視覺版面

調整。 

4、 教育訓練：由文化部資訊處以及

廠商代表針對不同權限以及上稿

主題進行導入機關內部使用者教

育訓練，並給予實機功能測試以

及熟悉系統操作時間。此階段係

為提供機關內部同仁進行細部功

能需求檢視，若有需進行功能修

改之處，可提出並做為導入機關

系統上線日之參考。 

四、  上線營運上線營運上線營運上線營運。確認機關內部已無任何修正

意見後上線營運，隨時留意系統運作狀

況以及與介接系統之順暢度，並與系統

專案建置人員保持密切聯繫，俾便在發

生突發狀況時，得以在第一時間進行處

置。 

1、 先建後拆模式：新官網連結上線

並將 DNS導引至新路徑，運行後

若沒有問題，再移除舊官網。 

2、 預先公告周知。 

4.2 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 

不論是機關單位自行委外開發，或是從部

會整合進行共構開發，都存在不同層面的溝通

協調問題。本團在導入官網共構系統過程中觀

察到以下現象： 

一、 對新版資訊系統的功能期望過高對新版資訊系統的功能期望過高對新版資訊系統的功能期望過高對新版資訊系統的功能期望過高。機關

內部使用者期望一個資訊系統可以囊

括所有需求功能並在一個介面上操作

完成，但是，所謂的「共構」，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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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專為某機關(構)進行「客製化」的

規劃設計，功能需求無法無限上綱，部

分專屬的特殊功能甚至在分析後必須

依據業務屬性分置至其他資訊系統(如

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或文物典藏

管理系統)，利用系統介接方式進行處

理；或是在評估後決議不進行該項功能

的開發(與民眾服務無關之內部功能)，

這些是非資訊職系的使用者較難理解

的議題，直至所有的需求功能均能被滿

足為止。 

二、 抗拒使用不熟悉的資訊系統抗拒使用不熟悉的資訊系統抗拒使用不熟悉的資訊系統抗拒使用不熟悉的資訊系統。「業務流

程標準化」是建置資訊系統的重要工任

務作之一，可將使用者的個人技能轉化

為組織知識；還能轉換組織智力資源或

能力成為內嵌知識。惟機關內部使用者

的接受程度不一，再加上受到過去不盡

成功的系統導入經驗影響，使用者降低

接受新系統的意願以及重新學習新系

統的動力。 

三、 業務繁忙無暇對資訊系統進行了解業務繁忙無暇對資訊系統進行了解業務繁忙無暇對資訊系統進行了解業務繁忙無暇對資訊系統進行了解。政

府機關(構)人事精簡，在業務接踵而至

的情況下，無法對新版資訊系統進行深

度測試與了解，或將業務流程內化為組

織知識，融入在資訊系統的設計規劃

中。 

四、 危機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控制並處危機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控制並處危機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控制並處危機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控制並處

理理理理。將所有資訊相關資源整合在共構機

房中，所擔負的風險也就相對沉重，資

安議題之外的尚有網路中斷、電力檢

測…等各導入機關無法完全掌握的狀

況，相信這也是各附屬單位處於「觀

望」、不在第一時間導入的考量重點之

一，畢竟機關才是必須面對第一線民眾

的服務單位。 

五、 資訊系統共構後導入機關之資訊業務資訊系統共構後導入機關之資訊業務資訊系統共構後導入機關之資訊業務資訊系統共構後導入機關之資訊業務

被重新思考被重新思考被重新思考被重新思考。系統共構之後，機關內部

普遍產生資訊窗口應進行業務調整的

聲音，此種現象導致無法厚實累積第一

線處理的資訊經驗。 

六、 核心技術無法全面掌握核心技術無法全面掌握核心技術無法全面掌握核心技術無法全面掌握。委外發包開發

資訊平台時最容易產生的狀況便是「重

要核心技術未能確實移轉」，各機關(構)

各自發包時可能產生這樣的問題，同樣

的，資訊系統共構之後，這樣的危機可

能全面擴大，導致後續的維護以及管理

都受制於原開發廠商，影響應變力彈

性，若產生經營理念無法契合狀況，影

響層面更是無法估量，不可不慎。 

然而，資訊系統共構仍存在許多優勢，值

得各機關仔細評估思量、選用，分述如下： 

一、 系統由專業資訊團隊統籌規劃管理系統由專業資訊團隊統籌規劃管理系統由專業資訊團隊統籌規劃管理系統由專業資訊團隊統籌規劃管理。資

訊科技領域廣泛，由各有所長的專業資

訊團隊協助，統籌進行資訊系統平台設

計開發、維運維護管理、歷史資料移

轉、網站弱點掃描、安全漏洞防堵、程

式原碼檢測、資料定期備份、入侵偵測

防禦、資訊安全防護、網路頻寬規劃、

技術諮詢服務、功能需求評估、…等。

將各附屬機關之業務流程知識內化為

系統功能，集合眾人之力，達到知識共

享目的，更使資訊系統逐漸具備完整之

業務功能並臻於完善。 

二、 減輕機關資訊維護管理負擔減輕機關資訊維護管理負擔減輕機關資訊維護管理負擔減輕機關資訊維護管理負擔。政府整體

資訊人力不足，過去各機關(構)多以委

外(廠商)開發為主，惟，資訊系統以契

約方式委託外包服務，潛藏許多問題，

甚至可能導致維護成本無法控制、不斷

攀升；除此之外，機關內部的資訊專業

能力養成非一蹴可及。因此，資訊系統

共構開發，一方面可縮短系統開發時間

並有效節省政府成本，另一方面，可將

科技技術能力保留在部會資訊單位(文

化部資訊處)，累積資訊技術能量。針

對科技技術與開發工具之選擇，亦能有

較全面的考量。如此一來，機關人力可

保留在業務執行面與服務面上，是較具

效能的經營方式。 

三、 集合眾人之力集體行銷集合眾人之力集體行銷集合眾人之力集體行銷集合眾人之力集體行銷。。。。資訊資源共享

整合之後，訊息可於各機關間相互分享

交流，達到集體行銷之效益與目的。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資訊時代的蓬勃發展與科技技術的一日

千里，遠超過公務單位將科技運用在業務流程

上的速度，因此，以「協同運籌」的經營概念，

提供整合式服務的概念是正確的經營方向。政

府機關(構)集結不同資訊領域的專家團隊，將

技術委外支援定位在「科技資訊提供」，而將

內部人力配置定位在「核心價值建立」，尋求

協同合作的力量，利用資訊系統重塑公務機關

業務服務流程，改變民眾對公務部門服務的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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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整體而論，資訊系統共構確實能夠解

決系統重複開發、資源未能共享的問題。 

組織企業在資訊化的過程中，無論是否為

公部門，都會引發內部「可能被電腦取代」的

憂慮，但是，正如同個人電腦市場雖然受到智

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影響，已經改變使用者

的瀏覽習慣，但卻不至於被完全取代一樣。因

此，不管是「機房共構整併」或是「資訊系統

共構」這些將政府資訊資源集中的做法，都建

議應透過「漸進」的方式來減少內部反彈，讓

各機關(構)感受共構所帶來的優勢之後，才能

共同攜手創造一個三贏的合作模式，而這也才

是我們應該期待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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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精確品質資料之績效評估不精確品質資料之績效評估不精確品質資料之績效評估不精確品質資料之績效評估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製程能力分析已被廣泛應用於品質控制

以監控企業製程績效。在實務上‚製程能力指

標 PKC 是用以評估望目型品質績效的受歡迎

方法。很多商品的品質特性是常態分配。在商

品品質測試實驗中，資料收集上由於時間限制

或其他限制(如金錢、材料資源、機器或實驗

困難)，使得實驗者通常無法觀察到所有測試

商品的品質資料，因此設限資料是經常發生

的。並且由於測量的刻度粗糙與錯誤，使得商

品品質的測量經常是不精確的，因此不精確資

料也是經常發生的。本研究提出一分析常態、

設限且不精確的商品品質資料之新方法，並且

這新方法被用以發展一品質績效評估系統。此

品質績效評估系統是即時商業智慧之品質績

效決策分析工具，能處理常態、設限、不精確

與大樣本的品質資料。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製程能力分析、常態分配、設限資料、

不精確資料、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即時商業智

慧。 
 

Abstract 
Process capability analysi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quality control 
to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In practice, Process capability 
index PKC  is a popular means to assess 
target-the-best type quality performance.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 of many products has a 
normal distribution. In product quality testing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er may not 
always be in a position to observe the quality 
data of all the products (or items) put on test. 
This may be because of time limitation 
and/or other restrictions (such as money, 
material resources, mechanical or 
experimental difficulties, etc) on data 
collection. Therefore, censored samples may 
arise in practice. Moreover, observations 
with coarse scales; measurement error that is 

not quantified accurately. Therefore, 
imprecise data also may arise in practice. A 
new approach of analyzing normal, censored 
and imprecise data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Moreover, the new approach is utilized to 
develop a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The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is a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decision tool in Real-Time Business 
Intelligence, it can handle normal, censored, 
imprecise and large sample quality data.  

Keywords: Process capability analysis, 
Normal distribution, Censored samples, 
Imprecise data,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Real-Time Business 
Intelligence.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過去十年，台灣經濟已有巨幅的成長，

但產業發展受到極大阻力，例如高薪資與全球

化競爭等等。在劇烈全球化競爭環境之下，接

受新的管理理念與實施品質管理是非常重要

的，品質已變為台灣企業主要的核心競爭能力

之一。如何全面 e化，利用資訊科技來發展一

個新的品質績效評估系統以協助實行全面品

質管理是目前台灣企業的首要任務。 
國內廠商為了提升競爭力，尋求改善產品

品質的方法，品管部門如果只是事後檢驗產品

以剔除不良品，對品質水準提升毫無助益，能

夠預先防止不良品的產生才能有效提升品質

水準，因此強調生產線上即時分析的品質績效

評 估 系 統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QPAS)愈來愈被廣泛地使用。QPAS 是

持續從製程中有計畫的蒐集檢測資料，利用製

程能力分析去評估製程所生產之商品是否能

夠符合顧客或設計者所預先要求的規格界

限，並針對商品品質較差的生產線進行追蹤與

改善。對於商品整體性的品質改善計劃，QPAS
可提供重要的決策方向，並且藉由製程能力指

標，可了解目前商品的製程狀況，預防不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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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確保商品的品質在一定水準以上。此

外製程能力指標，可讓工程或商品設計人員在

與現場製造人員溝通商品的製程問題時能夠

很快達成共識，了解彼此問題所在，進而建立

一套有效率且標準化的品質改善系統。製程能

力指標亦可做為廠商選擇供應商的依據，或廠

商與供應商之間溝通的共同語言。這 QPAS 也

是 即 時 商 業 智 慧 (Real-Time Business 
Intelligence，RTBI)中一個品質績效評估系統，

所分析的結果能即時提供商品供應商以及商

品客戶廠商作為決策參考。商品客戶廠商能透

過 QPAS 得知商品的壽命績效是否達到規格要

求，商品供應商則可利用這個系統加強製程能

力。    
如何正確有效去評估商品的品質績效對即

時企業(Real-Time Enterprise)是非常重要的。製

程能力分析(process capability analysis)被發展

用以品質績效的評估，而且是評估品質績效的

有效方法。在製造業中，製程能力指標(process 
capability indices)被使用去確定商品是否達到

規格要求？例如Kane(1986)提出製程能力指標 

PKC ，去評估具望目型品質特性商品的品質績

效。製程能力分析中常態分配是重要的假設，

常態分配通常用於可靠度和品質資料分析。文

獻上製程能力分析的相關研究大多是假設量

測資料為精確資料(precise data)，但在實務上，

由於測量誤差可能導致特性值無法被明確的

量化，或商品具有不確定的品質特性等各種不

明確的情況，因此不精確資料(imprecise data)
的發生，可能使得傳統假設量測資料為明確時

之製程能力評估方法衍生不確定性而產生誤

判。並且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會遇到無法取

得完整樣本的情形，例如因為時間、成本的限

制或人為疏忽而不能得到所有的觀察值，故設

限樣本在實務中是經常發生的。為了更準確的

使用望目型製程能力指標 PKC 來評估商品的品

質績效。因此，本研究目的是提出一個分析常

態、不精確且設限的資料之新方法，並以電腦

軟體開發工具去發展一個新的品質績效評估

系統。考慮當製程產出的品質資料為常態、不

精確且設限之情況下，運用模糊統計的方法以

建構製程能力指標 PKC 之模糊統計估計量，並

且利用此模糊統計估計量發展出一模糊檢定

程序，此模糊統計檢定程序能處理常態、不精

確且設限之品質資料。並且商品客戶廠商能透

過此新的模糊檢定程序去確定商品的品質績

效是否達到規格要求，商品供應商則可利用這

個系統加強製程能力。此模糊統計檢定程序稱

為 模 糊 設 限 品 質 績 效 評 估 系 統  (Fuzzy 
Censored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FCQPAS)，此系統能處理常態、不精確

且設限的商品品質資料，而且是即時商業智慧

中一個品質績效決策分析工具。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製程能力分析(process capability analysis)
被發展用以品質績效的評估，而且是評估品質

績效的有效方法。在製造業中，製程能力指標

(process capability indices)被使用去確定商品是

否達到規格要求？例如Kane(1986)提出製程能

力指標 PKC ，去評估具望目型品質特性商品的

品質績效。製程能力指標 PKC 被定義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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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µ 為製程平均

數,σ 為製程標準差,U 為規格上限以及 L 為規

格下限。 PKC 值的等級判定及處置原則如表 1

所示[洪小茗，2007]： 

表表表表 1 PKC 值的等級判定值的等級判定值的等級判定值的等級判定 

等級 PKC 值 處置原則 

A PKC > 1.67 理想狀況，繼續保持。 

B 1.67 > PKC > 1.33 需調整，改進至 A 級。 

C 1.33 > PKC > 1 立即檢討，與以改進。 

D 1 > PKC > 0.67 必要時停止生產。 

E 0.67 > PKC > 0 立即停止生產。 

 
製程能力分析中常態分配是重要的假

設，以上製程能力指標都假設商品的品質特性

是常態分配，常態分配也是被稱為高斯分配。

它經常描述被自動化生產線的商品，自然的物

理和生物學現象以及某些類型壽命資料

(Nelson,1982)。由於這原因常態分配通常用於

可靠度和品質資料分析。另外，因為常態分配

有增加的故障率，常態分配能適合於逐漸耗盡

的故障率之商品壽命類型(Nelson, 1982)。一個

遞增的故障率函數在一種商品的晚年的品質

資料是符合衰老失效的商品。假設商品品質資

料 X 為常態分配，其機率密度函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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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µ , 0>σ , µ 是 X 的平均數，σ
是 X 的標準差。 

在商品品質測試實驗中，資料收集上由於

時間限制或其他限制(如金錢、材料資源、機器

或實驗困難)，使得實驗者通常無法觀察到所有

測試商品的品質資料，因此設限資料(censored 
sample)是經常發生的(Hong et al., 2007)。舉例

說明，如果有 n 個商品投入到品質測試實驗當

中，而只有前面 r 個品質資料 X (1)≦X (2) ≦… 
≦X (r) 被觀測到，其餘的(n-r)個品質資料可能

並未觀測到或是遺失了。此種類型的設限樣本

稱之為型二右設限樣本 (the right type II 
censored sample)。有關於型二右設限樣本的研

究，如在企業壽命的模式是 Pareto分配且右型

II 設限樣本的假設之下‚利用對數資料轉換技

巧去建立一個 CL的統計估計式，然後此統計估

計式被用以發展一個新的假設檢定程序，此假

設檢定程序是即時商業智慧(RTBI)中一個企業

績效評估系統，並將企業績效評估系統應用於

企業績效的評估(Hong et al., 2007, 2008)。在商

品壽命的模式是二元參數指數分配且型二右

設限樣本的假設之下‚發展一個新的假設檢定

程序以評估商品的壽命績效(Wu et al., 2007)。 
由於測量的刻度粗糙與錯誤可能導致特

性值無法被明確的量化，或商品具有不確定的

品質特性等各種不明確的情況，使得商品品質

的測量經常是不精確的，因此不精確資料

(imprecise data)也是經常發生的，因此可能使

得傳統假設量測資料為明確時之製程能力評

估方法衍生不確定性而產生誤判(Ihsan Kaya
與 Cengiz Kahraman, 2011)。有鑑於此，Buckley 
(2005) 提出以母體參數的信賴區間集合所產

生的三角型態模糊數來建造母體參數的模糊

估計量，並且由母體參數的模糊估計量來發展

模糊假設檢定以檢定母體參數值的真偽。而三

角型態模糊數的模糊估計量所獲得資訊遠多

於明確資料的點估計量，模糊假設檢定獲得結

論也比於明確資料的假設檢定更為可信。有關

PKC 的模糊統計推論，已有很多學者的研究成

果，如 Wu(2009) 在完整抽樣方案下，利用

Buckley’s方法去建造 PKC 的模糊估計量並且利

用模糊臨界值(fuzzy critical values)與模糊 p值

(fuzzy p-values)發展一模糊假設檢定程序以評

估 LED(Light Emitting Diodes)製程績效。 
為了同時解決在商品品質測試實驗中，資

料收集上由於時間限制或其他限制(如金錢、材

料資源、機器或實驗困難)，使得實驗者通常無

法觀察到所有測試商品的品質資料的問題，以

及因製程產出所量測的資料為不精確的資

料，將使得估計產生不確定性而可能導致偏差

的問題。於是設限抽樣方案與模糊統計方法在

本研究中被提出以解決設限與不精確的品質

資料問題。。。。另外，大樣本數的測試商品在商品

品質實驗中也是經常發生的。為了使用製程能

力指標 PKC 能更實際與準確地評估商品的品質

績效，並且目前很多商品品質績效評估軟體是

無法處理設限且不精確的大樣本商品品質資

料。於是本研究提出一個分析常態分配、型二

右設限且不精確的大樣本品質資料之新方

法，並以電腦軟體開發工具去發展一個新的品

質績效評估系統。在商品的品質資料模式是常

態分配、型二右設限抽樣方案、不精確的及大

樣本的假設之下，去建立一個 PKC 的模糊統計

估計量，然後此模糊統計估計量用以發展出一

個新的模糊統計假設檢定程序。而此新的模糊

統計假設檢定程序是即時商業智慧(RTBI)中的

一個設限且不精確的品質績效評估系統，稱為

模糊設限品質績效評估系統(Fuzzy Censored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FCQPAS))，此 FCQPAS 能評估設限且不精確的

大樣本商品之品質績效。商品客戶廠商可以利

用此 FCQPAS去確定商品品質是否符合要求的

水準，商品供應商也能利用此 FCQPAS 去加強

製程能力，並能即時提高客戶服務及企業決策

能力之速度和品質，增強企業對市場情況的反

應能力，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 

3. 模糊設限模糊設限模糊設限模糊設限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品質績效評估系統之之之之開開開開

發發發發 

為了評估常態、不精確且設限的商品之品

質績效，利用望目型製程能力指標 PKC ，在商

品的品質資料是常態分配、不精確且設限的假

設之下，發展出評估商品品質績效的模糊統計

檢定程序，此模糊統計檢定程序稱為模糊設限

品質績效評估系統 (Fuzzy Censored Qual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FCQPAS)，此

系統能處理常態、不精確且設限的商品品質資

料，而且是即時商業智慧中一個品質績效決策

分析工具。 
FCQPAS 的軟體設計架構包括三個部份包括商

品品質資料的輸入、商品品質資料的適合度檢

定以及商品的品質績效檢定，共 8個步驟，如

圖 1所示：  
第1步驟：不精確設限商品品質資料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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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iX i R= 、檢測商品的個數N與觀察到商

品品質資料的個數R 的輸入。 

圖圖圖圖1  FCQPAS的的的的軟體設計架構軟體設計架構軟體設計架構軟體設計架構 

第 2 步 驟 ： 利 用 常 態 機 率 圖 以 確 定

( ){ , 1,..., }iX i R= 是否來自於常態分配？ 

常態機率圖的橫座標為不精確設限商品品質

資 料 值 ( )iX ， 而 縱 座 標 為 

0.14 0.144.91[( ) (1 ) ]
1 1

i i

N N
− −

+ +
, 1,...,i R= 。若

資料來自於常態分配，則這些點 ( ( )iX , 

0.14 0.144.91[( ) (1 ) ]
1 1

i i

N N
− −

+ +
), 1,...,i R= 將

會落在一直線上。 
第 3步驟：由品質管理者依據供應商商品品質

規格與客戶廠商需求，訂定商品品質的規格上

限U 、規格下限 L 與績效指標值 c ，並建立檢

定假設如下，虛無假設為 cCH PK ≤:0 ，對立假

設為 cCH PK >:1 ，其中 PKC 為望目型製程能力

指標。 
第 4 步驟：給定顯著水準 β (一般設定

β ≦0.05)。 

第 5 步驟：求算模糊檢定統計量 PKC 與模糊檢

定臨界值CV 的α 截集, 10 ≤≤ α 。 

模糊檢定統計量 PKC 的α 截集為 

/ 2 /2
ˆ ˆˆ ˆ ˆ ˆ[ ] [ ( , ), ( , ) ]PK PK PKC C z Var h C z Var hα αα µ σ µ σ= − +

模糊檢定臨界值CV 的α 截集為 
])ˆ,ˆ()(,)ˆ,ˆ()([][ 2/2/ σµσµα αβαβ hVarzzchVarzzcCV ++−+=  

，其中績效指標值c， βz 為標準常態分配 )1,0(N

的第 100(1 β− )下百分位數， /2zα 為標準常態分

配 )1,0(N 的第 100(1 /2α− ) 下百分位數，
0.14 0.144.91[(1- ) -( ) ]zβ β β≈ ， 0.14 0.14

/2 4.91[(1- /2) -( /2) ]zα α α≈ 。 

其中 

     σ 的估計量
r

rAAA

2

4
ˆ 2

2
11 ++

=σ ,    (3) 

     µ 的估計量 σ̂ˆ LKu += ,            (4) 

, rr KXrnA α))(( )(1 −−= , 

2
)(

1

2
)(2 )()()( KXrnKXA rr

r

i
i −−+−=∑

=

β , 

           

r

rr

r

i
i

rnr

XrnX
K

β

β

)(

)( )(
1

)(

−+

−+
=
∑

= ,
r

r

rnr

rn
L

β
α
)(

)(

−+
−

= , 

]
)(1

)(
1[

)(1

)( 2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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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r v

v

vv

v

v
+

Φ−
−

Φ−
=

φφα , 

))](1()([
))(1(

)(
2 rrr

r

r
r vvv

v

v
Φ−−

Φ−
= φφβ , 

1

1

0.14
0.14

1 1

(1 )
1

4.91[(1 ) -( ) ]
1 1

r

r
j

r r

j j

j n r
v

j n r

j n r j n r

j n r j n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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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Φ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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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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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KC 的估計量 

  








<−

≥−

=
−−

=
Mif

L

Mif
U

Md
CPK

µ
σ

µ
µ

σ
µ

σ
µ

ˆ,
ˆ3

ˆ

ˆ,
ˆ3

ˆ

ˆ3

ˆˆ     (5) 

2
,

2

LU
M

LU
d

+=−= ， U 和 L 分別是商品規

格的上限和下限。 

其中 

0

1
ˆ ˆ
ˆ ˆ

ˆ ˆ( , )

( , ) ( , ) ( , ) ( , )
ˆ ˆ[ , ] ( , )[ , ]T

Var h

h h h h
Iµ µ µ µ

σ σ σ σ

µ σ
µ σ µ σ µ σ µ σµ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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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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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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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常態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 

21
( ) exp( / 2)

2
x xφ

π
= − , 

標準常態分配的累積分配函數 
2

2

exp[1.5976 (1 0.04417 )]
( )

1 exp[1.5976 (1 0.04417 )]

x x
x

x x

+Φ =
+ +

. 

第 6步驟：求算 RA 與 TA ， 

 
圖圖圖圖 2  模糊檢定統計量模糊檢定統計量模糊檢定統計量模糊檢定統計量 PKC 與與與與模糊檢定臨界值模糊檢定臨界值模糊檢定臨界值模糊檢定臨界值

CV 的的的的α 截集截集截集截集, 10 ≤≤ α  

TA 為模糊檢定統計量 PKC 下所圍的總面積。

RA 為 模 糊 檢 定 統 計 量 PKC 與

[ ]ˆ ˆ( , )c z Var hβ µ σ+ 垂直線右邊所圍的面積。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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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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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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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Φ−=

σµα

σ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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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標準常態分配的累積分配函數 
2

2

exp[1.5976 (1 0.04417 )]
( )

1 exp[1.5976 (1 0.04417 )]

x x
x

x x

+Φ =
+ +

。 

第 7 步驟：給定γ 值， )1,0(∈γ ，但 Buckley 

(2005)建議 5.0<γ 。 

第 8步驟：模糊統計檢定的決策規則如下： 
若 γ≥TR AA / 時，則拒絕 cCH PK ≤:0 ，也就是

說「商品之品質績效指標已達到客戶廠商所要

求之水準」。 
若 /R TA A γ< 時，則不拒絕 cCH PK ≤:0 ，也就

是說「商品之品質績效指標未達到客戶廠商所

要求之水準」。 
當供應商的商品之品質績效指標未達到

客戶廠商所要求之水準，供應商應對其商品品

質或生產線之製程加以改善，直到商品之品質

績效指標達到要求水準以上，該批商品或該供

應商才會被客戶廠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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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 FCQPAS能評估設限且不精確的大

樣本商品之品質績效，將分析的結果輸出給商

品供應商以及商品客戶廠商，提供決策參考。

商品客戶廠商可以利用此FCQPAS去確定商品

品質是否符合要求的水準，商品供應商也能利

用此 FCQPAS 去加強製程能力，並能即時提高

客戶服務及企業決策能力之速度和品質，增強

企業對市場情況的反應能力，增強企業的競爭

優勢。 

4. 模糊設限模糊設限模糊設限模糊設限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品質績效評估系統之之之之實實實實

例操作說明例操作說明例操作說明例操作說明 

在此章節中，我們利用一實務資料來說明

此 FCQPAS 的實例操作。在實例 1考慮一實務

資料，此實務資料是由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供應

商所提供(Chang, 2009)。 

實例1. 
實務資料是由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DRAM)供應商所提

供。使用原子力顯微鏡來監測 DRAM 製程中的

淺溝渠隔離(shallow trench isolation)與溝槽電

容電壓值(trench capacitor levels)。凹槽深度是

一個必要的關鍵特性，能顯著影響 DRAM 的品

質。在凹槽深度的規格上，設定規格上限U 為

36.0nm與規格下限 L 為 21.0nm。這實務資料

包括 100筆資料，並且這實務資料的常態性已

被使用 Shapiro與 Wilk(1965)之 W 檢定證實

(Chang, 2009)。我們以遞增方式重新排序實務

資料並且刪除最後六筆數據 31.9, 31.9, 31.9, 
32.2, 32.3, 32.7。因此這檢測 DRAM 的個數

n=100與觀察到 DRAM 凹的槽深度資料的個數

r =94之不精確型二右設限資料如下： 

}94,...,2,1,{ )( =iX i ={26.7, 27.1, 27.6, 28.1, 

28.3, 28.4, 28.4, 28.5, 28.5, 28.6, 28.7, 28.8, 28.8, 
28.9, 29.0, 29.0, 29.2, 29.3, 29.3, 29.3, 29.3, 29.4, 
29.5, 29.5, 29.5, 29.5, 29.5, 29.5, 29.6, 29.6, 29.6, 
29.7, 29.7, 29.7, 29.8, 29.8, 29.8, 29.9, 30.0, 30.0, 
30.0, 30.0, 30.1, 30.1, 30.1, 30.1, 30.2, 30.2, 30.2, 
30.2, 30.2, 30.3, 30.3, 30.3, 30.3, 30.4, 30.5, 30.5, 
30.5, 30.5, 30.5, 30.5, 30.5, 30.6, 30.6, 30.6, 30.7, 
30.7, 30.7, 30.7, 30.8, 30.8, 30.8, 30.9, 30.9, 30.9, 
30.9, 30.9, 31.0, 31.0, 31.0, 31.0, 31.2, 31.2, 31.2, 
31.2, 31.2, 31.3, 31.4, 31.5, 31.6, 31.6, 31.7, 
31.8}. 

此FCQPAS的實例操作共有 6個使用者的

系統介面，將分別敘述如下： 
� 系統介面一：  

不精確型設限商品品質資料的輸入，輸入

此 不 精 確 型 設 限 商 品 品 質 資 料

}94,...,2,1,{ )( =iX i ={26.7,.., 31.8}、檢測商品的

組數 n =100，及觀察到商品品質資料的個數

r =94，按「輸入完成」鈕後即可完成資料的輸

入，如圖3所示。 

 
圖圖圖圖 3 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一一一一 

� 系統介面二：  
不精確型設限商品品質資料的適合度檢

定，按「顯示常態機率圖」紐後，系統介面會

顯示常態機率圖以及出現適合度檢定的結論

「因常態機率圖呈現近似一直線，而且相關系

數=0.9895>0.5時所以確定此不精確設限商品

品質資料是常態分配。」字詞，如圖 4所示。 

 
圖圖圖圖 4 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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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介面三： 
商品的品質績效檢定之建立檢定假設，品

質管理者依據供應商商品品質規格與客戶廠

商需求，由系統介面三輸入商品品質的規格上

限 U =36、規格下限 L =21 與績效指標值

c =1.33，按「輸入完成」鈕後可得檢定假設為

0 : 1.33pkH C ≤ 與 1 : 1.33pkH C > ，其中 PKC 為壽

命績效指標，如圖 5所示。 

 
圖圖圖圖 5 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三三三三 

� 系統介面四： 
商品的品質績效檢定之給定顯著水準及

求算 PKC 與CV 的α 截集，由系統介面四中輸

入顯著水準=0.05，按「確定」鈕，再按求算模

糊統計量與模糊檢定臨界值之「確定」鈕後，

得到模糊統計量 pkC 與模糊檢定臨界值CV 的

α 截集, 0.01 1α≤ ≤ ，如圖 6所示。 

 
圖圖圖圖 6 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四四四四 

� 系統介面五： 
    商品的品質績效檢定之求算 RA 與 TA ，在

系統介面五中，按「確定」鈕以求算 RA =0.20199

與 TA =0.21238，如圖7所示。 

 
圖圖圖圖 6 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五五五五 

� 系統介面六： 
商品的品質績效檢定之給定γ 值與建立模

糊統計檢定的決策規則。在系統介面六中，給

定 γ 值=0.3，按「確定」鈕後，可得模糊統計

檢定的決策結論：因 /R TA A =0.9511>0.3，所以

拒絕 0 : 1.33PKH C ≤ ，也就是說「DRAM 商品之

品質績效指標已達到客戶廠商所要求之水

準」，如圖 7所示。 

 
圖圖圖圖 7 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系統介面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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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全球化競爭中，品質成為企業競爭優勢

之要素。製程能力分析被發展用以品質績效的

評估。在實務上‚製程能力指標 PKC 是用以評估

望目型品質績效的受歡迎方法。製程能力分析

中常態分配是重要的假設，常態分配經常被用

以描述自動化生產線的商品，自然的物理和生

物學現象以及某些類型壽命資料。在商品品質

測試實驗中，資料收集上由於時間限制或其他

限制(如金錢、材料資源、機器或實驗困難)，

使得實驗者通常無法觀察到所有測試商品的

品質資料，因此設限資料是經常發生的。並且

由於測量的刻度粗糙與錯誤，使得商品品質的

測量經常是不精確的，因此不精確資料也是經

常發生的。在實務上，目前很多軟體商品是無

法處理常態而且設限不精確的商品品質資

料。為了使用製程能力指標 PKC 能更實際與準

確地評估商品的品質績效，本研究提出一個分

析常態而且設限不精確的商品品質資料之新

方法，如 DRAM 的品質績效評估。並且這新方

法被用以發展一品質績效評估系統。在商品的

品質資料模式是常態分配、型二右設限抽樣方

案、不精確資料且大樣本的假設之下，建造一

PKC 的模糊統計估計量，然後利用此 PKC 的模

糊統計估計量以發展一個新的模糊統計檢定

程序。而此新的模糊統計檢定程序是商業智慧

(BI)中的一個品質績效評估系統，此品質績效

評估系統能處理常態、設限、不精確與大樣本

的品質資料。商品客戶廠商利用這品質績效評

估系統去確定商品的品質績效是否達到規格

要求，商品供應商也能利用這品質績效評估系

統去加強製程能力。這品質績效評估系統不僅

能提升顧客服務，也能在快速變化的市場中增

強企業的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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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樹梅派為交換器實現軟體定義網路(SDN) 

 

摘要 
隨著網路服務需求量不斷的擴增，軟體定

義網路(SDN)在近年來成為各研究單位和網路

服務供應商著重實現的議題，但是因為網路功

能虛擬化技術(NFV)主要適用於大型機房環境

的實現，所以本篇將使用 OpenFlow 協定技術

實現 SDN 這種新型態網路架構。對此本篇將

使用 Raspberry pi 這種小型低成本的計算機搭

配安裝 LINC軟體作為 OpenFlow Switch，及結

合 Ryu Controller，實做出一個能夠實現

OpenFlow-enable SDN架構的實驗測詴平台。 

關鍵詞： 軟體定義網路、網路功能虛擬化技

術、OpenFlow通訊協定、LINC 交換器、Ryu 控

制器 

 

Abstract 
Recently,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SD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network provider, 

because the requirement of Internet service keeps 

expanding. However, the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NFV) is used to fit for the 

computer facility. Therefore, the new Internet 

structure is proposed by using the OpenFlow 

protocol. In this study, we installed the LINC as 

an OpenFlow Switch in the Raspberry pi low cost 

computer and combined with the RYU controller 

for accomplishing an OpenFlow - enable SDN 

test platform.  

Keywords: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SDN),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NFV), 

OpenFlow, LINC Switch, Ryu Controller 

1. 前言 

  由於網際網路爆炸與雲端服務的迅速擴

展，網路流量不斷擴增，使網際網路路由器中

的路由表越來越複雜，而已現今所使用的網路

技術來說[1]，不論是硬體規格或既有的傳輸協

定，都讓網路越來越不敷使用。例如：路由器

上所採用的TCAM[2]記憶體裝置的核心路由

器已瀕臨硬體傳輸效能的極限，再加上現有

TCP/IP 網路傳輸協定不斷拆分與重組封包的

作法，當使用者傳輸大型檔案時，不僅難以執

行頻寬管理（Quality of Service，QoS）與安全

政策，更導致網路傳輸效率低落。也因為現今

網路設備採用獨立的封閉系統，不僅有造成相

容性問題且容易造成網通市場的壟斷，而網管

人員面對眾多網路設備與不同操作介面，部署

的時間效率不佳且易造成人為疏忽，也難以依

照需求自由管理網路封包傳遞路徑，而影響網

路運作與管理品質。 

由於上述的問題產生，為了使現今網路環

境之軟硬體更加提升使用效率、簡化管理並節

省空間，造就近年來資料中心網路環境面臨重

大的改革，也就是軟體定義網路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SDN)[3]網路架構的崛

起，說明著軟體將主宰網路。 

SDN 一開始是在校園網路[4]誕生，由

Nick McKeown 等學者所提出，其發展的緣由

主要是每當Stanford 大學的研究員在做新的協

定(protocol) 研究實驗時，依現有的網路硬體

及軟體都必須要一直不斷的改變其所想要進

行詴驗的網路架構型態，這讓他們感到非常的

不方便且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將網路設備

一一進行佈建。於是他們便開始研究如何將這

些網路硬體設備的部分元素變成可程式化及

集中式的管理，作法就是將現有的Switch 所擁

有的網路控制平台(Control Plane) 和轉送平台

(Forwarding Plane) 做分離，如圖一所示，如此

一來在封包傳輸時不僅可以集中管理網路硬

體設備也能靈活性的監控整體的網路狀態。 

近年來由於 SDN 這種新型態的網路架

構的誕生，使得眾多的研究員以及既有的網路

設備供應商紛紛開始著手研究如何完整呈現

此種新型態網路架構的理念，這也造成SDN 

成為近幾年來高度觀望且備受矚目的火紅議

題。而要實現SDN 這種新型態的網路架構，

發展至今已經有多種施行的作法一一浮現，下

段將介紹以OpenFlow為基礎實現SDN 架構[5]

的方式。 

OpenFlow是最早被提出能夠達成SDN 新

型態網路架構的方案。目前由開放性網路基金

林傳筆 詹翔宇 詹智翔 王永祥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cblin@gmail.com s10330602@cyut.edu.tw s10330603@cyut.edu.tw s10230603@cyut.edu.tw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783 AIT / CEF 2015



會(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 , ONF)[3]接續

制定及推展，ONF 是一個以用戶為發展導向

(User-driven)的非營利組織，著力於重新思考網

路未來發展；希望能夠透過彼此的協同合作，

以更快的速度為網通市場帶來SDN標準及解

決方案。其相關的通訊標準包含OpenFlow 交

換器規格(OpenFlow Switch Specification)[6]以

及OpenFlow 管理及配置協定規格(OpenFlow 

Management and Configuration Protocol)規格

(簡稱為OF-Config)[7]。最知名的方法就是ONF

所定義與推廣的OpenFlow-enabled SDN [8]，作

法是將原本存在同一網路交換設備內的轉發

與控制平面分離，並且控制平面移動到一個單

獨的設備稱為控制器(controller)，負責計算網

路的最佳路徑，通過標準協議(protocol)控制交

換機對特定資料流的轉發(forwarding)行為(如

圖 一 ) 。 這 種 SDN 方 法 的 核 心 技 術 是

OpenFlow，以規範網路交換器(switch)和控制

器(controller)之間的溝通協議。並主導以使用

OpenFlow 為controller 的架構標準。ONF 早

在2011 年由創始會員所成立，至今已經超過一

百多個會員，成員包括服務提供者、大型網路

設備商和初創企業。採用 ONF 的 SDN 架構

最主要優點，在於它擁有行業間統一標準之通

信協定OpenFlow，以及眾多的供應商支援。 

圖 1  OpenFlow-enable SDN基本架構 

另一種實現SDN架構的方法是網路功能虛

擬化（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 NFV）

[9]，NFV 的崛起原因跟電信網路業者所面臨

的挑戰有非常大的關係，由於客戶和使用者的

需求他們勢必要在他們的機房內擺放了越來

越多不同類型的專屬硬體設備，隨著設備數量

持續增加，在有限的機房環境下，要擺放這些

設備也就越來越困難，再加上在既有的網路架

構，也需要整合與部署這些數量龐大的硬體設

備，相關的作業複雜度與後續的維護及調度也

因此變得越來越複雜。對於這些電信網路業者

來說，不僅造成維護人員的成本大幅提升，甚

至這些專屬硬體設備往往上線才短短時間，很

快地就到達使用年限。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NFV 是利用現今標準

IT 虛擬化技術來整併許多類型的網路設備功

能，並將它們放置在採一般標準設計的高容量

伺服器、網路交換器與儲存設備。它所要供應

的網路功能都是實作在軟體上，而且可以在各

種標準伺服器硬體上，同時能夠依照需求搬移

或安裝在網路上的不同地方，而不需安裝新的

硬體設備。所以說，NFV 的完成，是相當仰

賴軟體定義的方式去做實現。目前NFV 相關

的標準制定規範，主要由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The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10]所推動。其看好資訊設備網

路功能虛擬化所帶來的影響與收益，主要的成

員尤其是網路服務與電信營運商也是參與

NFV標準發展活動最為積極的群體。 

綜觀上述的兩種實現SDN架構的方法，因

為網路功能虛擬化(NFV)主要是適用於電信業

者或網路營運商，針對其內部機房各種功能之

伺服器或硬體設備做虛擬化之動作，所以本篇

將採用OpenFlow的方法去實現SDN這種新型

態網路架構，也因為礙於金費受限上的關係，

無法採購一些公定標準的OpenFlow交換器和

控制器做進一步的研究，所以本篇將利用樹梅

派(Raspberry pi B+)板[11]當作OpenFlow交換

器，搭配現有普通等級的PC當作OpenFlow控制

器，實做出一個既能夠實現OpenFlow-enable 

SDN架構又能夠達到低硬體成本的實驗平台。 

2. OpenFlow實驗平台建置方法 

因為要實做出以樹梅派(Raspberry pi B+)

板當作 OpenFlow 交換器的這個實驗平台，底

下將針對 OpenFlow 所屬的三個元素[12]包

含：OpenFlow Switch、OpenFlow Controller及

OpenFlow Protocol做更詳細的說明及配置。 

2.1 OpenFlow Switch 

正如主題，在 OpenFlow Switch的部分，

我們選用了樹梅派(Raspberry pi B+)板來當作

我們的轉發平面(Forwarding Plane)，但是因為

此一樹梅派(Raspberry pi B+)板上只有一張網

卡可以進行連接，這對一台 Switch來說是遠遠

不足的，所以我們增加了 4只 USB網卡，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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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aspberry pi B+板上所外接的 USB hub，如

此就完成 OpenFlow Switch的硬體建置。 

而在 Switch 軟體建置方面，我們讓

Raspberry pi B+板安裝一種可以讓其成為

OpenFlow Switch的軟體 LINC[13](Link is not 

Closed)。LINC是由制定OpenFlow的組織ONF

所認可的一種軟體，其目前支援 ONF 的

OpenFlow標準版本分別為 1.2及 1.3兩種，並

且它是由 Erlang[14]程式語法所編譯。雖然安

裝 LINC 軟體並不是最有效的發法之一，但它

提供了很大的靈活性並且允許快速開發新的

OpenFlow 網路架構之功能和測詴，這點對於

我們想建置一個能夠實現 OpenFlow-enable 

SDN的實驗平台是非常有幫助的。 

2.2 OpenFlow Controller 

在 OpenFlow Controller硬體部分，我們使

用了一般的 x86桌上型電腦，裝有現今在 Linux

作業系統中最普遍流行的 Ubuntu 作為我們的

作業系統。另外在軟體部分，我們則是安裝

Ryu[15]軟體來使這台桌上型電腦成為我們的

OpenFlow Controller。 

Ryu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軟體由日本 NTT

公司所開發，也是一個基於 SDN 架構的組件

軟體，它提供軟體元件與定義良好的 API，這

讓開發人員可以輕鬆創建新的網路管理和控

制應用。Ryu也是符合 OpenFlow標準的軟體，

其支援的版本分別為 1.0、1.1、1.2、1.3及 1.4，

並且是使用 Python程式語法進行編譯。 

選擇安裝Ryu當作OpenFlow Controller的

主要原因是現今眾多的網路公司都已經將部

分的網路路由編譯在 Python[16]程式語法裡，

這又使得 OpenFlow 在設計與實現變得更加容

易及快速。 

其運作流程 [12]是，當一個封包到達

OpenFlow Switch時，若 OpenFlow Switch裡的

Flow table中無匹配的 Flow Entry可轉發此封

包 ， 則 此 封 包 將 被 發 送 到 OpenFlow 

Controller，由其進行評估並判斷是否將此封包

加入 Flow table中再交由 OpenFlow Switch繼

續轉發。 

2.3 OpenFlow Protocol 

OpenFlow Protocol 扮演的角色就像是

interface，用於連接 OpenFlow Controller 與

OpenFlow switch，OpenFlow Controller透過這

個 interface 可以有效的管理並且配置

OpenFlow Switch，包含收到來自 OpenFlow 

Switch的事件及 OpenFlow Switch所轉送出去

的封包。 

OpenFlow Protocol主要支援三種訊息格

式[6]，分別是controller-to-switch、asynchronous

及symmetric。Controller-to-switch訊息格式主要

由Controller所發起，主要用於管理和檢查

OpenFlow Switch的狀態；Asynchronous訊息格

式則是由OpenFlow Switch所發起，將此訊息傳

送到OpenFlow Controller，用於請求OpenFlow 

Controller更新現有網路事件及改變OpenFlow 

Switch的狀態； Symmertric訊息格式可由

OpenFlow Controller及OpenFlow Switch發起，

且訊息的發送並不需要建立請求，其主要功能

在於確認兩者間連線的問題。 

本實驗之OpenFlow Protocol主要是透過

Python語法將撰寫好的 .py檔，讓OpenFlow 

Controller所安裝的軟體Ryu去執行所編譯好的

規則及動作。 

2.4 實驗架構及設置步驟 

2.4.1 實驗架構 

本實驗架構，如圖 2 所示，組成元件包含

三台 PC、一塊樹梅派板、一個帶電源 4 埠的

USB Hub及三只 USB網卡。 

 

圖 2 實驗平台架構圖 

本實驗平台主要的目的在於呈現一個基本

的 OpenFlow架構，連接方法為將三台 PC包含

OpenFlow Controller、Host 1及 Host 2分別連

接至以 Raspberry pi B+板為 OpenFlow Switch

裝置中的三只 USB網卡並分別設置好 IP及網

路遮罩及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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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設置步驟 

底下將針對圖 2實驗平台架構圖做設置步

驟的說明。 

步驟 1： 

因為 LINC軟體是由 Erlang程式語法所編

譯的，所以在安裝 LINC 之前必須先確保正確

的安裝 Erlang，不過兩者都是 Open Source的

軟體，事實上在取得和安裝上其實並不困難。

而本實驗平台主要是想讓 Raspberry pi B+板成

為 OpenFlow Switch，所以應該先確保這兩種

軟體都正確安裝在 Raspberry pi B+板上。 

步驟 2： 

Raspberry pi B+板在安裝完 LINC之後，

它必須針對所屬環境作正確相對應的配置才

能使之真正成為一台 OpenFlow Switch。 

 因次在此一步驟我們必需要確保做到兩

件事，第一件我們必需確認的事是 Raspberry pi 

B+板是否能夠偵測到所連接上的 USB 網卡，

我們可以用以下這行指令來查看網卡的連接

狀態: 

pi@raspberrypi ~ $ ifconfig –a 

 
圖 3 網卡連接狀態圖 

如圖 3，Port eth0是原本在Raspberry pi B+

板上既有的網卡，Port eth1~eth3則是上述額外

新增的 USB網卡，在確認所連接的網卡都有讀

取到後，第二件事我們必須去修改 LINC 裡面

的配置檔，這個動作主要是讓 LINC 可以知道

哪些 port已經被 Raspberry pi B+板所連接，並

且有效的管理其 port 口，此時我們可以鍵入

― sudo vi rel/linc/releases/1.0/sys.config‖，將其系

統設定檔針對本實驗平台架構做合適的設

定，畫面呈現如圖 4、5、6。 

 
圖 4 LINC系統設定檔-Port口生成圖 

 
圖 5 LINC系統設定檔-OpenFlow 版本設定

及Controller接口設定圖 

 

圖 6 LINC系統設定檔-queues設定圖 

圖 4主要的動作為新增 port口並且針對不

同網卡做各別的port口配置。因為OpenFlow1.3

版本為目前最為穩定的版本，因此本實驗平台

主要採用 OpenFlow1.3 版本，使用―{backend, 

linc_us4}‖Erlang語法做設定，如圖 5。接著利

用 {"Switch0-DefaultController", "localhost", 

6633, tcp}語法配置一個 Controller接口與設定

其 IP位址和 Port號。圖 6為 queues生成的設

定，本實驗主要依據圖 4所做的 port口生成個

數做相對應的新增。 

修改完系統配置檔後，只需要將其儲存並

關閉即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使用 LINC 這套

軟體的原因，因為它提供了很大的靈活性，具

有即時修改即時驗證所屬網路架構是否正確

的功能。接著我們可以鍵入以下指令―s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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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linc/bin/linc console‖，如圖 7 來開啟 LINC

並檢視我們所配置的port口及queues是否成功

的在 LINC 上被生成。最後可以利用

(linc@raspberrypi)1> init:stop(). 指 令 關 閉

LINC。 

 
圖 7 Port口與 queues生成驗證圖 

步驟 3： 

在 OpenFlow Control平台，我們選用 x86

的 Ubuntu PC 安裝 Ryu 軟體，來當作我們的

OpenFlow Controller。Ryu是由日本 NTT公司

所研發，也是屬於 Open Source的軟體，因為

它是由 Python程式所編譯，所以一樣的在安裝

Ryu 之前，也必須確定已經正確安裝完成

Python程式軟體。 

3.實驗結果 

   在完成上述 OpenFlow Controller 及

OpenFlow Switch 的軟硬建置步驟，並且確認

兩者彼此之間有正確連接上後，就能針對本實

驗分別將 OpenFlow Controller 及 OpenFlow 

Switch 做啟動及連接的動作。以下將針對

OpenFlow Controller及 OpenFlow Switch二者

的軟體啟動方法及兩台電腦互 ping 實驗的詳

細說明。 

在 OpenFlow Controller 的部分，我們讓

Ryu 軟體開啟並執行現有已開發好的

APP(simple_switch_13.py)，如此我們就完成

OpenFlow Protocol的配置，並且也讓它具有簡

易 Switch 的功能。啟動 Ryu  Controller 的指

令 為 ―./bin/ryu-manager—verbose 

ryu/app/simple_switch_13.py‖，如圖 8，為

OpenFlow Controller正確的啟動畫面。 

 
圖 8 Ryu Controller啟動圖 

而在 OpenFlow Switch的部分，我們已經

在建置步驟 2的部分針對本環境的狀態做完善

的 配 置 ， 接 著 我 們 只 需 鍵 入 ―sudo 

/home/pi/LINC-Switch/rel/linc/bin/linc Console‖

指令就能測詴是否與 Controller 正確連接，結

果呈現如圖 9所示。 

 
圖 9 LINC Switch啟動圖 

最後，我們將兩台 PC做互 ping動作，可

以觀察到，在一開始兩者間其實並無法互丟封

包，原因是因為當封包到達 OpenFlow Switch

時，OpenFlow Switch裡的 Flow table中並無匹

配的 Flow Entry可轉發此一封包，則此封包的

轉送請求將被發送到 OpenFlow Controller，由

其進行對 OpenFlow Switch 新增轉發 Flow 

Entry的動作。最後證明本實驗以 Raspberry pi 

B+板當作 OpenFlow Switch 與 Ryu Controller

連接上是可行的。 

4.結論及未來工作 

本篇主要是以樹梅派Raspberry pi B+板安

裝 LINC Switch軟體當作 OpenFlow Switch； 

Ryu Controller軟體當作 OpenFlow Controller，

將其二者做結合並且架構一個可以實現

OpenFlow-enable SDN的實驗平台。 

在 OpenFlow Switch，主要針對本篇所提

出的架構環境，由 LINC軟體中的 Erlang語法

所編譯及配置。而在 OpenFlow Controller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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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採用現有已用 Python編譯好的.py檔當作

OpenFlow Protocol，並且在最後我們也利用兩

台電腦連上 Raspberry pi B+板成功的做出互丟

封包的動作，再再的證明此一實驗平台的可行

性。 

未來我們將會使用此一實驗平台作為基

礎架構，結合多種感測節點(Sensor)，如圖 10

所示，讓其在不同空間收集所屬的感測資訊達

到互相交換的目的。在 OpenFlow Switch方面

主要負責轉送各節點所收集的資訊。而在

OpenFlow Controller的部分，主要為制定各個

Host 所收集到的感測資訊封包流向(OpenFlow 

Protocol)，並且將感測資訊的危險程度做不同

等級的劃分，再根據其封包標頭完成判斷先後

傳輸資訊的優先權。目標在於致力做到讓危險

程度較高的感測資訊擁有最高的傳輸權力。 

 
圖 10 本實驗結合感測節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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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危險駕駛行為之無線感測平台實作 

 

 

摘要 
在現今的車載裝置是一個非常重要議

題，汽車中使用的感測器的數量不斷增加，將

所有感測器連結至一個平台上相關的電線成

本和重量也增加。如果電線可以換成一個合適

的無線技術，感測器可以與微處理器進行通

信。在行車安全這個主題至今是個大問題，本

研究實作偵測危險駕駛行為與無線感測平台

結合，實驗中使用了三軸加速度規、二氧化碳

感測器與微處理器整合,感測器與平台之間是

透過無線技術進行通信，製作出能判斷危險駕

駛的無線車載系統。 

關鍵詞：車載裝置、感測器、無線技術、行車

安全、危險駕駛 

 

Abstract 
Automotive uni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Sensors used in automobiles are increasing. 

These sensors linked to a platform-wire will not 

cost down. If the wires can be replaced with a 

suitable wireless technology, sensors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microprocessor easily. In 

this paper, we combined with wireless sensing 

platform with a three-axis acceleration sensor to 

detect the behavior of dangerous drive. Besides, 

the carbon dioxide sensor can help us to detect 

the tired driver more easily. 
Keywords: automotive, sensors, wireless 

technology, traffic safety, dangerous drive 

1. 前言 

在今日科技產業發展非常迅速的年代，科

技不斷進步不斷取代舊技術，從有線傳輸資訊

演變到無線傳輸資訊的技術時代，無線感測網

路技術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在各種產業監控

應用，如工業，衛生，環保和安全實施，如今，

此項技術也運用在車載裝置上，在安裝於車輛

的感測器越來越多，傳輸資料線材的佈置變得

更複雜困難，與成本也會隨著提升，所以無線

感測網路在於車載裝置發展無限潛能。本論文

主要於行車安全的危險駕駛偵測研究，思考如

何開發一個車載裝置偵測駕駛者的危險駕駛

行為，發出提示，提醒駕駛者避免危險，駕駛

車輛在路上，時常遇到危險駕駛的行為，諸如

急煞或是蛇行，就能減少許多事故的發生，結

合感測網路、嵌入式系統及無線網路技術

[2,3]。本研究我們以遙控車來做為模擬的車輛,

在遙控車的前輪胎定位軸上加裝三軸加速度

規(ADXL345)，以及模擬在車輛室內安裝二氧

化碳感測器(S-100H)，偵測二氧化碳的濃度，

Bluetooth 無線傳輸技術的方式，將資訊傳輸到

電腦中,並且在使用者介面視窗做顯示。 

2. 硬體介紹 

2.1 MSP430 

TI 提供 MSP4302553 超低功耗 16 位元

RISC(精簡指令集)的微處理器[4]。透過外加的

電路系統, 其應用範圍還可包含感測器系統、

獨立式 RF 感測 器、可攜式醫療裝置、溫控

裝置...等。而我們使 用到 MSP430G2553 的

核心晶片並擁有 UART、SPI 及 I2C 的傳輸

方式。 

2.2 三軸加速度規(ADXL345) 

由 ADI公司採用 MEMS 技術具有 SPI 和

I2C 數字輸出功能的三軸加速度規，具有小巧 

輕薄、低功耗及高分辨率(13bit)等特點，測量

高達±16g，它的高解析度(4 mg/LSB)的使測量

傾角的變化小於 1.0 °。可通過 SP(I 3 線或 4

線)或 I2C 通信。 

2.3 二氧化碳感測器(S-100H) 

二氧化碳感測器模組[5]的特色是最小、最

輕的模組，主要應用領域是室內空氣的品質， 

可以廣泛安裝到通風系統、爐灶、汽車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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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2C 的傳輸方式將所得資料傳到 G2553 

的核心晶片中。  

2.4 Bluetooth 模組(HC-05) 

Bluetooth 模組使用方法和一般傳統的有

線串列埠通訊完全一樣,最基本的設定有 4 個 

AT 指令，分別是測試通訊,更改名稱、鮑率及 

配對密碼。我們使用 UART 的方式與 HC-05 

通信，我們將上列兩個感測器的資料皆透過 

HC-05 傳回視窗程式。  

3. 系統架構 

本感測器平台的微處理器是採用德州儀

器的 MSP430G2553，來處理感測元件回傳的

資訊，並使用 Bluetooth 無線通訊模組進行實

作，在將資訊回傳到電腦端上的系統程式，經

由判斷式判斷後，顯示與提醒使用者和使用者

可以透過視窗介面知道自己的駕駛行為，如圖

1 所示。 

 

圖 1. 系統架構圖 

4. 系統功能 

4.1 系統流程 

傳送端 

三軸加速度規與二氧化碳感測節點，電源

開啟時，會先進行參數值初始化設定後，開始

循環的對感測器接收數值，經過資料轉換和資

訊封包封裝，透過 Bluetooth 回傳至電腦端上，

如圖 2 所示。 

 

圖 2.傳送端流程圖 

接收端  

 電腦端的系統程式開啟與感測節點的

Bluetooth 建立連線成功後，開始接收感測節點

回傳的資料，進行資料分析與切割資料區段，

系統分別判斷駕駛者的危險行為與車輛室內

二氧化碳濃度是否正常[1]，如圖 3 所示。 

 

圖 3.接收端流程圖 

4.2 3.2 感測器擺放位置 

將三軸加速度規感測節點擺放在遙控車

的前輪定位軸之上和三軸定義表示，如圖 4，

藉此偵測車輛在行駛過程的三軸變化，Z 軸是

偵測車輛前進後退的加速度數值，判斷急加速

和及剎車的危險駕駛；Y 軸是偵測車輛左右轉

的加速度數值，判斷急轉彎或者蛇行的危險駕

駛。感測節點將三軸感測器的數值透過

Bluetooth 回傳至電腦端的系統上。 

 

圖 4.三軸位置示意圖 

5. 使用者介面功能 

本專案製作使用者介面及參數值調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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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使用者透過介面知道目前的車輛動態情況

及車輛室內二氧化碳濃度；而參數值調整介面

則是提供給測試者調整判斷式的加權數值，能

夠及時調整參數數值的設定，使其駕駛者危險

駕駛行為判斷更為精準。本系統程式會自動將

接收數值上傳至伺服器的資料庫裡。 

使用者介面包括，與感測節點 Bluetooth

連線開啟與關閉、收取三軸加速度規以及二氧

化碳濃度的資料、判斷二氧化碳濃度是否過

高、判斷是否危險駕駛（急煞、蛇行）。 

如圖 5 中分為六塊功能區塊： 

1.接收三軸（X,Y,Z）與二氧化濃度碳數值的開

關 

2.車輛動態有：加速、左轉、右轉、剎車 

3.紀錄駕駛的時間與危險次數 

4.當二氧化碳濃度超過 1000ppm會顯示濃度過

高的警示，並發出聲音 

5.當達成危險駕駛的條件便會顯示該危險駕駛

的行為警示 

6.達成危險駕駛條件便會顯示 Danger 的圖示 

 

圖 5.使用者介面 1 

參數值調整介面主要分為兩個界面，第一

個介面顯示資訊部分有感測節點回傳的三軸 g

值、三軸 g 值經過加總平均值與二氧化碳濃

度，調整部分是方便測試者在測試時，對於系

統的車輛動態判斷的權重數值進行直接修

改，如圖 6。第二個介面是測試者調整系統的

駕駛者危險行為判斷式的權重數值，如圖 7。 

參數值調整介面-1 分為四個功能區塊： 

1.三軸（X,Y,Z）與二氧化碳濃度數值的顯示 

2.判斷前後左右的判斷式調整 

3.危險駕駛（蛇行、急煞）判斷條件的完成度 

4.使用者介面顯示的延遲時間 

 
圖 6. 參數值調整介面-1 

參數值調整介面-2 分為兩個功能區塊： 

1.危險駕駛─蛇行判斷式調整 

2. 危險駕駛─急煞判斷式調整 

 

圖 7 參數值調整介面-2 

6. 結論 

本研究與開發車載系統裝置，可偵測車輛

動態資訊與判斷駕駛者的駕駛行為。透過三軸

加速度規 g 值與二氧化碳感測器資料經由

Bluetooth 回傳到電腦端的系統上,程式會分析

駕駛人行為和車輛動態，判斷當下是否有危險

駕駛，以提高自己駕駛的警戒心，而二氧化碳

濃度偵測到車輛內濃度過高時，會以聲音以及

使用者介面提醒使用者打開窗戶讓濃度降

低，以避免想睡而發生意外。希望將來資訊回

傳至伺服器上，由伺服器去發布消息到附近的

車輛，通知駕駛者們迴避與提醒前方或者後方

的危險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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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ndroid 手機實作人類移動狀態辨識 

 

 
 

摘要 
在現在的社會中，智慧型手機已成為我們

生活中的一部分。在 Android 系統提供開放軟

體、三軸加速器、衛星定位系統等多種的感測

器，使得手機軟體所產生的行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lication，APP)作品越來越多元化。

現在許多人利用手機運用 APP 程式在運動

中，尤其在跑步時會利用手機聽音樂、計錄運

動軌跡、距離公里數和運動時間。在我們的方

法是利用手機的三軸加速儀讀取三軸的加速

度值，當走路、跑步和靜止的動作時，使三軸

加速器收集到數據再進一步作辨識。我們以手

機實作一套辨識動作和計算消耗熱量的方

法，可以記錄人在生活中動作，例如：走路、

跑步和靜止的狀態。 

關鍵詞：Android、三軸加速器、重力感測器、

走路辨識、跑步辨識。 
 

Abstract 
The smart phone has become a 

important tool in our life. The Android is one 
of the Operation Systems. The smart phone 
with Android is an open source and is 
embedded with three-axis accelerator, GPS 
and other sensors. Many people use mobile 
phones with APPs when they are doing 
exercises. App can be used to record the 
time, speed and distance when we are 
jogging.  In this paper, the Android phone 
with accelerometers is used to record the 
accelerations in three-axis. We analyze the 
accelerations to recognize the walking, 
running, and stationary states. The states can 
be used to compute the calories consumed. 
Keywords: Accelerometer, gravity sensors, state 
recognition.  

1. 前言  

在教育部體育署自 99 年推動「打造運動島

計畫」以來，全民參與運動人口持續增加。伴

隨著保健觀念提升與運動風氣上升，國內自願

參與運動人口逐年增長。在 103 年「運動城市

調查」結果發現，國內運動人口逐年增長，有

運動人口達 82.4%，無運動人口下降至 17.6%
，規律運動人口也提升到 33%，相較 102 年調

查之規律運動人口數 31.3%，成長了 1.7%，如

表 1 所示。 
在八成以上的運動人口中，最常從事戶外

運動，主要的運動項目以散步、慢跑、騎腳踏

車、籃球及爬山為主。散步（42.7%）、慢跑

（25.7%）、騎腳踏車（14.4%）、籃球（13.4%）、

爬山（9.9%）、健走（8.6%）等。 
 

表 1 國內運動人口分布 

年度 不運動 有運動 規律運動

92 20.0% 80.0% 12.8% 
93 17.0% 83.0% 13.1% 
94 26.8% 73.2% 15.5% 
95 23.1% 76.9% 18.8% 
96 22.4% 77.6% 20.2% 
97 19.7% 80.3% 24.2% 
98 19.5% 80.5% 24.4% 
99 19.4% 80.6% 26.1% 

100 19.2% 80.8% 27.8% 
101 18.0% 82.0% 30.4% 
102 17.9% 82.1% 31.3% 
103 17.6% 82.4% 33.0% 

 
調查中有 78%的人口表示參與運動的最

主要目的是為了健康，並透過參與運動強化個

人的健康狀況。在以前運動時候，大多數的人

並不會特別記錄或計算運動時的成效與運動

花費的時間。現在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與 APP
程式開發，可以記錄散步或跑步等運動時的運

陳冠宇  陳柏勳  柏化澤  陳勁全  胡鎮岳  黃柏鴻  廖俊鑑*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與通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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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量，並探討運動量是否達到提昇運動效率；

且平常沒有運動者，亦可以利用 APP 軟體記錄

生活上零碎的走路時間，提醒自我平時健康問

題。 
於電子科技與手機功能進步時代，在感測

器更加精確，且體積也更小和攜帶方便，如感

光感測、溫度感測、濕度感測、壓力感測、紅

外線感測、三軸加速度感測、角加速度感測、

磁力感測和陀螺儀等元件。使得感測器技術加

入手機運用越來越普及。在不同感測器藉由測

量人體動作訊號如：心跳率[1]、體溫、熱流、

耗氧量[2]；以及其他訊號如：全球定位系統提

供位移、速度等參數來提供運動之相關資訊，

方便使用者記錄運動過程分析健康資訊。手機

上三軸加速感測器可將應用在居家照護[3]、監

控家中老人或行動不便者 [4][5]、跌倒偵測

[6][7]、戶外運動、室內跑步機[8]和運動員訓

練分析[9]。可讓使用者瞭解自己每天的活動

量，以達到自我運動管理的目的[10]。 
本篇論文以手機辨識走路、跑步及靜止動

作，計算其消耗熱量的功能。我們的技術是針

對 Android 系統開發的 APP ，再以三軸加速度

感測器(tri-axial accelerometer)和三維(X、Y、Z
軸)空間所求出的向量大小，製作出所有可以記

錄的動作狀態。設計一個可以讓使用者輸入自

己的年齡層、體重和目標消耗熱量。 
此技術包含動作辨識和計算消耗熱量方式

是主要結果。利用手機內三軸加速器辨識動作

狀態[11]，以走路、跑步和靜止動作所產生的

三軸變化數據並即時儲存，以數據作為分析不

同動作並加以辨識，再以動作狀態變化計算消

耗的熱量。對於想要控制體態的人，可以參考

一天所需消耗的熱量，來設定達到目標的消耗

熱量值。因為這系統可以檢視自己每天是否有

達到一天所需運動量和消耗的熱量值。未來也

可以再加入多種感測器和動作種類，使得我們

的動作狀態跟判斷方式可以更加準確。 

2. 手機辨識技術  

2.1 技術架構 
本論文架構分三個部分，分別讀取三軸加

速器數值，計算步速，辨識動作，計算消耗熱

量，如圖 1 所示。 
 

 
圖 1 架構示意圖 

 
2.2 讀取三軸加速器數值 

三軸加速器能夠感知加速度的變化，加速

度是當物體在加速過程中作用在物體上的力

，例如晃動、跌落、上升等各種移動變化都能

被加速度值轉成電子訊號，然後經過微處理器

的運算後，就能完成辨識動作的功能。而此電

路是採用微機電系統(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MEMS)製程的三軸加速器具有體積

小、低耗電、低單價和高自主性等優點。利用

三軸加速感測器可同時偵測三個軸的運動方

向，就便利性來說，三軸加速器感測器屬於自

主性元件，不須依靠外部元件來輔助。三軸加

速感測器一般是利用微機電系統技術所製作

的感測器元件。 
 
1. 當手機螢幕向上時，Z 軸會朝上，此時三

軸的值(X，Y，Z)為(0，0，9.8)。 
 

2. 當手機螢幕向下時，Z 軸會朝下，此時三

軸的值(X，Y，Z)為(0，0，-9.8)。 
 

3. 當手機向左傾斜時，X 軸會朝上，此時三

軸的值(X，Y，Z)為(9.8，0，0)。 
 

4. 當手機向右傾斜時，X 軸會朝下，此時三

軸的值(X，Y，Z)為(-9.8，0，0)。 
 

5. 當手機向下傾斜時，Y 軸會朝上，此時三

軸的值(X，Y，Z)為(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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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手機向上傾斜時，Y 軸會朝下，此時三

軸的值(X，Y，Z)為(0，-9.8，0)。 
如圖 2 所示。 
 

 
圖 2 手機三軸加速器示意圖 

 
2.3 辨識動作 

三軸加速度感測器在動作時會產生(X、

Y、Z)三軸的數據。三軸(X、Y、Z)所產生的變

化及向量大小用來計算前一個動作和下一個

動作擺動產生的數據差異，可作為一步來計

算。 
在判定跑步、走路及靜止三個辨識動作狀

態，以步伐速度為基準值，能找出一個非常精

確數值。因此利用數據分析和研究找出這三個

動作的步伐數量變化。而步伐數量我們使用三

軸加速度感測器求出每一個動作的三軸(X、

Y、Z)向量大小。當三軸(X、Y、Z)動作變化後，

會與前一個動作做比較。步伐數量完成後，我

們用步伐數量去除以所有動作的時間求出平

均步伐速度(Step\sec.)，經由多次測試後並訂出

我們判斷的方式，以下就是我們所訂出來的步

伐速度值規則和基準值規則，如表 2，表 3 所

示。 
  

表 2 步伐速度值規則 

動作狀態 規則 

靜止 當 3 秒內的步伐速度 
小於 0.8 

走路

(Step\sec.) 
當 3 秒內的步伐速度在 

0.8 至 2.5  
跑步

(Step\sec.) 
當 3 秒內的步伐速度 

大於 2.5 
 

表 3 基準值規則 
項目 靜止 走路 跑步 

三軸加速器

(變化量) 小 中 大 

步數(三維空

間計算後) 小 中 大 

步伐速率

(Step\sec.) 
小於 0.8 0.8 至 2.5 大於 2.5

 
2.4 計算消耗熱量 

以國民健康局裡計算熱量的公式 Eq.(1)如
下式消耗熱量單位(kcal)，體重單位公斤(kg)，
運動時間單位小時(hr)。 

 
      (1)總消耗熱量=消耗熱量×體重×運動時間

 
而此公式適用於 15 至 69 歲的人處於靜止、走

路及跑步所需要消耗的運動消耗熱量是多

少，以計算消耗熱量方式可以求出現在每一個

走路、跑步及靜止動作所消耗的總熱量。在靜

止期間也是會消耗熱量的，說明人體基礎代謝

率。基礎代謝率就是指我們一整天躺著 24 小

時不動的狀態下身體最基本需要消耗的最低

熱量，所以表示就算什麼事都不做每天也最少

要吃進這些熱量，來維持身體機能最基本的運

作，每個人的基礎代謝會因為體重跟肌肉比例

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每天活動的能量有 70%來

自於基礎代謝，而如果我們另外有再吃飯、洗

澡、日常活動和運動的消耗熱量，也就是正常

人一天要消耗的熱量，如表 4 所示。 
 

表 4 運動消耗熱量 

動作狀態 消耗熱量 

靜止 1.0kcal 
走路(4km\hr) 3.1kcal 
跑步(16km\hr) 13.2kcal 

 

3. 實驗成果 

3.1 操作流程圖 
在本論文裡，我們的實驗操作流程圖，如

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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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操作流程 

 
3.2 實驗 

實驗成果分靜止、走路和跑步成果圖。顯

示內容：時間、消耗目標值、性別、體重、三

軸加速器(X、Y、Z)、步伐數量、使用時間(秒)、
步伐速度、動作狀態、消耗熱量和總消耗熱

量。如圖 4 所示。 
 

 
圖 4 實驗成果圖 

在實驗中靜止、走路和跑步的三軸變化如

圖 5 所示，每一個動作為五秒時間，縱軸為三

軸變化量(X 軸、Y 軸、Z 軸)，橫軸為時間(秒)。 
 

 
圖 5 三軸變化量 

 

4. 結論 

本論文利用 Android 系統和三軸加速感測

器，設計一套動作辨識和計算消耗熱量的軟

體。利用手機內建三軸加速感測器讀取使用者

活動時步伐速度值，分析使用者活動狀態有靜

止、走路及跑步三種狀態。使用者在計算消耗

熱量可提供個人輸入生理資訊，如性別、體重

和消耗熱量目標，可以依據使用者資訊不同來

設定不同參數與動作辨識使消耗熱量計算更

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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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lications of Internet of 

Things have brought considerable change to 

people, and transfer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is 

more fast than before. Therefore, how to set a 

specific specification makes wireless sensing 

network seamlessly connecting with the 

Internet services, and uses the existing 

Internet servi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research. In IEEE802.15.4e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TSCH), timeslots provide a 

channel allocated schedule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neighbour nodes. TSCH improves 

reli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narrow-band 

interference and multi-path fading. In this 

paper, we implementation for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for multi-hop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each hop selects the best 

quality channel in this link can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the shortest paths. 

 
Keywords— IEEE 802.15.4e,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RPL 

1. INTRODUCTION 

IEEE 802.15.4 [1] is a low-power, short-range 

wireless transmission standard which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of the low-speed 

wireless physical layer (PHY Layer) personal 

area networks and media access control layer 

(MAC Layer). The advantages of IEEE 802.15.4 

are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low cost that 

make it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 such as  Zigbee [2], 

WirelessHART [3] and 6LoWPAN [4]. The 

Zigbee is developed by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 

has been found in remote monitoring, disaster 

prevention, health care, home and other areas. 

However, the Zigbee has failed to meet the 

reli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5]. Therefore,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for low-powe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ETF upgrading IEEE 802.15.4e 

[6] standard to achieve the frequency-hopping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time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extens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verall throughput in 

th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odes must be properly scheduled. 

Therefore, a mechanism to synchronize the time 

of the Personal Area Network (PAN) is necessary.  

The IEEE 802.15.4e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TSCH) are becoming central for 

wireless industrial deployments as they are able 

to achieve 99.999% reliability [7] with minimal 

power consumption. Standards such as 

WirelessHART [8], ISA100.11a [9] and 

IEEE802.15.4e [6] are rooted in the TSCH 

medium access technique. In a TSCH network, 

nodes are synchronized, and time is split into 

time slots, each typically 10ms long. Time slots 

are grouped into a slotframe which continuously 

repeats over time.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ed a IEEE 

802.15.4e TSCH simul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IPv6 UDP transmission 

between original IEEE 802.15.4 DSSS and 

IEEE 802.15.4e TSCH in error-prone channel 

condition.  
The rest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we review some of the relevant studies 

on frequency-hopping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n Section 3, we describe the proposed 

RSSI-based RPL routing mechanism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In Section IV aims at compared 

*Corresponding author: Tsung-Ha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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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with the original IEEE 

802.15.4 and IEEE 802.15.4e TSCH in terms of 

packet delivery. Finally, we draw conclusions in 

Section 5. 

2. RELATED WORK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frequency-hopping 

communication for wireless networks include: 

improved resilience against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terference, enhanced reliability, increased 

throughput, and reduced latency [10]. In addition, 

frequency hopping is suggested to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multipath fading [11]. In this section, 

we review existing low-power multi-channel 

MAC protocols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n terms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Dae Gil 

Yoon et al [12] had mentioned IEEE 802.15.4 

and IEEE 802.11b coexistence of multi-hop 

networks. When the packet was transmitted to the 

node A, if node found to co-channel interference, 

broadcasting message packet to the surrounding 

nodes immediately, and instantly switching to 

lower interference synchronous channels for 

delivery to reduce packet loss due to interference 

caused. The literature [13] [14] is similar to [12], 

all of the above detected whether the node were 

all co-channel interference suffered, if the time 

were the same frequency interference, it was 

switched to the channel without interference to 

transmit. Literature [15] is a mention of how to 

use multiple channels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All 

above literature are analyzed heterogeneous 

network of interference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but so far, almost no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research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performance. 

Although the IEEE 802.15.4 throughout all 

areas of the application, the delay in the indust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liability, 

particularly more vulnerable in the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layer that cannot do dynamic 

channel hopping. For this reason, IEEE reference 

WirelessHART[8] and then developed a protocol 

of IEEE 802.15.4e TSCH agreement. In IEEE 

802.15.4e standard, TSCH for a high reliability 

and ultra-low power media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which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 (HART) [16] 

multi-hop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echnology 

under (WSNs), and in February 2013 to develop a 

new working group IETF 6TSCH, which aims to 

combine the IETF and IEEE MAC network 

method produces a powerful industrial 

networking protocol stack [17] [18]. 

IETF 6TSCH focused on resolving the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layer in the IEEE 802.15.4 

standard can only be performed using a single 

channel packet transmission, and generating high-

energy state of the mesh network relay router 

node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the 

IEEE 802.15.4e working group defined a more 

suitable for multi-hop network, and was 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IEEE 802.15.4-2011 [1] 

amendment. 

The distance that channel hopping needed to 

switch the channel is set to 4 in the initial section 

[19]. When interference occurs in a channel being 

used ranging from the 11th to the 26th channel of 

IEEE 802.15.4, the device can avoid WiFi 

interference by hopping as many as four channels 

from the current channel of the IEEE 

802.15.4/ZigBee network. Therefore, our 

research uses 11, 15, 19 and 23 four selected 

channels for channel-hopping. 

3. THE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In this paper,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original 

IEEE 802.15.4 single channel DSSS mechanism 

and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under 

error-prone channel condition has been analyzed. 

The IEEE 802.15.4e TSCH architecture was 

implemented based on C and Python 

programming language in th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simulator [20]. The IEEE 802.15.4 

QPSK (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 

modulation and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are implemented in PHY and MAC 

layers respectively. Both 6LoWPAN and 

Wireless Personal Network lossy network routing 

protocol (RPL)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network 

layer to achieve the seamlessly IPv6 network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ETF working group was proposed a RPL 

(IPv6 Routing Protocol for Low-Power and 

Lossy Networks) [21] routing protocol for low-

power, low computing power and memory 

constrained embedded systems in 2009. RPL are 

now widely used for IP ove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RPL is a Distance Vector IPv6 routing 

protocol for LLNs (Low-Power and Lossy 

Networks), which try to build a Destination 

Oriented Directed Acyclic Graph (DODAG) by 

using a rank value to compute the best rout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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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PL is a tree-based routing protocol and it 

will estimate a rank value for each node. This 

rank is used to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nnection which called Expected Transmission 

Count (ETX).  

According to IEEE 802.15.4e TSCH standards, 

packets transmitted between nodes can be 

managed through a precise frequency-hopping 

channel schedule to transmit packets based on a 

specific channel, and each transmission is able to 

transmit on the specific channel in different 

timeslot unit without interference with each other. 

IEEE 802.15.4e TSCH will be developed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 Co-channel interference 

with frequency-hopping mechanism. 

 
From-To Mote Channel Packet Delivery Rate 

Mote1-Mote2 

11 0.7 

15 0.72 

19 0.68 

23 0.66 

Mote2-Mote5 

11 0.72 

15 0.66 

19 0.68 

23 0.7 

Mote1-Mote3 

11 0.96 

15 0.94 

19 1 

23 0.98 

Mote3-Mote4 

11 0.94 

15 1 

19 0.98 

23 0.96 

Mote4-Mote5 

11 1 

15 0.98 

19 0.96 

23 0.94 

Table. 1 The link quality of each channel between 

links 

In this paper, a RSSI-based RPL routing 

protocol under TSCH mechanism has been 

proposed. As shown in the Table 1, we refer to 

[22] that different distances have different RSSI 

and packet delivery rate. The proposed RSSI-

based RPL TSCH routing protocol can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using the shortest 

paths due to each hop will selects the best quality 

of radio channel by using the multi-channel 

estimate rank values in each node.  

The multi-channel estimate rank value called 

MC_RSSI is important to select the best quality 

of radio channel routing mechanism of RPL. The 

original ETX did not consider the lower RSSI 

path may cause packet often drops. The higher 

RSSI link can promote packet arrive ratio to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throughput.  

4. SIMULATION RESULTS 

We have compared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with the original IEEE 802.15.4 and IEEE 

802.15.4e TSCH in terms of packet delivery ratio. 

Figure 1 shows the network topology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One thousand of 127 bytes 

IPv6/UDP packets are transmitted from node 5 to 

node 1 with varied radio channel quality between 

IEEE 802.15.4 DSSS and IEEE 802.15.4e TSCH 

respectively.  

 

Figure. 1 The simulated network topology  

 

 
Figure. 2 Average Packet Delivery Rate 

 

Figure 2 show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oretical values and actual simulation results 

that against the best path selection in the IEEE 

802.15.4 DSSS and IEEE 802.15.4e TSCH. The 

average Packet Delivery Rate (PDR) of nodes in 

the IEEE 802.15.4 DSSS are 88%, 89.8%, 

92.08%, and 86.2% corresponding to channel 11, 

15, 19 and 23 respectively. The theoretical PDR 

of each channel are 90.24%, 92.12%, 94.08% and 

88.44% for channel 11, 15, 19, 23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PDR of nodes between actual 

simulation result and theoretical value in the 

IEEE 802.15.4e TSCH are 98.1% and 1. It should 

be realized that the IEEE 802.15.4e TSCH has 

higher PDR than the original IEEE 8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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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Average Numbers of Forwarded 

Packets 

 

Figure 3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numbers of forwarded packets for each hop 

between the IEEE 802.15.4 DSSS and IEEE 

802.15.4e TSCH scenarios. The average numbers 

of Forwarded packets from mote5 to mote4 are 

979, 963, 951, 815, and 992 for channel 11, 15, 

19, 23 and TSCH respectively. In the case that 

from mote4 to mote3, the average numbers of 

forwarded packets are 916, 958, 931, 878, and 

987, and from mote3 to mote1 is 880, 898, 929, 

862, and 981,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verage numbers of forwarded packets in the 

IEEE 802.15.4e TSCH is higher than the original 

IEEE 802.15.4. 

From abov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IEEE 

802.15.4e TSCH can select the best quality of 

radio channel for each hop of RPL routing 

protocol. The channel with higher RSSI can 

promote packet arrive ratio to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throughput. 

5.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original 

IEEE 802.15.4 single channel DSSS mechanism 

and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under 

error-prone channel condition has been analyzed. 

The IEEE 802.15.4e TSCH architecture was 

implemented based on C and Python 

programming language in th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simulator. The multi-channel estimate 

rank value called MC_RSSI is proposed to select 

the best quality of radio channel routing 

mechanism of RPL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The TSCH RPL routing protocol will select the 

higher RSSI channel of route-path to achieve  

better packet arrive ratio to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throughput. In future studies, we 

will implement the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into the actual experimental platform, 

and the actual experimental tests to analyze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6LoWPAN with 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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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於實現於實現於實現於 FPGA 之手機門禁暨家電整合控制系統之手機門禁暨家電整合控制系統之手機門禁暨家電整合控制系統之手機門禁暨家電整合控制系統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相信很多人曾有過相同的經驗：出門忘了

帶鑰匙回家時開不了門，在床上用力滑手機卻

不願下床關電燈。這不能全怪人類的笨和懶，

或許是科技對人類的服務尚不夠貼心所致。通

訊與網路世代的來臨，幾乎每個人都會隨身攜

帶智慧型手機，很多家庭也都有裝置 WiFi 
AP。因此本作品以 FPGA平台結合現有的智慧

型手機與 WiFi AP，完成一以手機為操作介面

的門禁門鎖與家電電源的控制系統。基於

FPGA 開發板之軟硬體功能可再大幅擴充的前

提下，未來可再加入影像辨識與防盜警報等機

制。設計成熟後控制晶片能改以 ASIC 實現，

可以有效降低製造成本與電源消耗。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現場可編輯邏輯閘陣列；門禁控制；

智慧家庭 
 

Abstract 
Many people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s that 

leaving key in house and unwilling getting out 
bed to turn off the room light. In this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generation, smart-phone is 
carried by even each person. Besides, WiFi AP is 
commonly equipped in most houses. Accordingly, 
this project combined the smart-phone and WiFi 
AP to implement a door entry and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PGA 
flexibility in bo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s. Functionalities of audio and video 
functions and burglar alarm will be added into 
this system. Instead of FPGA, an ASIC 
implementation can furthermore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save the power consumption. 

 

Keywords: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Entrance Control; Smart Home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現實生活中手持式通訊裝置已逐漸且普遍

地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嵌入式系統架

構則主要圍繞 32位元 RISC處理器，多核心架

構、整合週邊以及可配置處理等方面的發展，

以快速適應不斷變化的應用要求。對嵌入式

CPU 核心市場來說，近年來興起的可重規劃

(Re-Configurable)現 場 可 編 輯 邏 輯 閘 陣 列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軟核心

技術，如 ALTERA NIOS II [1]，已逐漸受到市

場的關注。對於需要大量數據運算以及標準不

斷演進的新興消費性電子產品來說，可配置與

規畫之軟式核心確實有其優勢，並預期此一市

場將能夠持續成長。另外 32 位元的嵌入式處

理器 [1]則可利用 C/C++來進行應用程式開

發，例如 NIOS II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 [2]。此外越來越多的嵌入式作業系統都

提供現成的驅動程式和軟體庫，使軟體開發人

員能夠集中於應用本身的開發，提高了嵌入式

軟體的生產力。 
以可持式裝置進行整合式「智慧家庭整合

控制」是未來居家控制系統發展的趨勢。因此

本論文結合「家電控制」與「物聯網」兩者功

能後，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平板或智慧型手

錶，來控制家中的電視、電燈、冷氣、冰箱、

監視器等，以達到智慧控制，節能環保的目

的。隨著時間的推進，智慧居家生活已確定成

為未來發展的趨勢。整合式「智慧家庭整合控

制系統」具有功能完整與降低成本等有利於商

業銷售的優勢。據我們所知，本論文作品是第

一個以手機經由「WiFi-AP」連接「FPGA開發

板」再間接控制門鎖所完成的「門禁系統」，

不僅於此，我們亦於同一 FPGA開發板上實現

「家電控制」功能，使其具有智慧家庭「整合

控制」系統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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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相較於以往各自獨立的門鎖與家電控制功

能，其設備(例如門禁卡，遙控器，與接收器)
經常重複配置且操作各異。目前智慧型手機已

相當普遍，以智慧型手機進行未來家庭設備的

整合式控制具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如圖 1 
[3])。目前家庭設備如電腦，印表機，監視器，

投影機，電視機，甚至於電冰箱皆已有提供

WiFi (無線區域網路)或 Ethernet (有線區域網

路)之聯網功能。另外因為連接網際網路之需

求，因此家庭通常已購置 WiFi-AP，其市售價

格亦相當低廉(約 NT$500 左右)。因此比較於

其他的無線區域/個人網路的技術(例如藍芽，

ZigBee)，以整合的角度而言 WiFi 或 WiFi + 
Ethernet的網路架構，具有主流與主導之地

位。Samsung Smart Home [4]的智慧家庭介紹內

容中亦陳述相同之概念。對於此發展趨勢，本

論文提出了我們對於「智慧家庭整合控制」具

體實踐的做法。 

 

 
 

圖 1 Samsung Smart Home "Always On, 
Connected Home" 

 

2.1 運用科技帶來更多生活的便利性運用科技帶來更多生活的便利性運用科技帶來更多生活的便利性運用科技帶來更多生活的便利性 
『手機當鑰匙，也是遙控器』。現今社會智

慧型手機男女老少人手一支，外出時幾乎都會

隨身攜帶。據此觀察，我們想到以手機取代鑰

匙，只需透過無線連線室內網路閘道器，輸入

門禁密碼後即可開啟大門/客房的門鎖。不僅於

此，本論文實現防盜警報與家電用品開關之控

制，運用科技以增加生活的便利性。其使用情

境如圖 2所示。 

 

 
 

圖 2智慧家庭整合控制系統使用情境 

 

2.2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產品與技術產品與技術產品與技術產品與技術 
市面上普遍使用門禁卡以 RFID[5][6]感應

的方式實現無線門鎖系統，近年來亦有運用手

機之藍芽[7]、NFC[8]等無線傳輸機制所實現的

作品，以上作法大多利用 RFID卡/手機對於門

鎖進行直接控制。明顯地使用 RFID 卡需要額

外的費用進行卡片的購置與複製。另外出門在

外卡片的攜帶亦是一種額外的負擔。使用手機

內建的藍芽/NFC功能進行門禁管制(如圖 3 [9])
可免除 RFID 卡片的成本與攜帶的問題。但是

藍芽/NFC 在發送端(Reader)與接收端(Tag)要
相輔相成，亦即門鎖上亦需要具備藍芽接收或

RFID 卡片讀取之能力與功能。另外若需要進

行遠端的人員帳號管理與出入紀錄，對於後台

伺服器之支援亦需要再次經由 WiFi ( 或 
Ethernet)進行連接。於門鎖之上重複配置藍芽

與 WiFi 無線接收與傳送模組將造成製造成本

與電源消耗的增加。 

 

 
 

圖 3以手機 NFC功能進行門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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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與架構方法與架構方法與架構方法與架構 
本章節說明我們所提出的智慧家庭整合控

制之系統架構，其中包含之軟硬體控制將分述

於下列章節之中。 

 

3.1 系統整體架構系統整體架構系統整體架構系統整體架構 
如圖 4 所示，本系統包含一使用者控制介

面，該介面可為一手機 APP或網頁瀏覽器。手

機經由無線接取(WiFi；IEEE 802.11標準)室內

之 WiFi-AP，將控制訊息傳遞至 FPGA嵌入式

系統板。該系統板將接收到之控制訊息經過軟

硬體的運算處理後，透過繼電器電源模組進行

門鎖與家電的開關控制。已完成之功能整理如

下： 

 

門門門門鎖控制鎖控制鎖控制鎖控制：：：：使用者於手機輸入正確密碼，門鎖

可自動開啟。 

密碼密碼密碼密碼保密保密保密保密：：：：允許使用者可先輸入舊密碼確認

後，再變更新密碼。 

侵入侵入侵入侵入警報警報警報警報：：：：當紅外線偵測到外部非法侵入時，

可自行啟動警報系統。 

家電控制家電控制家電控制家電控制：：：：使用者可以使用手機遙控家電的開

啟與關閉。 

 

 
 

圖 4系統整體架構圖 

 
3.2 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系統系統系統系統開發板開發板開發板開發板 

如圖 5所示，「智慧家庭整合控制系統」所

使用的嵌入式系統開發板為 Altera DE2-115。
為一個整合式的 FPGA架構，包含、軟式核心

32 位元的嵌入式處理器(NIOS II)以及其他硬

式核心的硬體加速 IP，可提高設計的重複使用

性；預估此類型元件在今後 10 年中將會得到

廣泛應用，為系統設計人員提供更多的選擇。 

 

 
 

圖 5 Altera DE2-115嵌入式系統開發板 

 
3.3 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硬硬硬硬體架構體架構體架構體架構 

如圖 6所示，「智慧家庭整合控制系統」嵌

入式系統硬體架構包含之功能分述如下： 

 

NiosII：：：：嵌入式微處理器 

Timer：：：：時間記錄與計時 

LCD/SEG7：：：：控制訊息顯示 

Memory：：：：軟體執行時資料暫存使用 

Flash：：：：存放作業系統/裝置驅動程式/伺服軟體 

USB/PS2：：：：人機控制輸入介面 

PIO Controller：：：：使用者擴充介面 

 

 
 

圖 6嵌入式平台硬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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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軟軟軟軟體架構體架構體架構體架構 
如圖 7所示，「智慧家庭整合控制系統」嵌

入式系統軟體架構包含之功能分述如下： 

 

 
 

圖 7嵌入式平台軟體架構 

 

手機控制頁面手機控制頁面手機控制頁面手機控制頁面：：：：使用者介面與控制函式呼叫 

伺服軟體伺服軟體伺服軟體伺服軟體：：：：介面語法處理與控制訊息轉送 

網路協定軟體網路協定軟體網路協定軟體網路協定軟體：：：：使用 TCP/IP以連接網際網路 

硬體控制介面硬體控制介面硬體控制介面硬體控制介面：：：：負責 LCD、SEG7、PIO控制 

裝置驅動程式裝置驅動程式裝置驅動程式裝置驅動程式：：：：負責乙太網路、USB接取控制 

作業系統作業系統作業系統作業系統：：：：使用 MicoC/OS-II  

 

3.5 電源控制電路版電源控制電路版電源控制電路版電源控制電路版 
如圖 8所示，「智慧家庭整合控制系統」使

用自行開發之電源控制模組電路版，立即可用

在現實環境之中，安裝於配電箱之內，經原有

的電源管路，控制家電電源。此控制模組大量

以印刷電路板生產後，成本可再有效降低。 

 

 
 

圖 8電源控制電路版 

 

 

電源控制電路版與嵌入式平台 FPAG晶片

之連接電路如圖 9所示： 

 

 
 

圖 9系統電路圖 

 
3.6 系統開發環境系統開發環境系統開發環境系統開發環境 
軟體軟體軟體軟體：：：：Quartus II Web Edition 13.0.1.232、 

 Nios II EDS 13.0.1.232 

硬體硬體硬體硬體：：：：Altera DE2-115 FPGA開發板、電源控制

電路模組 

 

4.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測試方法測試方法測試方法測試方法 
本系統測試方法分別就 1.門鎖控制(圖

10)，2.密碼更換(圖 11)，與 3.家電控制(圖 12) 
以進行相關功能之操作驗證，其測試程序圖示

說明如下： 

 
圖 10系統測試 - 門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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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系統測試 - 密碼更換 

 
 

 
圖 12系統測試 - 家電控制 

 
 
 
 

5.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操作實例操作實例操作實例操作實例 
本章節以實例說明我們所提出的智慧家庭

整合控制之操作，圖示及說明如下： 

 

5.1 以以以以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APP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如圖 13所示，使用者利用手機 APP進入

本系統操作頁面，於 Entrance Control – 
Password 欄位輸入正確密碼後門鎖即自動開

啟(圖 14)。 

 

 
 

圖 13手機 APP操作畫面 

 

 

 
 

圖 14於門板內側上方門鎖解除之畫面 

 
當開鎖密碼連續輸入錯誤 3 次，警報聲將

會響起，LCD 螢幕顯示警告訊息。重新輸入正

確密碼後，警報聲解除(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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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於 LCD 上密碼錯誤 3次之警告訊息 

 
在 Electronic Control – Lamp或 Fan之欄位

可控制電燈與電扇的開啟與關閉(圖 16) 

    

 
 

圖 16電燈與電扇之開啟與關閉 

 

6.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除家電控制之外，本論文以手機結合

WiFi-AP的門禁系統為其主要特點整理如下： 

 

便利便利便利便利：：：：相信每個人都有出門忘記帶鑰匙，回家

無法進門的經驗。以後外出只需攜帶手

機即可，免去煩人的鑰匙與磁卡。即使

忘記攜帶手機，也可與他人借用手機或

筆電開啟門鎖。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門禁密碼可自行更改，可使用長度最多

可為 20 個英文或數字混和的字元，門

禁密碼結合 WiFi-AP WPA2 加密機制

後，內容幾乎無法被竊聽破解，擁有極

佳的防盜效果。 

防盜防盜防盜防盜：：：：當密碼輸入錯誤或以紅外線感測到外力

入侵時，搭配警報器以喝止宵小不法之

舉動，能有效提高居家的安全性。 

 

 

 

相較於以往各自獨立的門鎖與家電控制功

能，我們使用原有的設備如(WiFi-AP 與智慧型

手機)資源以降低增設器材的成本。所開發之

FPGA嵌入式系統，其功能所需的 FPGA成本

僅約 6美金，對於整體系統生產所佔的成本比

例不大。使用 FPGA所開發的產品具有另一絕

對的優勢，即是當產品需要大量商品化時，同

一設計能改以 ASIC 實現，可進一步有效降低

其製造成本與產品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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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ZigBee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and Internet of Things domains 

exert a new challenge for operating ZigBee in a Wi-Fi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The Co-channel interference 

problem in these two wireless technologies affect the 

functionality of Zigbee as it may cause a high packet 

error rate and loss in the throughput.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coexistence problem between Wi-Fi and Zigbee 

protocols in the ISM 2.4 GHz band. The IEEE802.15.4e 

TSCH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has been 

implemented to the TI CC2538 microcontroller test-bed 

to observe the IPv6/UDP throughput for 6LoWPAN 

standard under IEEE 802.15.4e in Wi-Fi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Keywords—IEEE 802.15.4e, Co-channel 

interference, Time Slotted Channel Hopping 

1. INTRODUCTION 

The IEEE 802.15.4 protocol [1], is 

increasingly replacing the existing wired 

technology in a wide range of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cations [2]. The frequency band of IEEE 

802.15.4 networks typically operate in 2.4GHz 

ISM band (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 

Frequency range of 2.400 ~ 2.4835 Mhz). The 

2.4GHz ISM band is also used by popular IEEE 

802.11 (WiFi) networks [3] as well. An overlap 

between the channels used by IEEE 802.15.4 and 

IEEE 802.11b/g networks may impact both 

operation.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IEEE 

802.15.4 since it is a low power protocol using a 

small channel width compared to the transmitted 

power levels and channel width used by IEEE 

802.11. However, there is a channel overlapping 

between IEEE 802.15.4e [4] and IEEE 

802.15.11b/g and exist a part of same channel.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how can these two network 

communication exist in same band. 

The rest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we review some of the relevant 

studies on coexistence of Wi-Fi and ZigBee 

exert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operating the two 

wireless technologies in the 2.4 GHz unlicensed 

band. In Section 3, we describe our IEEE 

802.15.4 DSSS [1] and IEEE 802.15.4e test-bed. 

In Section IV aims at compared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with the IEEE 802.15.4 DSSS and 

IEEE 802.15.4e TSCH [4] in terms of packet 

delivery. Finally, we draw conclusions in Section 

5. 

2. RELATED WORKS 

The coexistence of Wi-Fi and ZigBee exert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operating the two wireless 

technologies in the 2.4 GHz unlicensed band, and 

there are necessary to design a new mechanism to 

reduce the co-channel interference. The 

procedure in heterogeneous wireless network 

environmen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Physical layer (PHY) and Media access control 

layer (MAC) may impact of different levels in a 

wireless network system. Thus, understanding 

and modeling co-channel interference in thes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re essential to study. 

For instance, Wi-Fi, Zigbee and Bluetooth. 

In [5], author propose a predictive channel 

scanning and switching (PCSS) algorithm for the 

coexistence of IEEE 802.15.4 and Wi-Fi to avoid 

interference in Wi-Fi environment. In PCSS 

algorithm that based on IEEE 802.15.4e-2012 

multi-channel communication network, each 

device rapidly senses the interference and switch 

the channel to avoid interference.  

Figure 9 The Number of Received UDP 

Packets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with the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Corresponding author: Tsung-Ha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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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 IEEE 802.11b/g and IEEE 802.15.4 Overlapping Channels in 2.4GHz ISM Band 

 

In [6], author propose their novel and effective 

Interference Aware Adaptive Clear Channel 

Assessment (IAACCA) technique to 

countermeasure the presence of interference with 

consequence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packet transmission between Zigbee nodes. And 

they get the result via actual implementation. 

In [7], authors use the transmission power 

control (TPC) can help address industrial issue 

concerning energy consumption, interference and 

fading. This paper presents a TPC algorithm 

designed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In [8], another method to mitigation packet 

error rate is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FEC).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bit and symbol-

level analysis of IEEE 802.15.4 transmission 

errors in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Simultaneously, 

they present an error traces obtained in the 

experiments stem from two factors: multipath 

fading and attenuation (MFA) and IEEE 802.11 

interference. By Reed-Solomon block code to 

investigate the implications of bit-error nature on 

practical aspects of channel coding and 

interleaving. 

Finally, in [8], the paper indicate 

synchronization in IEEE 802.15.4e for node to 

ensure the channel condition. Authors were 

implemented an adaptive synchronization in 

IEEE 802.15.4e networks base on the OpenWSN 

[9] protocol stack. 

In this paper, a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is proposed to ensure the 6LoWPAN 

end-to-end throughput in IEEE 802.15.4e TSCH 

mode. The sending node can hopping to selected 

channel for packet transmission to reduce the co-

channel interference from Wi-Fi.  

3. THE IMPLEMENTATION OF IEEE 

802.15.4E TSCH  

In this paper, the proposed experiment 

environment base on TI CC2538 [10] 

microcontroller system to implement the IEEE 

802.15.4 DSSS and the IEEE 802.15.4e TSCH 

standards. 

3.1. Channel Planning 

The channel planning is the key issue when 

deploying IEEE 802.15.4 and IEEE 802.11 b/g 

networks in a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Fig. 1 

shows the overlapping band in IEEE 802.11 and 

IEEE 802.15.4. The IEEE 802.15.4 has 16 non-

overlapping channels from 2.405 GHz to 2.480 

GHz, which are 2 MHz wide and 5 MHz apart. 

The four selected IEEE 802.15.4 channels (15, 20, 

25 and 26) can fit into the often-used and non-

overlapping 802.11b/g channels (1, 6, 11) to 

reduce the co-channel interference. Figure 2 

shows the experiment environment. 

Figure 3 shows the network topology in the 

proposed experimental text-bed. Three IEEE 

802.11 b/g routers to work with (utilizing 1, 6, 

and 11) to perform throughput testing on our 

6LoWPAN network to determine the IPv6/UDP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in IEEE 802.15.4 

DSSS and IEEE 802.15.4e TSCH standards.  

 
Figure 2 The experiment environment in 2.4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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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network topology for the proposed test-

bed 

3.2 Experiment Scenario 1: The IEEE 

802.15.4 DSSS in the IEEE 802.11 Co-

channel Interference 

The IEEE 802.11 is working in channel 6, and 

1000 6LoWPAN packet (with one second interval) 

in channel 17 for IEEE 802.15.4 DSSS were 

transmitted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co-channel 

interference in a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The 

channel energy power of environment is 

measured by the RF Exploer[11]. Figure 4 shows 

the spectrum average energy power in 2.4 GHz 

frequency band. 

 

 
Figure 4 WiFi Ch6 energy power in 2.4 GHz 

3.3 Experiment Scenario 2: The IEEE 

802.15.4e TSCH in the IEEE 802.11 Co-

channel Interference 

In this experiment scenario, the IEEE 

802.15.4e TSCH mechanism has been 

implemented to measure the packet delivery rate 

in a Wi-Fi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The TSCH 

mechanism divides the time space into an 

absolute slot number (ASN) of discrete slots. 

Each slots thus randomly take place in random 

channels from 11 to 26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interference. Figure 5 shows the ASN offset in 

TSCH mechanism from channel 11 to channel 26. 

 

 
Figure 5 The Channel in IEEE 802.15.4e TSCH 

3.4 Experiment Scenario 3: IEEE 

802.15.4e TSCH with the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In this scenario, a coexistence channel-

hopping mechanism is proposed to ensure the 

6LoWPAN end-to-end throughput in IEEE 

802.15.4e TSCH mode. In IEEE 802.11, channels 

1, 6 and 11 are traditionally used to avoid 

overlapping channels. IEEE 802.15.4 uses the 16 

channels across the frequency range with 2 MHz 

width from channel 11(2.405 GHz) to channel 26 

(2.480 GHz). To avoid the most used WiFi 

channels (1, 6 and 11), we try to use channel 15, 

20, 25, 26 for TSCH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Figure 6 shows the proposed ASN offset in 

TSCH mechanism. However, the selected 

channels in TSCH mechanism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overlapping channels between 

IEEE 802.11 and IEEE 802.15.4 in a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Figure 6 The proposed ASN offset in TSCH 

mechanism 

4. EXPERIMENT RESULTS 

Figure 7 indicate what the throughput is for the 

original IEEE 802.15.4 DSSS transmitter set to 

continuously send data on channel 17.  The result 

shows that only 48.2% packet delivery rate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due to the 

poor channel condition. 

 

 
Figure 7 The Packet Delivery Rate for the IEEE 

802.15.4 DSSS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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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shows the result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on channels (1, 6 and 11). The IEEE 

802.15.4e TSCH transmitter set to continuously 

send 1000 UDP packets on random channel 

number from channel 11 to channel 26.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annel 12, 13, 17, 18, 22 and 23 are 

poor channels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on channel 1, 6 and 11, and average 

packet delivery rate is only 71.7%. 

 

 
Figure 8 The Packet Delivery Rate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Figure 9 shows the result for the number of 

received UDP packets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with the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in the IEEE 802.11 co-channel 

interference. The channel 15, 20, 25, and 26 are 

selected for the proposed 802.15.4e TSCH with 

the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The total packet delivery rate in channel 15, 20, 

25 and 26 is 98.1%. 

 

 
Figure 9 The Number of Received UDP Packets for 

the IEEE 802.15.4e TSCH with the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in the IEEE 802.11 Co-

channel Interference 

 

Figure 10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Packet 

delivery rate between IEEE 802.15.4 DSSS, 

IEEE 802.15.4e TSCH and the proposed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The 

result shows a better packet delivery rate 98.1% 

due to these channels are of negligible 

interference. 

 

 
Figure 10 The Comparision of Packet Delivery Rate 

between IEEE 802.15.4 DSSS, IEEE 802.15.4e TSCH 

and the proposed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5.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 

In this paper, an experiment environment base 

on TI CC2538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s 

implemented to investigate the coexistence 

problem between Wi-Fi and Zigbee protocols in 

the ISM 2.4 GHz band. In addition, a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has been proposed 

to ensure the 6LoWPAN end-to-end throughput 

in IEEE 802.15.4e TSCH mode. The result shows 

a better packet delivery rate 98.1% form the 

proposed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In future works, we plan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Coexistence Channel-hopping 

Mechanism in error-prone channel condition. The 

IEEE 802.15.4e TSCH will select a proper 

channel dynamically based on the channel 

condition to reduce the frame error rate (FER) in 

error-prone channe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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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舞蹈教學對肢體動作要求很講究，教

師常常花很多時間在教學上做特別指導，

而學生也要花更多時間來反覆練習。在 4G
行動寬頻時代，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已

成趨勢。學校舞蹈課程需要一個舞蹈學習

網站以提升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成效。為

克服時間跟空間上的限制，本研究建構一

個以網頁為基礎的互動式多媒體舞蹈課程

學習網站，提供舞蹈教師編輯錄製舞蹈教

材及評論學生作業影片，學生可以隨時觀

看教師示範影片，也能透過網站錄製、繳

交作業影片及問題討論。最後與嘉義縣某

國中舞蹈班合作，為其師生開發一個實用

的舞蹈學習網站。啟用至今，發現學生學

習成效明顯有改善，而且師生使用網站意

願與學生學習動機都有提高，顯示本研究

目標達成，未來會導入更多科目作教學應

用。 
 
關鍵字：舞蹈教學、資訊融入教學、協作

平台、ADDIE、雲端運算 

 

Abstract 

Dance teaching very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physical action. Teachers 
often spend a lot of time to do especially in 
the teaching guide while students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to repeatedly practice. In 
the 4G mobile broadband er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trend in teaching. 
School dance lessons need a dance learning 
website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with spac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web-based 
interactive multimedia curriculum learning 
website which provides dance teachers to 
edit or to record dance materials and student 

homework film reviews. Students can watch 
demonstration videos of teachers, but also 
through the website recording, delivering 
films and question discussion. Finally, we 
cooperated with a junior high school dance 
classes in Chiayi County to develop a dance 
learning websit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 fou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both the will 
of using the site an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have increased to reach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e will import more subjects for teaching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 Dance teaching, Teach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platform, ADDIE, Cloud computing. 
 

1. 前言 

    民國九十年起九年一貫課程，十大基

本能力，其中四項與舞蹈教育有關[9]，學

校教育中舞蹈藝術是不可欠缺的。在教學

活動時，將自我看法、想像、情感等無拘

束地表現出來；經由舞蹈教學活動，而獲

取肢體語言的舞蹈能力[13]。我國現行之

「藝術教育法」[17]自立法院於民國 86 年

二月三讀通過並於同年三月公佈施行後，

使得原本在體育課程中的舞蹈教育，可在

另一個領域來執行教學，因此舞蹈教育對

於藝術教育法通過而言，是今後發展舞蹈

藝術極為重要的開始[5]。民國 86 年起，

教育部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以 e
世代人才培育為目標，並訂定活用資訊科

技[18]、激發創意思維、共享數位資源和

保障數位機會等核心理念。國民中小學在

資訊科技的基礎建設配合九年一貫課程的

教育改革以及國家擴大內需計畫的進行

下，使得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因外在支援而

讓設備完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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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7 年起，每年全國中等學生舞蹈

比賽，嘉義縣立中埔國民中學(簡稱埔中)
學生表現傑出。民國 99 學年起，埔中成立

嘉義縣第一個舞蹈類的藝術才能班。目前

表演藝術課程教學正常化，在不同階段的

學習中，多自編舞蹈相關教材，提供學生

認識瞭解各式各樣的舞蹈。根據舞蹈教師

以往教學經驗及學生表現，學生對於舞蹈

的認識可藉由技巧動作認知及模仿學習的

階段學習。但學生常常在課後練習舞蹈動

作時遇到問題而不知如何糾正，以錯誤動

作舞動而不知。為了增進學生課後方便學

習，本文作者決定開發一個舞蹈學習網

站，供學生在課後練習時遇到問題可及時

解答舞蹈相關問題。以 Google 協作平台為

工具，應用模組整合技術開發一個舞蹈學

習網站，具有讓使用者便利操作使用、資

訊融入舞蹈學習應用、老師可利用非同步

方式回應學生問題等。 

    本文期望建構一個非同步舞蹈學習網

站，將上課活動分成動態與靜態紀錄，上

傳至平台，提供學生隨時可以點閱、觀摩

與學習。此外該平台也能連結各種舞蹈網

站，提供各式各樣與舞蹈相關的演出訊息

或是表演，與課堂中所學的舞步做印證，

開拓學生的視野。這一套能與課程接軌的

舞蹈學習網站，應用在國中舞蹈技巧教

學。透過行動網路之實務操作過程，不斷

反思與修正教學網站，協助學生能了解動

作經驗、開發身體覺察能力，並以創新教

學模式，進一步提供從事相關領域教學者

參考。 

2. 相關技術探討 
2.1 Google 協作平台 

    Google 協作平台是種網站設計雲端

服務，可讓使用者共同編輯，且很快地將

各種資訊整合在一處而共用。網頁並以樹

狀方式呈現，從開始頁面製作只要按一下

按鈕即可建立新的子網頁，有網頁、通告、

檔案櫃這些頁面類型功能可供選擇，子網

頁功能可以製作子網頁，並使用 Google 
Apps、插入圖片、文字、簡報、試算表及

各式各樣的編輯[11]。每個人都可以免費

申請 Google Sites，只要使用 Gmail 就可自

己建立 Google Sites 帳號，建立的網站是

託管在 Google 伺服器上，使用者不須投入

過多經費時間在網站安全防護及建站管

理，每個頁面也可依需求給予使用者適當

權限和公開程度，協作平台擁有者可以指

定網站是否公開[14, 26]。 

2.2 雲端運算 

    依據美國國家標準局（NIST）的雲端

定義[27]，雲端運算分為 3 種服務模式、4
種佈署模式組成，有 5 個基本特徵。三種

服務模式指的是 SaaS、PaaS 及 IaaS。軟

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簡稱

SaaS），提供一個完整的網路應用程式作為

服務，透過網際網路提供軟體應用的服務

是近年來雲端服務導向，以租用方式提供

顧客 Web 應用軟體，而非購買方式。該服

務使用者不需下載安裝任何程式套件，可

利用瀏覽器直接存取雲端所提供的應用程

式及功能服務[2]。相關SaaS服務有Google 
Apps 與 Saleforce.com，應用 P2P 則有

Skype、趨勢科技雲端掃毒，以及 Twitter、
YouTube、Facebook 等 Web 應用程式服務

[25]。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簡稱 PaaS），提供一個資訊應用程式開發

的環境平台，把提供的開發工具如 Java、
Python、.Net、XOOPS 等加以整合成開發

程式環境，於 PaaS 供應商提供的雲端，藉

由上傳介面或API服務將程式傳送至PaaS
供應商的雲端設備，主要依賴雲端資源基

礎設施。常用服務包含 Microsoft Azure、
Google Engine、Google Custom Search、
Amazon SimpleDB 等[24]。基礎設施即服

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 IaaS)是
指雲端基礎架構，將處理器、儲存設備、

網路設備轉化成標準化服務，提供處理器

設備、儲存設備、網路設備租用等[23]。
提 供 IaaS 設 備 有 Google 、 IBM 、

Amazon[21]。 

    四種佈署模式是指(1)私有雲、(2)社群

雲、(3)公有雲及(4)混合雲。私有雲端是由

組織內部獨立建置共享資源的雲端服務，

主要是存放組織內部任何資料以及組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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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機密性高的資料，防範資料外流而打

造，即是私有雲的型態，可以快速安全的

提供服務。社群雲端係指將組織與組織的

雲端服務結合，數個組織因共同利益考量

所建構者，彼此做資源分享，比較適合學

術研究單位使用。公用雲是指全球一起共

用某一個雲端服務廠商的資源，例如

Google，大多使用於資料機密性低或是中

小企業做應用服務。混合雲端指混合了私

有雲、社群雲、公有雲的雲端服務特性，

主要是應用新的雲端技術做標準化，將資

料與應用程式在不同平台之間的做連結。 

2.3 相關文獻探討 

黃雅芬提出的論文「利用 Google 協作

平台建置補救教學管理系統」[12]，開發

某國小補救教學管理系統，利用 Google
協作平台架設補救教學平台，每層分頁都

可設定不同權限，讓特定使用者看到特定

分頁。此平台操作對使用者是方便簡單

的，在安全性來說，會比自己架設還來的

安全。但此論文說 Google 協作平台空間使

用只有 100MB 及單一檔案有 10MB 限

制，然而本文作者實驗結果卻不同，說明

如下。 

Google協作平台有綁定網址就給 10G
讓平台使用者使用，可結合 Google 雲端硬

碟及文件、相本使用，一個帳號有 15G 空

間使用，假設協同合作編輯者有 10 位教

師，就會有 150G 空間可以用，可分類分

區共享方式，使空間使用活化，解決平台

空間不足問題。此外 Google 雲端硬碟可存

一個 1G 以上檔案，包含文件相片影音及

ISO 檔，Google 協作平台可嵌入雲端硬碟

解決單一檔案 10MB 限制。Google 協作平

台可嵌入 YouTube 影片，影片上傳是無空

間限制及單一檔案時間長度可超過 1 小

時。 

2.4 資訊融入教學 

資訊融入教學可視為是一種教學型態

或策略，是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ide 
instruction，CAI)[15]的延伸，隨著資訊電

腦、網路與資訊科技媒體的發展，資訊科

技 融 入 教 學 （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Instruction）又稱資訊融入

教學，是指將課程、教材以及教學以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當中，此想法是將資訊科技

成為教學與學習輔助工具，例如：影像、

聲音、網際網路等資訊科技作為學習輔助

的媒介，資訊科技應用主要是促進教學成

效讓學習多元化，而如何融入課程教學還

是教學上努力目標[1]。 

2.5 ADDIE 課程設計 
    ADDIE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是一個教學系

統設計，提供教學者一個程序，以確認教

學內容有效性，並檢討教學設計是否應該

連續或形成回饋，同時激發教學材料的想

法[20]。ADDIE 教學設計模式流程：(1)
分析(Analysis)、(2)設計(Design)、(3)發展

(Development)、(4)實施(Implementation)、    
(5)評鑑(Evaluation)。 
 
2.6 舞蹈種類探討及即興與創作 

    芭蕾是一種輕盈舒服優雅的舞蹈。芭

蕾是在法國興盛的舞蹈，起源於義大利，

古埃及的祭祀舞蹈有部分手勢與芭蕾雷

同。芭蕾為法語 ballet 的譯音，詞源則是

義大利語的 balletto，為 ballo 的詞意，ballo
意為舞蹈[3]。有別於芭蕾或各種固定形式

的舞蹈技巧，現代舞講求的是以肢體作為

傳達喜、怒、哀、樂的工具，比芭蕾舞更

難於理解[7]。民族舞蹈源起於一種人民生

活中的肢體動作語言，以日常活動抽象化

為表現形式。與著重表演的芭蕾舞或是制

式化的現代舞蹈不同，民族舞蹈源自於各

國、各地不同環境、種族及風俗，與各國

的特色音樂服裝也有相互的搭配，表現形

式十分多元[8]。所謂即興與創作，是以舞

蹈的創造性為主軸，不以技藝傳授為主、

強調技術部份的學習為目標，而採用開放

式的模式，透過語言、身體動作、教具以

及小組合作等方式來引導學習中學生學

習，強調個人與團體的互動過程與肢體呈

現，鼓勵學生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大

方展現肢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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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設計分析 

    如圖 1 所示，本網站開發是依照舞蹈

師生需求，配合選擇教學設計。常用的教

學設計法有四種，ASSURE、ADDIE、

SER、和 ARCS 教學設計模式[19,20,22]，
原本舞蹈班資訊融入採用 ASSURE 教學

模式，但本網站開發選定 ADDIE 教學模

式結合網站與教學，如圖 2 所示，目的在

於運用 Google 協作平台多元性與運用資

訊科技融入舞蹈教學，開發舞蹈學習相關

應用。 

3.1 ADDIE 教學設計 
ADDIE 教學設計可以讓舞蹈學習者

更有學習成效，遵循 ADDIE 設計概念，

本舞蹈教學網站流程如圖 2 所示，以下說

明。 
3.1.1 分析階段 
    中埔國中多數學生以往沒有接受過舞

蹈課程訓練，舞蹈班學生的身體協調能力

尚可，入舞蹈班前，無跳芭蕾舞或現場觀

看芭蕾舞表演的經驗。分析現有舞蹈班教

室設備及學校資源，該校有兩間舞蹈教

室，都有電腦、投影機及音響設備，學校

有攝影機、單眼相機、數位相機可借用，

教師自己有智慧型手機可以隨時記錄上傳

影片。有關網站架設方面，以 Google 協作

平台來開發舞蹈網站。有關輔助教材方

面，希望透過輔助教材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舞蹈課程中結合資訊科技及設備，使

學生有新鮮感覺。舞蹈學習網站提供視覺

化動態影像及課程記錄，讓學生對課程學

習加深印象。學生透過網站可以線上小組

討論，不用特地到一個地點作分享。 
 
3.1.2 設計階段 
    依照學習目標，設計不同的學習任

務，教師會希望課後給學生作業讓學生回

家使用舞蹈網站傳送作業。因此需要規劃

資訊設備應用，設計出單元大綱、課程流

程或架構圖。利用資訊科技解決課堂上的

問題。透過上課的紀錄影像，學生課後可

複習動作組合，瞭解自己動作是否正確，

課後練習時有參考的對象。舞蹈網站設計

主要將課程活動分成動態與靜態紀錄，將

影像上傳至網站，提供學生隨時可以點

閱、觀摩與學習，將術語動作由書面資料

轉換為動態資料，讓學生將術語和動作連

結，當老師講解術語時學生就能操作，以

利課程的學習。教材設計開發的目標，包

括影音、文字、圖像、動畫呈現方式、網

站版面的樣式與風格。 
 
3.1.3 發展階段 
    網站發展階段描述如下： 
(1)網站除了基本功能之外，將增加新的功

能，例如線上問卷調查作為課程回饋，新

增基本舞步等。 
(2)修正網站介面功能內容正確性。 
(3)測試網站介面是否容易使用，以及網站

連線順暢度與測試平台使用的YouTube是
否有空間上限制。 
(4)評估教材內容並做修正。 
(5)使用者測試是否權限上有問題。 
(6)考量軟硬體設備的配合，因使用 Google
協作平台軟硬體支援是沒問題的，要平台

使用更順暢，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7)Google 協作平台運作、登入頁面是否有

問題。 
 
3.1.4 實施階段 
    芭蕾舞課程上課地點為舞蹈教室，包

含電腦設備、投影設備、電子白板、音箱、

數相機與攝影機。資訊科技配備可以立即

配合舞蹈教學活動，例如欣賞舞蹈明星表

演影片，可以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或者利

用網路介紹各種暖身方法，幫助芭蕾舞基

本動作學習，避免受到運動傷害並增加體

力。上課中同步錄影，同學們可以立即觀

看自己的動作表現與準確度，比較自己與

他人的差異性，思考自己的問題所在，提

高上課的專注力。此外透過舞蹈網站的建

置，提供學生在課後能再度觀查自己上課

時的表現，影像紀錄提供學生記憶上課之

動作組合過程，幫助學生於課餘自我練

習。老師也能利用資訊設備協助教學，思

考自己的教學方法、過程，除了運用講述

法之外，資訊教師協同教學，紀錄學生上

課表現，教導學生運用科技幫助自我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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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評鑑階段 
    在學習者的評量方面，學生普遍認為

舞蹈網站提供解決課後學習時缺乏模仿與

指導的對象，在短暫上課過程需要注意的

事項很多，舞蹈網站提供再學習的機會和

方法，同時可以與老師互動，解決同學不

敢當面問問題的窘態。在教學媒體與媒材

的評量方面，資訊科技融入芭蕾舞課程

中，解決學生學習困境，此外網路提供表

演影片或舞蹈團體的演出，學生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舞蹈表演，開拓國際視野。在

教學過程的評量方面，透過網路平台，得

以再次觀察教學者的教授過程，省思、檢

視與重新設計教學過程，如同行動研究一

般，提昇教學品質，讓教學方式得以多元

和活潑化。 
3.2 Google 協作平台架構說明 
    本舞蹈學習網站，是利用 Google Apps
所提供的 Google 協作平台製作，提供舞蹈

班學生學習及舞蹈教師建立舞蹈教材，

Google 協作平台有提供教師們協同編寫

功能來共同完成舞蹈網站資料製作。

Google 協作平台的架構如圖 3 所示，管理

者可在協作平台後端設定協同使用者權

限，讓協同使用者可瀏覽或編輯資料，並

設立學生權限，一同管理。Google 協作平

台，可以不用登入就可觀看網站，只要將

協作平台設定為公開，如果頁面有隱私考

量可設定非公開，而管理者也可以授予使

用者不同的權限等級，分別設為擁有者、

協作者、檢視者，依使用者需要，給予只

能瀏覽網頁或編輯部分功能，甚至成為擁

有者，可以編輯協作平台權限。每一個頁

面，皆可開放不同協作者協作，包括增加

各種新網頁、公告、檔案庫等；可以在頁

面上編輯文字、上傳圖片、影片、Google
文件(如 word、PowerPoint)、問卷設計，

或更改網站背景主題和名稱。 
3.3 舞蹈學習網架構 
    舞蹈學習網站主要項目有首頁、芭蕾

舞、現代舞、民族舞、課程區、作業傳送

區、舞蹈相關資訊，分別依項目的不同加

入不同的內容。圖 4 說明管理者、教師端、

學生端的使用權限。 

4. 網站實作與操作 
    舞蹈學習網站實作流程如圖 5 所示，

利用 Google 協作平台建置網站，並使用

ADDIE 分析修正網站功能，讓學生使用網

站有更大的成效，且不斷充實網站內容，

進行網站測試及學生使用後反映問題的修

正。 

4.1 協作平台開發網站 
    本研究利用雲端上的 Google 協作平

台，以 ADDIE 教學設計概念，開發舞蹈

教學習網站。利用攝影機、相機或智慧型

手機，紀錄舞蹈影像，透過網際網路上傳

至舞蹈學習網站，依網站分類去放置舞蹈

教學檔，學生可透過網站分類或關鍵字搜

尋找到所需舞蹈影像，了解常犯舞蹈錯

誤。網站建設利用數位化特性，學生可利

用 YouTube 反覆觀賞影像來學習舞蹈課

程，以得知舞蹈基本知識及舞蹈動作正確

性。舞蹈學習網站影像製作流程如圖 6 所

示，主要是經由各式資訊科技設備拍攝各

種舞蹈影像檔案，上傳至 YouTube 經轉換

後，再經由影片編輯處理後，嵌入舞蹈學

習網站中，供學生或老師查看。 
   本網站參考舞蹈老師經驗，規劃教學端

網頁功能，讓老師編輯製作教材。舞蹈基

本動作分成動態影片及靜態圖片，製作好

的教學影像檔案，傳至 YouTube 及 Google
相本，如圖 7 所示。 
教師教學端建置過程說明如下: 
(1)建立網站功能及架構，與舞蹈教師討論

研究開發網站功能與介面。課程需要編輯

教材及錄製舞蹈影片。 
(2)建立使用者並依使用者需求分配頁面

使用權限。舞蹈教師可定期製作問卷讓學

生填寫，了解學生學習狀況。 
(3)建立網站與臉書(Facebook)連結，讓舞

蹈班師身透過社群網站做隱私性的互動。 
    在學生學習端方面，如圖 8 所示，建

置過程說明如下。 
(1)觀看及查詢舞蹈資訊，學生可以進入網

站，利用關鍵字查詢相關資料、直接點選

術語連結、或進入各舞蹈區觀看影片。 

(2)繳交舞蹈影片作業，學生透過手機或相

機將自己舞蹈動態影像拍攝起來，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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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至網站，完成繳交作業要求。 

(3)與老師及同學互動，學生透過網站連至

臉書可以和老師及同學請教討論問題。 

(4)填寫課程問卷，學生透過網站填問卷，

讓教師了解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成效。 

 
4.2 網站實例開發 
    本研究與中埔國中合作，為該校舞蹈

班師生建立一個舞蹈學習網站，學生可學

習相關知識，做課後反覆練習，如圖 9 所

示。學生將自己舞蹈動作作業錄製後編輯

傳至舞蹈平台，如圖 10 所示。學生透過網

站連結至臉書社群網站做互動式討論。教

學端與學習端的編輯影片都可在線上編

輯，如圖11所示。教師與學生登入YouTube
可選擇編輯模式，依照需求去做編輯傳

送。檔案上傳至 YouTube 後，影像可做簡

易編輯，如圖 12 所示。教師跟學生利用協

作平台將 YouTube 嵌入網站中，如圖 13
所示。 
 
5.結論 
    舞蹈學習網是提供學生課後舞蹈學習

的網站，藉由術語查詢及課程記錄讓學生

更能知道舞蹈肢體運作及錯誤糾正，學生

課後可以傳送靜態照片、動態影片及文字

的作業以及提供舞蹈常見問題給學生參

考，結合 Facebook 社團作為舞蹈班師生互

動之運用拉近師生距離。本網站包含教學

端與學習端，讓教師提供舞蹈方面知識，

能藉由教學端建立舞蹈資料及教師間協同

編輯合作。學生可藉由學習端補足課堂上

學習不足部分，網站繳交作業：動態影片

及靜態圖片、文書作業，可增進學生資訊

應用及雲端概念，提升拍攝影片知識，增

進文書應用了解。本網站優點是可個別設

置權限，協同編輯老師只要有 Google 帳號

就可編輯。網站有還原功能，協同編輯老

師不小心刪除資料時可做還原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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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Moodle 翻轉國中數學課程之準實驗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應用 Moodle 數位學習平

台實施線上教學結合傳統教學之混合式教學

方式在國中七年級學習成就、數學態度之影

響。採準實驗研究法之單一實驗組前後測設計

進行研究。以高雄市某國中七年級一個班級學

生，共 27 人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之教學為期

八個月的實驗教學。教學前、後並使用「數學

態度量表」來評測學生數學態度的改變。所得

資料以 t 檢定、雙因子共變數分析等統計方法

加以分析處理。所獲致的結論如下： 1.混合式

教學法對國中七年級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沒

有顯著效果，且學習成就不會因為不同性別與

不同學習成就表現而有所差異。2.混合式教學

法對國中七年級學生數學態度具有高度正向

顯著的影響效果。 

關鍵詞：Moodle、混合式教學、翻轉教室、數

學學習成就、數學態度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with the Moodle learning 

Platform on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mathematics. The 

design of this research was a single-group 

pretest-posttest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re the seventh 

graders at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Kaohsiung.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cces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 Moodle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in seventh grade mathematics academic 

achievement no significant effect. (B) 

Moodle learning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 in the seventh 

grad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Moodle, blended learning, flipped 

classroom, academic achievement, attitude 

1. 前言  

在大班教學中，講述法是普遍被採用的教

學方式，但其最大問題是壓縮了課堂師生互動

的機會，更難有足夠的時間進行個別指導。因

此「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就是藉由

科技解決此問題所產生的一種教學方式：所謂

翻轉，是指將課堂「知識講授」和學生回家自

行練習「作業」的順序對調。在 Moodle 教學

平台，透過模組功能，就可進行線上討論、評

量測驗等互動，甚至能收集學生的意見及學習

歷程，瞭解學生的個別差異與學習情形，以提

昇教學品質與效能。 

2. 文獻探討 

2.1 混合式教學 

拜科技發展之賜，過去以課堂授課為主或

者以數位學習為主的學習方式正悄悄質變，而

混合多種教學型態的「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模式，正逐漸受到重視。完全面對面

教學的美國傳統校園裡，也有些教授開始採用

Blended learning，把每週課程裡的一兩節課用

e-Learning 來取代[1]，本研究之 Moodle 線上學

習所採取之方式為線上教學配合傳統實驗的

混合教學模式進行教學。 

2.2 Moodle 教學平台 

本研究之網站為國教輔導團高雄數位學習

課程網的 Moodle，關於 Moodle 之模組包括：

網站管理、學習管理、課程管理、作業模組、

聊天模組、投票模組、論壇模組、測驗模組、

資源模組、問卷調查模組、討論模組。在 Moodle

教學平台，透過模組功能，就可進行線上討

論、評量測驗等互動，甚至能收集學生的意見

及學習歷程，瞭解學生的個別差異與學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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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以提昇教學品質與效能。1.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可以透過在 Moodle

教學平台學習，無時間與空間的限制。2.透過

Moodle 模組功能，就可進行線上討論、評量測

驗等互動。並可收集學生的意見及學習歷程，

瞭解學生的個別差異與學習情形，以提昇教學

品質與效能。3.利用電腦線上評量不但可減輕

老師負擔，也可馬上獲得學生的診斷結果。另

有符合環保意識、節省考試投入的成本、教師

工作效率的提升、教師立即回饋訊息的提供等

優點。 

2.3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衡量學習者學習成果的指標，

目前數位學習的相關研究利用多種指標來衡

量學習者在數位學習環境之下之學習成效，這

些指標包括有學習成就、學習態度。 

2.3.1 學習成就 

    學習成就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測驗

的學習成績，Merrill[2]研究指出學習成效通常

是以考試成績(achievement test)來量度，本研究

將學習績效稱為學習成績，並採用作為評估學

習成效內的一個構面因素。 

2.3.1 數學態度 

    學習成效的第二個指標是態度。根據定義

數學態度是對數學的想法、看法與做法[3]，或

是個人對數學的喜好程度[4]，也有些學者認為

數學態度是包含對數學的信念和自我信念的

概念[5]。本研究參照國內外學者的看法[3-6]，

將數學態度的研究分為以下六層面：1.學習數

學的信心：指的是學生對自己的數學能力以及

數學表現的看法。2.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數學

成功的態度係指學生期待對數學成功的程

度。3.數學的有用性：指學生對數學實用性的

看法。4.數學探究動機：指學生主動探索數學

之程度。5.數學焦慮：是一種在學習數學過程

時對內心產生緊張的狀態，這種態度可能會干

擾學生學習，進而影響數學成就的一種現象 

[7]。6.重要他人（父母親、教師）數學態度：

指感受父親、母親及老師對其學習數學的態

度。 

本研究欲探討實施實驗教學，對學生「成

就測驗」與數學態度的影響，並探討不同性別

及不同學習成就表現之學生，在「成就測驗」

與數學態度的表現情形。因此， 本研究提出

以下六個研究假設加以考驗： 

H1:實驗教學前後，學生在「成就測驗」的表

現有顯著差異。  

H2:實驗教學前後，學生在數學態度的表現有

顯著差異。 

H3:不同性別（男、女分組二組）的學生，透

過實驗教學後之「成就測驗」的表現有顯

著差異。  

H4:不同學習成就表現（高、中、低分組三組）

的學生，透過實驗教學後之「成就測驗」

的表現有顯著差異。 

H5:不同性別（男、女分組二組）的學生，透

過實驗教學後之數學態度的表現有顯著

差異。 

H6:不同學習成就表現（高、中、低分組三組）

的學生，透過實驗教學後之數學態度的表

現有顯著差異。  

3. 研究方法 

3.1 Moodle 課程管理 

老師利用教學平台開設多個教學單元及

活動，並視時間或教學需求開啟或關閉。「教

學資源區」包含網站連結、數位教材及自製教

學影音教材(如圖 1)，研究者建立小單元教學順

序與流程，讓學生進行線上學習(如圖 2)。「教

學活動」繳交作業、心得分享或討論區，學生

可在設定的期限內上傳作業至指定的網路位

置，老師再上網做修改與評分(圖 3)；老師就課

程相關議題出題，由全班同學參與討論，老師

再適時加討論與指導，並且給參與討論的同學

依其表現適當的加分鼓勵(圖 4)。「訊息區」包

含了課程新訊、聊天室、意見調查及對話，用

來呈現跟課程相關的訊息；允許學生即時同步

的溝通；進行簡單的意見調查(圖 5)；允許師-

生,生-生,一對一非同步的訊息交換。「測驗區」

考題有選擇題、簡答題、配合題和填充題等，

試卷事先分級(初階、中階、進階)，學生可在

設定的期限內上網作答，老師再上網立即做修

改與評分，達到測驗學生的目的(如圖 6)。另外

還有「數學遊戲區」及「推薦連結區」等教學

活動供學生自學。 

3.2 研究對象與實驗設計 

基於方便取樣原則，選取本研究者任教的

一班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班級有 27 位學生男

14 女 13，學生的程度以中下居多，班級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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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活潑。有 12 位學生課後還要到補習班補

數學，較其他班級補習人數少。本研究採準實

驗研究法之單一組前後測設計[8]。研究設計如

表 1 所示，在實驗教學前先進行前測，實驗教

學後，進行後測。本研究實施於七年級上學期

整學期課程，總計實施二十週，共四個月。研

究班級每週共有五節數學課程，皆在電腦教室

進行。課堂進行前，教師將課堂講授的部份錄

製為影片，或在網路上找尋相關的影片或資

料，當作作業讓學生在課外或在學校有時間的

時候先觀看，而課堂進行中，教師先請學生作

摘要、心得或整理，或準備 1~2 個問題提問、

或先回答相關問題等，以了解學生困難點，以

便有效地進行解惑或加強。然後，再做說明與

重點整理，最後，讓學生進行線上個別的評量。  

3.3 研究工具與方法 

    本研究工具包括：三次「成就測驗」試卷

及「數學態度量表」二種。 

3.3.1 「成就測驗」試卷 

    為測驗實驗是否達到其教學成效，本研究

採前、後測之比較，其成績皆以段考成績作為

採計標準。測驗題目選定 25 題及 30 題不等，

蒐集施測成績以了解學生在階段性學習之成

就表現。學生被要求回答所有的問題中，並被

允許 55 分鐘來完成測試。 

3.3.2 數學態度量表的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分別在實驗前及實驗後所使用的

「數學態度量表」，引至曹宗萍、周文忠[5]之

國小數學態度量表，依本研究之需要加以改

編，已具有內容效度，並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術

專家學者一人、國中數學教師二人，以及幾位

國中的學生對量表內的語句及編排進行檢

修，故具有專家效度。 

量表包括:1.學習數學的信心(1-9 題)；2.數

學有用性(10-18 題)；3.數學探究動機(19-26 

題)；4.對數學成功的態度(27-34 題)；5.重要他

人的數學態度(35-46 題)；6.數學焦慮(47-55 題)

共 55 題六個層面。其填答方式係以四等量之

之方式為之，受試者依自己的認知，對每個題

目在「非常同意」、「不同意」、「同意」及「非

常不同意」四個選項中，選取其中最適合的一

個答案，數學態度量表分為正向題及反向題的

題目、正向題計分依照上述順序給予 4、3、2、

1 的分數，反向題則給予 1、2、3、4 的分數。

六個分量表分數之總和為總量表之得分，得分

越高、代表受試者態度越積極，反之則越消極。 

本研究的「數學態度量表」在正式施測

前，先選擇實驗學校兩班九年級共 56 位同學

實施預試，進行預試後，以主成份分析法進行

因素分析，分析「數學態度量表」的因素結構，

以檢測該量表的內部結構並進行構念效化

時，經最大變異法直交轉軸後可抽取出六個主

要因素，而這六個因素共可解釋 51.749%的變

異量。另外，以 Cronbach' α 係數來考驗量表

的內在信度，測得「學習數學的信心」分量表

為 0.832；「數學有用性」分量表為 0.734；「數

學探究動機」分量表為 0.798；「對數學成功的

態度」分量表為 0.684；「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

分量表為 0.614；「數學焦慮」分量表為 0.574；

總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0.895(如表 2)，

根據學者觀點，任何測驗或量表的信度係數如

果在.90 以上，表示測驗或量表的信度頗佳，

大於 0.6 以上表示可信[9]，本研究預試之

Cronbach' α 係數均大於 0.6，屬於可信程度，

顯示本問卷各層面分量表與總量表的內部一

致性高， 且具有相當高的信度， 足以支持研

究結果。 

3.3.3 統計分析 

透過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量化統計分

析，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如下：以獨

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實驗班與其他班在「成就測

驗」的得分，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實驗班

在「數學態度量表」的前、後測得分，再分別

以「成就測驗」與「數學態度量表」後測分數

為依變項，性別、成績分組群兩個為自變項，

而「成就測驗」與「數學態度量表」前測分數

為共變項，進行獨立樣本雙因子共變數分析，

在分析後，再就達顯著水準者，進行事後比較

以考驗各組的差異，計算 Cohen 的 d 係數或 ω
2

的係數判斷實驗結果實際顯著性之程度。其中

Cohen's d 以 0.2-0.5-0.8 做為效果小、中、大的

簡單分界[10]，而 ω
2 以 0.01-0.059-0.138 做為

效果低度、中度、高度關聯強度的簡單分界。 

4. 研究結果 

    依據研究結果逐一探討學生在「成就測

驗」與「數學態度量表」的反應，驗證各項研

究假設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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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學生在「成就測驗」之前、後測比較 

    研究者想了解實驗教學是否可以提高學

生的學習成就。因此，將三次段考的成績蒐集

彙整後，利用 SPSS 18.0 軟體進行，實驗班三

次段考試成績及全年七年級班是否有顯著差

異，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做分析，其分析結果如

表 3 所示。考驗結果皆不達顯著，本研究假設

H1 未得到了驗證，但是研究者發現前測的平

均得分，實驗班比其他班低，但第二次測驗

時，實驗班的成績與其他班的成績差不多，到

後測時，實驗班更進步到比其他班為高。 

4.2 學生在「數學態度量表」前、後測比較     

    此節利用相依樣本 t 檢驗來比較學生的數

學態度是否有顯著改變，分析結果示於表 4。

學生在「學習數學的信心」部分，後測的數學

態明顯比前測為高，達顯著水準。另外，學生

在「數學有用性」、「對數學成功的態度」、「重

要他人的數學態度」、「數學焦慮」等向度的後

測成績顯著高於前測（見表 4）。表示實驗教學

對「學習數學的信心」「數學有用性」、「對數

學成功的態度」、「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數

學焦慮」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效果。因此，本

研究假設 H2 得到了驗證，另外，依 Cohen 根

據多年研究經驗所提的標準，本研究的 Cohen's 

d 分別=2.902，2.915，2.486，3.178 和 2.648，

有較大的實質差異存在。 

4.3 不同性別和不同學習成就表現的學生在「成

就測驗」之差異情形   

    首先，依據性別將學生分為男生群（13人）

和女生群（14人）兩群，另外，依據成就測驗

的前測成績，將學生分為高分群（8人）、中分

群（10人）、低分群（9人）三群。以「成就測

驗」後測分數為依變項，性別、學習成就表現

群兩個為自變項，而「成就測驗」前測分數為

共變項，進行獨立樣本雙因子共變數分析。結

果如表5所示，不同性別在「成就測驗」的表

現(F(2,20)=0.123, p > .05)，及不同學習成就表現

群在「成就測驗」的表現(F(2,20)=0.311, p > .05)，

皆沒有顯著的差異性，故本研究假設H3和H4

並沒有得到證實。另外，在不同性別及不同學

習成就表現群之間的交互作用之P 值大於0.05 

(F(2,20)=0.924, p > .05)，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顯示性別與學習成就兩者之間並沒有交互

作用存在，表示學生的「成就測驗」不會因為

不同性別與不同學習成就而有所差異。 

4.4 不同性別和不同學習成就表現的學生在「數

學態度量表」之差異情形   

    以「數學態度量表」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性別、學習成就表現兩個為自變項，而「數學

態度量表」前測分數為共變項，進行獨立樣本

雙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不同性

別在「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向度的表現之P 

值小於0.05，己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

不同性別之學生在「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後

測得分己有顯著不同，再由表6 可知男生組學

生在「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後測得分顯著地

高於女生組，且是一個很高的影響大小

(ω
2
=0.687)。同樣的，不同性別在「數學焦慮」

向度的表現亦達到顯著水準，由事後分析結果

發現女生組後測得分高於男生組，由ω
2
=0.034

可知，性別與「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向度間

屬低度關連強度關係。因此，本研究假設H5

已部分驗證。不同學習成就表現的學生在「對

數學成功的態度」向度的表現之P 值小於

0.05，己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不同學

習成就表現之學生在「對數學成功的態度」後

測得分己有顯著不同，再由表6 可知，低分組

學生在「對數學成功的態度」後測得分顯著地

高於高分組與中分組，不同成就分組與「對數

學成功的態度」向度間屬低度關連強度關係。

(ω
2
=0.048)。同樣，假設H6已部分驗證。 

    此外，由表 6 雙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可

知，在「對數學成功的態度」的表現上，不同

性別及不同學習成就表現群之間的交互作用

之 P 值小於 0.05，己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顯示性別與學習成就兩者之間有交互作用存

在，表示學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會因為不

同性別與學習成就表現而有所差異。因性別及

學習成就表現之間交互作用顯著，所以，還要

再進行單純主要效果考驗，以瞭解其中的差異

情形，其結果於表 7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表

可得知：1.由表 7 上半部可看出：性別為男生

的學生在不同學習成就表現下，「對數學成功

的態度」向度有顯著的差異。學習成就表現因

子在男生與女生之單純主要效果 P 值的機率

皆小於 0.05，表示男、女學生成績分組的不同，

「對數學成功的態度」向度會有顯著差異。進

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結果得知：男學生中分群

(M=2.262)的受試者及低分組(M=2.449)之「對

數學成功的態度」向度分數顯著優於高分組

(M=1.806) ，且由 ω
2
=0.249 可知，屬高度關連

強度關係。而女學生低分群(M=2.462)受試者之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826 AIT / CEF 2015



「對數學成功的態度」向度分數顯著優於中分

組(M=1.829) ，也是屬高度關連強度關係 

(ω
2
=0.306)。2.由表 7 下半部可看出：性別因子

在高中低分群體之單純主要效果 P 值的機率

皆大於 0.05，表示學生在不同性別間的數學態

度「對數學成功的態度」向度無顯著差異。 

5. 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應用 Moodle 數位學習

平台實施線上教學結合傳統教學之混合式教

學方式在國中七年級學習成就、數學態度之影

響，依據研究資料分析結果，歸納出以下結

論：1.在學習成就方面，混合式教學法對國中

七年級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沒有顯著效果，且

學習成就不會因為不同性別與不同學習成就

表現而有所差異。2. 在數學態度方面，混合式

教學法對國中七年級學生數學態度中「學習數

學的信心」、「數學有用性」、「對數學成功的態

度」、「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數學焦慮」具

有高度正向顯著的影響效果。另外，男生組學

生於混合式教學法後的「重要他人的數學態

度」表現明顯較女生組優異；女生組學生則在

「數學焦慮」向度的表現明顯較男生組優異。

低分組學生在「對數學成功的態度」後測得分

顯著地高於高分組與中分組。學生「對數學成

功的態度」會因為不同性別與學習成就表現而

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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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圖表 

圖 1 影音教材來源 

 
圖 2 建立小單元教學順序與流程

 
圖 3 線上繳交作業、心得分享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827 AIT / CEF 2015



 

圖 4 討論區

 

圖 5 進行簡單的意見調查 

 

圖 6 試卷上網作答與評分 

表 1 研究設計表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O3 X O2 O4 

表 2 數學態度量表信度 (N=56)      

變數 Cronbach's α 

學習數學的信心  0.832 

0.895 

數學有用性 0.734 

數學探究動機 0.798 

對數學成功的態度 0.684 

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 0.614 

數學焦慮 0.574 

資料來源:研究者自行施測  

 

表 3 數學學習成就的 T檢定比較 

變數 

實驗班 其他班 
    95% CI     

(n= 27) (n= 216) 

M SD M SD ｔ p LL UL Cohen's d 1-β 

前測 42.194  25.485  44.640  28.673  -0.453  0.234  -13.078  8.186    0.970  

第二次 45.419  28.096  45.717  30.416  -0.052  0.357  -11.615  11.021    0.814  

後測 57.774  25.803  57.715  28.205  0.011  0.233  -10.426  10.545    0.967  

註:當有顯著性時才會使用 Cohen's d 測驗 

*
p<.05，**

p<.01，***
p<.001 

 

表 4 數學學習態度的 T檢定比較 

變數 
前測 後測     95% CI       

M SD M SD ｔ LL UL Cohen's d 1-β Post-Hoc 

A 2.300  0.607  2.556  0.567  7.398  
***

 0.184  0.326  2.902  0.99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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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333  0.455  3.177  0.294  7.433  
***

 0.610  1.077  2.915  0.557  2>1 

C 2.778  0.557  2.713  0.577  -0.566    -0.300  0.170    0.825    

D 2.056  0.439  2.509  0.370  6.337  
***

 0.307  0.601  2.486  0.818  2>1 

E 1.901  0.471  2.759  0.352  8.102  
***

 0.640  1.076  3.178  0.929  2>1 

F 2.263  0.454  2.811  0.327  6.750  
***

 0.381  0.714  2.648  0.386  2>1 

註:當有顯著性時才會使用 Cohen's d 測驗 

1 = 前測, 2 = 後測;A = 學習數學的信心 , B = 數學有用性,C = 數學探究動機, D = 對數學成

功的態度,E = 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 F = 數學焦慮. 
*
p<.05，**

p<.01，***
p<.001 

表 5 性別與成就分組的二因子 ANCOVA 檢定比較 

Source SS df MS F ω
2
 Post-Hoc 

前測 1074.115 1 1074.115 4.573 
 

  

性別(A) 28.880 1 28.880 0.123     

成就分組(B) 146.043 2 73.021 0.311     

A×B 433.997 2 216.998 0.924     

Error 4697.668 20 234.883       

Total 115021 27         

註:當有顯著性時才會使用 ω
2及 Post-Hoc 測驗 

*
p<.05，**

p<.01，***
p<.001 

表 6 性別與成就分組的二因子 ANCOVA 檢定比較   

向度 Source SS df MS F
 ω

2
 Post-Hoc 

學習數學

的信心  

前測 1.853 1 1.853 14.433 
 

  

性別(A) 0.195 1 0.195 1.522     

成就分組(B) 0.428 2 0.214 1.669     

A×B 0.292 2 0.146 1.136     

Error 2.567 20 0.128       

Total 152.457 27 
 

    
  

數學有用

性 

前測 1.300 1 1.300 7.516 
 

  

性別(A) 0.025 1 0.025 0.143     

成就分組(B) 0.414 2 0.207 1.197     

A×B 0.120 2 0.060 0.347     

Error 3.459 20 0.173       

Total 141.469 27 
 

      

數學探究

動機 

前測 1.610 1 1.610 5.064 
 

  

性別(A) 0.013 1 0.013 0.041     

成就分組(B) 0.886 2 0.443 1.393     

A×B 0.026 2 0.013 0.04     

Error 6.360 20 0.318       

Total 207.031 27 
 

    
  

對數學成 前測 2.127 1 2.127 22.258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829 AIT / CEF 2015



功的態度 性別(A) 0.082 1 0.082 0.861     

成就分組(B) 1.293 2 0.646 6.766 
**

 0.048 低>高,低>中 

A×B 0.575 2 0.288 3.009 
*
 0.003 

 

Error 1.911 20 0.096       

Total 127.703 27 
 

      

重要他人

的數學態

度 

前測 1.576 1 1.576 12.349 
 

  

性別(A) 0.037 1 0.037 0.292 
*
 0.172 男>女 

成就分組(B) 0.235 2 0.117 0.919     

A×B 0.104 2 0.052 0.406     

Error 2.552 20 0.128       

Total 113.986 27 
 

  
 
 

  

數學焦慮 

前測 1.757 1 1.757 25.285 
 

  

性別(A) 0.494 1 0.494 7.117 
*
 0.034 女>男 

成就分組(B) 0.216 2 0.108 1.551     

A×B 0.053 2 0.026 0.38     

Error 1.389 20 0.069       

Total 144.765 27 
 

    
  

註:當有顯著性時才會使用 ω
2及 Post-Hoc 測驗

 

*
p<.05，**

p<.01，***
p<.001 

表 7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1-β Post-Hoc ω
2
 

學習成就因子 

  男生 1.001 2 0.5 6.996 
**

 0.808 
低>高 

中>高 
0.249 

  女生 1.02 2 0.51 4.141 
*
 0.591    低>中 0.306 

性別因子 

  高 0.283 1 0.283 3.588   0.337     

  中 0.134 1 0.134 1.22   0.16     

  低 0.081 1 0.081 0.692   0.109     

註:當有顯著性時才會使用 ω
2
 及 post-hoc 測驗.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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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對國小教師在不同工作負荷紓解壓力之評估 

Assessment of Anecdotal Music for Relieving Work 
Stres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Work Load 

 
 
 

 
摘要 

社會快速變遷，教育環境隨之改變，教師

的教學壓力有增無減，不僅影響教師本身的身

心健康，甚至會影響到孩子的受教權。本研究

主要是探討國小教師，在不同的工作負荷量，

以心律變異分析不同音樂紓壓的成效。參與實

驗者是 31 位國小教師，以當日上課四節(含)
以上者，為工作負荷重；當日僅上二節(含)以
下者，為工作負荷輕。聆聽坊間紓壓音樂與海

莉演唱音樂 20 分鐘，比較實驗前後血壓及心

率變異參數的差異，結果顯示，僅紓壓音樂在

對工作負荷重的條件狀況，心律變異參數有顯

著差異。 

關鍵詞：紓壓音樂、國小教師、工作壓力、心

率變異度 

Abstract 
Due to rapid social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e work stress of element 
school teachers is more than before. This not 
only affects the mental load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eachers, but also affects the 
educating rights of children.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music therapy for the different work load on 
the element school teachers with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There were 31 participants 
who all are the elemental school teachers. 
The heavy work is defined as the lesson of 
teachers in one day being more than four 
classes. The light work is defined as the 
lesson of teachers in one day being less than 
two classes. The participants all listened the 
relieve music and Hayley Westenra concert 

music for 20 minut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when teachers were on a heavy work, the 
parameters of their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av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Keywords: Relieve Mus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ork Loa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1. 簡介 

時代快速變遷，教師的社會地位大不如前，

面臨的壓力也相對的增加，源自學生、家長、

學校及各界的壓力甚鉅，教師的工作壓力無所

不在，舉凡學生的行為表現、家長的來電、行

政處室的業務配合、校務評鑑、教育政策改

變……都足以造成教師的工作壓力。所以教師

的壓力並非單一原因，而是多重的因素[1]，國

內諸多學者亦對教師工作壓力來源有相當多

的研究，而研究指出教師工作壓力主要的來源

為「工作負荷」[2][3]。 
人體的自律神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是相當複雜的系統，它控制人體

各個器官功能的平衡，像呼吸、心跳、血壓、

大小便功能、腸胃蠕動、調節體溫等皆與自律

神經系統相關聯。自律神經系統分為交感神經

系統與副交感神經系統，兩者有相互拮抗作用

保持平衡。近年來，心率變異度分析(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常被應用於評估自律神經系

統功能的方法，因其為非侵入性的方式，我們

可透過 HRV 的參數變化來了解生理的狀況。 

Liu 研究發現重要預測心臟致死因子是

SDNNi<30ms[4]。Langewittz 等研究發現高血

壓病患較健康者其副交感神經活性降低[5]。
Chessa 等研究發現罹病 8 年以上的病患，其

rMSSD 下降、pNN50 下降、HF 下降、LF/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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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6]。從諸多文獻可以證實：低頻功率(LF)
有學者認為是交感神經活性的指標，而有學者

認為是交感與副交感神經系統之共同調控作

用，較無定論;高頻功率(HF)被認為是反映副交

感神經活性的指標 [7]。 
加拿大音樂治療協會於 1992 年提出：音樂

治療是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使用音樂活

動或經驗，希望幫助有需要的個體達到生理、

情緒、認知、心靈等療效。 

音樂的元素包涵有：音高(頻率)、節奏、

音色、和聲、旋律、音階(調性)、節拍(強弱)、

速度。國外學者研究發現節奏舒適緩慢，每分

鐘介於 60~80 拍的音樂 [8]、音色屬沒有發聲

和歌詞的音樂[9]、以及用弦樂器、長笛、鋼琴

等樂器演奏的音樂[10]等，是有助於紓解壓

力。 

近三十年，醫護人員臨床上開始重視探究

音樂療法的成效，音樂療法在醫學上有廣泛的

運用，國內學者運用音樂療法紓緩安胎孕婦的

焦慮[11]、運用音樂療法於失智的老人[12]。 

音樂療法目前於國內主要研究大部份應用

於降低患者的疼痛、轉移注意力、增進睡眠品

質、減輕焦慮。近年來，很多研究者將音樂應

用於放鬆及紓緩焦慮，較少研究者以國小教師

為對象做音樂療法減輕焦慮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小教師面臨職

場不同工作負荷量時，介入音樂療法後，其心

率變異度的變化，透過實驗設計，並運用生理

參數的分析來判斷聆聽兩種音樂對自主神經

的影響，評估音樂療法介入後是否能夠協助自

律神經調控，使國小教師達紓解工作壓力的效

果。 

2. 研究方法 

2.1 心率變異度分析 

心率變異度分析是評估自主神經系統功能

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自主神經系統分為交感神

經系統與副交感神經系統。當身體處於亢奮狀

態，其交感神經較為活絡，會刺激腎上腺髓質

的分泌產生一些生理變化，如新陳代謝率增加、

呼吸速率增加、心跳速率增加、血壓上升及血

管收縮等[13]，反之，當身體處於休息狀態，

其副交感神經活絡，生理變化則相反。 

將 ECG 訊號轉換為心率訊號，心率變異度

分析可分為時域分析與頻域分析兩種。時域分

析常用的指標為：(1)STD：連續 RR 間隔長度

的標準差，(2)RR_Mean：心跳間隔平均值，

(3)SDSD：全部的連續 RR 間隔長度差的標準

差，(4)RMSSD：全部相鄰正常 RR 間期差異的

均方根值，與 HF 成正相關。頻域分析常用的

指標為：(1)TP：可評估整體心率變異度，(2)LF：
可評估交感神經活性，(3)HF：可評估副交感神

經活性，(4)LF/HF：可評估自主神經活性平衡

的指標，(5)LF%：可評估正、副交感神經之間

的平衡狀態，(6)HF%：可評估正、副交感神經

之間的平衡狀態。 

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中巿潭陽國小教師為受測對象，

共 31 人，其中男 9 人，女 22 人;平均年齡 44.7
歲，標準差 5.8;平均教學年資 20.1 年，標差

差 5.9;平均 BMI 為 22.9，標準差 3.3。實驗前

先施予貝克焦慮量表評估，依所得分數區分為

四個等第，其中有 1 位屬中度焦慮，6 位屬輕

度焦慮，其餘 24 位皆屬極輕度焦慮。 

2.3 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為：（1）先收集國小 31 名教師

基本資料(年齡、教學年資、BMI)，調查教師

每日上課節數，再安排施測時間，施測前請每

位教師填寫貝克焦慮量表，（2）前測 5 分鐘：

採坐姿、睜眼、正常呼吸，雙手輕握住 HRV 
Monitor，不做任何雜務(前測前先休息5分鐘)，
之後測量血壓、心跳，（3）聆聽紓壓音樂 20
分鐘：斜躺戴上耳機、不做任何雜務，（4）後

測 5 分鐘：坐姿、睜眼、正常呼吸，雙手輕握

住 HRV Monitor，不做任何雜務，之後測量血

壓、心跳，（5）將記錄的 ECG 訊號透過 PC 端

的 HRV 分析軟體來分析，其參數有時域參數：

STD、RR_Mean、SDSD、RMSSD；頻域參數

有：TP、LF、HF、LF/HF、LF%、HF%。再以

SPSS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做組內前後測的比較，

另以獨立樣本 T檢定做組間前測的比較與後測

的比較，若統計分析 P 值≦0.05 即表示兩者有

顯著差異。 

2.4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有：（1）心率變異分析儀：採

用實驗室自製的手持式即時心率變異分析儀

[14]測量與記錄心電圖，圖 1 為此裝置的實體

圖，受測者雙手握住兩側電極，心電圖會出現

於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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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22.0 
47.7±21.7 

115.4± 
16.0 

70.9±10.5 

≦0.05, ** 

3 0.29
6 0.29

0.02
* 

8 0.07

P≦0.01 

後 HRV

1 P 值

0.12
0.06
0.28
0.33
0.31
0.31
0.22
0.03

* 
0.70
0.70
0.13

0.05
* 

P≦0.01 

後 HRV

1 P 值

0.03
* 

0.25
0.01
** 

8 0.21
0.34
0.32
0.47
0.05

* 
0.58
0.59
0.22

0.4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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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作負荷重教師介入海莉音樂前後 HRV
參數及血壓之比較 

參數 前測 N=31 後測 N=31 P 值

TP 10.5±1.2 10.5±1.0 0.78
LF 9.8±1.2 9.7±1.1 0.54
HF 9.6±1.5 9.7±1.1 0.91
LF/HF 0.12±1.04 -0.01±1.02 0.39
LF% 52.7±20.6 50.4±21.0 0.46
HF% 48.4±20.6 50.5±20.8 0.49
STD 50.6±34.2 43.2±22.2 0.08
RR- 
Mean 

665.9± 
  192.7 

732.7± 
  194.8 

0.02
* 

SDSD 40.5±24.9 39.1±22.6 0.70
RMSSD 40.0±24.6 38.7±22.3 0.69
收縮壓 119.2± 

12.7 
117.7± 

13.4 
0.42

舒張壓 72.58±10.23 71.87± 10.49 0.64

附註：平均值±標準差 *P≦0.05, ** P≦0.01 

 

4. 結論與討論 

社會大環境的改變，教師地位大不如前，

法令嚴禁體罰，教師需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少

子化的現況使得孩子間的互動問題頻頻，教師

與家長間的溝通與聯繫亦不可少，無形增加了

教師的壓力。近年來，教育政策改革不斷，十

二年國教及教師專業評鑑，讓教師身心疲憊，

教師除了教學，還要準備應戰-校務評鑑，可

說是增加教師的工作負荷，國內學者研究發現

「即使是相當有年資的教師，連續上三堂課以

上(含)其工作負荷量是相當重的」[16] ，原因

是老師除了教學工作之外，還被付予各項的使

命與任務。 
本研究發現：教師工作負荷輕時，聆聽風

潮音樂其前後測 HRV 參數及血壓僅收縮壓達

顯著差異(如表 1)，聆聽海莉音樂其前後測

HRV 參數及血壓僅 RR-Mean、舒張壓達顯著

差異(如表 2)，代表工作負荷輕時聆聽坊間兩

種音樂沒有明顯的紓壓效果，亦或許工作負荷

輕並沒有造成教師的工作壓力，此與貝克焦慮

量表測得之評估值相似，大部份的教師都屬於

極輕度焦慮；教師工作負荷重時，聆聽風潮音

樂其前後測HRV參數及血壓有TP、HF、RR-Mean

達顯著差異(如表 3)，代表工作負荷重聆聽風

潮音樂有紓壓的效果，聆聽海莉音樂其前後測

HRV 參數及血壓僅 RR-Mean 達顯著差異(如表

4)，代表工作荷負重聆聽海莉音樂沒有紓壓的

效果。 

本研究藉由聆聽坊間音樂對於國小教師工

作壓力的評估，結果發現工作負荷重時，聆聽

紓壓音樂能夠達到紓壓放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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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療法對國小教師紓壓的評估 
Evaluation of Music Therapy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Relieve Work Stress 
 

 
 
 
 

摘要 
隨著社會多元的發展，教育政策接連不斷的

改變，教育生態環境產生轉變，教師的工作壓力

與日俱增，長期累積壓力的結果，往往容易引發

負面情緒，危害身心健康。近年來，紓解壓力的

管道眾多，聆聽音樂亦是常被採用的方法之一。

本研究目的在評估音樂療法對國小教師的紓壓效

果，以 32 位國小教師為實驗對象，進行風潮音樂

和海莉音樂各二十分鐘的聆聽，運用心率變異度

分析，評估兩種音樂對國小教師紓壓的確效性。

實驗結果顯示，在聆聽風潮音樂前、後，代表副

交感神經的心率變異度參數有達顯著差異，而海

莉音樂則未達顯著差異。 

關鍵詞：工作壓力、音樂療法、心率變異度 
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e work stres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re on the rise. These results effect the 
emotion of teachers going down, and thei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health. Now,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methods to relieve work stress. 
Listening music is one of these method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music 
therapy for relieving the work stres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re are 32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this study, who taken 
the music therapy about 20 minutes by the easy 
music and Hayley music.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music therap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ameters of HRV representing the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 hav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fore and after trials for the 
easy music. But, Hayley music did not affect the 
PNS activity. 
 
Keyword: Work Stress, Music Therapy, Heart 
Rate Variability 
 

 
1. 簡介 

為了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及社會多元化的發

展，各職場處於競爭日益激烈的狀態。近年來由

於教育政策接連不斷的改革，使得國小教師面臨

諸多的挑戰，除了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

外，國小教師平日需處理學生的管教問題、親師

的聯繫溝通及執行繁雜的非教學工作...等等，沉重

的工作負荷無形中已造成教師身心上的壓力，而

長期累積壓力不僅會影響師生間的互動與教學品

質，也容易導致身心疾病[1]，引發自律神經失調。 
自律神經系統無時無刻處於一直運作的狀

態，人體的內臟器官功能大部分是經由它的反射

來調節。自律神經分為交感神經系統和副交感神

經系統，兩個系統在結構上雖有不同，不受一般

意識所控制，但同樣受中樞神經系統的調控，此

外，兩者對於各器官功能的調控是相互拮抗的，

對於一般的血管，交感神經會造成平滑肌收縮；

副交感神經則使平滑肌產生放鬆的情形[2]。在正

常的狀態下，交感神經和副交感神經會保持平衡

的關係，但是一旦有壓力介入時，兩者會開始失

去平衡。交感神經興奮時會導致心跳加快、血壓

上升、血管收縮、呼吸變快、排汗量增加、腸胃

蠕動減緩等緊張的生理現象，副交感神經則與交

感神經相反，反而使身體呈現放鬆的狀態。 
心率變異度分析(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可以量化交感神經及副交感神經活性的參數，是

評估自律神經系統功能的重要方法且廣泛運用於

臨床及各領域研究中。近來新興的紓壓管道不計

其數，如打太極拳、靜坐、芳香療法…等等，音

樂療法亦是其中之一種。許多研究指出音樂療法

具有減輕焦慮、降低壓力、降低生理和心理狀態

的影響力。Brunges 等人於 2003 提出音樂治療能

有效減輕壓力所引發的生理反應，比如降低心

跳、血壓及改變荷爾蒙[3]。Lee 等人於 2005 提出

音樂治療運用在有壓力的環境中，可以減低焦

慮、降低血壓和心跳，是一種有效的護理措施[4]。
Michele 等人於 2003 提出音樂治療可以降低焦慮

程度、低血壓和心跳，並改變血漿中壓力賀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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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濃度，如正腎上腺素等減輕壓力的反應[5]。研

究顯示，運用音樂治療能改善婦女剖腹產過程之

焦慮、壓力且能促進婦女在剖腹生產過程的身心

舒適，提升剖腹生產經驗滿意度[6]。這些相關研

究顯示音樂治療對於調控自律神經、減輕焦慮、

紓解壓力皆有不錯的成效。 
音樂治療(Music Therapy)是以音樂為媒介，藉

以增進個人身心健康的治療方法[7]。音樂治療常

使用的方式不外乎有聆聽、再造，即興和創作等

四種，其中以聆聽法最具便利性。Crozier 於 1997
提出音樂樂曲的要素如：調性、速度、音高、節

奏、和聲和音量的不同，會使聆賞者產生不同的

情緒反應[8]。不同的音樂特徵能達到不同的情緒

治療效果，如:柔和的音調和徐緩的節奏可以平穩

呼吸鎮靜安神；優美的音色可以降低神經張力，

使人輕鬆愉快 [9]。音樂的節奏與生理功能相互應

合，比如緩慢、柔和的音樂節奏可以給人一種平

靜、安全的感覺[10]。旋律向下移動的樂曲，常常

用來表示平靜或悲傷，而旋律向上移動的樂曲，

會令人感到快樂或刺激，可見旋律具有讓人類感

到緊張與鬆弛、運轉與靜止等感覺的力量[11]。激

勵型音樂能刺激聆賞者之情感反應，而鎮定型則

能撫慰、平靜與放鬆聆賞者之情感[12]。Esther 等
人於 2003 指出音樂對於放鬆有相當的助益[13]。 

至於音樂引發情緒反應的研究，可以藉由物

理測量的方式呈現聆聽者對於音樂的想法或感

受。Abeles 等人於 1996 提出瞭解聆賞者情緒感受

的客觀方法可以依據人類對音樂所產生的心跳、

血壓、肌膚觸感等生理反應，運用儀器加以測試

及評估[14]。Basch 於 1986 提出受試者聆聽放鬆

音樂後的高頻參數明顯高於聆聽快節奏音樂的受

試者，且其副交感神經活性顯著提升，表示聆聽

放鬆音樂的效果較佳，所以高頻參數是非常適合

用於評估音樂放鬆程度的指標[15]。                                                                  
本研究以 32 位國小教師為實驗對象，採前後

測實驗設計，介入聆聽風潮音樂及海莉音樂各二

十分鐘，主要目的是透過實驗，藉由心率變異度

分析所得之各項參數，探討這兩首音樂對受測者

交感神經及副交感神經影響的程度，評估是否對

國小教師有紓解工作壓力的效果。期望國小教師

面臨工作壓力時，能藉由聆聽音樂調節身心、紓

解壓力，作為因應工作壓力之參考。 

2. 研究方法 

2.1 心率變異度分析 

心跳與心跳間期(R-R Interval)會有長短距離

不同變化的情形[16]。一般人心跳的間隔會有幾十

毫秒以內微小的變化，即使處於平穩的狀態下，

心率也會有某些差異，此種差異稱為心率變異度

(HRV)[17]。 
 心率變異度分析一般是精確計算 QRS 波的

距離，在截取相鄰 QRS 波間的時距後，去除雜訊，

將量化後正常心跳間期的數值進一步做心率變異

度的分析[18]。目前常用的 HRV 分析方法分為時

域分析和頻域分析，臨床上常以此兩種分析方法

所得 HRV 各項參數作為評估自律神經系統生理

狀態的指標。 
時域分析(time domain analysis)常用的心率變

異度指標如下: 
(1)SDNN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NN intervals)為
心跳間期之標準偏差，用來評估整體心率變異度。 
(2)SDANN(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averages ofNN 
intervals in all 5-minutes segments of the entire 
recording)為短時間心跳間期標準偏差，用來評估

長時間心率變異度。 
(3)SDNNi(mean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ll NN 
intervals for all 5-minute segments of the entire 
recording )為心跳間期標準偏差的平均值，用來評

估短時間心率變異度。 
(4)rMSSD (the square root of the mean squared 
successive differences between adjacent RR 
intervals)為相鄰正常心跳間期差值之平方和的均

方根，與副交感神經活性有關。 
(5)pNN50% (number of pairs ofadjacent NN 
intervals differing by more than 50 ms in the entire 
recording)，為相鄰正常心跳期差值超過 50 毫秒的

比例，與副交感神經活性有關。 
頻域分析(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常用的

心率變異度指標如下: 
(1) TP（Total power）為總功率，用來評估整體心

率變異度。 
(2) LF（Low Frequency power）為低頻功率，反映

交感神經與副交感神經活性的指標。 
(3) HF（High Frequency power）為高頻功率，反

映副交感神經活性的指標。 
(4) LF%（normalized LF）為常規化低頻功率比，

反映交感神經活性的指標。 
(5) HF%（normalized HF）為常規化高頻功率比，

反映副交感神經活性的指標。 
(6) LF/HF （ Ratio of Low Frequency to High 
Frequency）為低高頻功率比，反映交感/副交感神

經活性平衡的指標。高低頻的比值降低時表示受

副交感神經的調控較高；反之，則表示受交感神

經的調控較明顯[17][18]。 

2.2 研究對象 

本實驗以臺中市潭陽國小班級導師、行政及

科任教師為受測對象，共有 32 人，包含女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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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男性 9 人，整體平均年齡為 44.4±5.8 歲(由 30
歲至 56 歲)，平均年資為 19.7±6.3 年(由 5 年至 30
年)，平均上課節數為 3.125±1.69 節。 

2.3 研究工具 

2.3.1 心率變異分析儀 

本研究採用張英輝所製的手持式即時心率分

析儀，其規格及特性如表 1 所示[19]。 

表 1、HRV 裝置規格與特性 

規格 
 

1.ECG: I 導程 
2.ECG 頻率範圍: 0.05-40Hz 
3.ECG 取樣: 500Hz 
4.ADC: 1 channel, 12 bit 
5.電池: 1500mA 鋰電池 
6.大小: 13 × 6.5 × 3.5 mm3 

特性 1.螢幕解析度  128 * 64 dots 
2.鋰電池充電功能 
3.可達 9999 秒長時間記錄心  
電圖訊號到 SD 卡中 
4.可將 SD 卡資料透過讀卡機

儲存到電腦中作後續分析 
5.提供螢幕即時顯示心電圖、心

跳與 HRV 分析結果 

2.3.2 音樂取材 

本研究選用兩首具有放鬆音樂特性之音樂，

使用的音樂一首選自風潮音樂 2010 年 9 月 30 日

出版音樂紓壓進階版 CD 舒舒服服鬆到底中之一

首如詩般寧靜(簡稱風潮音樂)，單首時間為 5 分

24 秒，重複四遍，總時間為 21 分 36 秒；另外一

首為海莉所演唱的 The water is wide (簡稱海莉音

樂)，單首時間為 3 分 33 秒，重複六遍，總時間

為 21 分 18 秒。兩首曲子拍子相同，同屬於 2/2
拍；速度皆介於 60-66bpm，為甚緩板(Larghetto)；
兩首的調性皆屬於大調，而大調常表現的是雄

壯、活潑、愉快、爽朗、和平、歡騰、希望等情

感[20]；另外，兩首樂曲旋律線中的音程範圍相

近，且兩首的旋律線皆上行音型較多，在音樂的

樂曲中，向上移動的旋律，會令人感到快樂或刺

激[11]。 

2.3.3 貝克焦慮量表 

貝克焦慮量表用來評估受測者焦慮的程度，

依量表總分的範圍區分為四種焦慮程度，總分 0-7
分表示受測者很少焦慮；總分 8-15 分表示受測者

輕微焦慮；總分 16-25 分表示受測者中度焦慮；

總分 26-63 分表示受測者嚴重焦慮。評估所有受

測者焦慮程度的結果為很少焦慮者有 24 位；輕

微、中度焦慮者有 8 位。 

2.3.4 血壓計 

使 用 OMRAN 電 子 血 壓 計 ， 型 號 為

HEM-7210，臺灣製。 

2.4 實驗程序 

本研究採 Pre- post test experimental design，每

位受測者實驗時間為連續兩週的同一時段進行測

量，避免因個人工作負荷量不一致而影響施測的

結果。先調查每位受測者的課表及空堂，安排施

測的時間，實驗前先請受測者填寫基本資料(年
齡、性別、年資、BMI)及填寫貝氏焦慮量表，向

受測者說明實驗之流程,完成後休息 5-10 分鐘，再

進行實驗的前測，測量血壓、心跳及 6 分鐘心率

變異度，接著開始聆聽實驗音樂(第一次先抽選其

中一首音樂，下次則聆聽另外一首)約 20 分鐘，

最後再進行實驗的後測，測量血壓、心跳及 6 分

鐘心率變異度，資料收集後開始統計分析各項實

驗數據，HRV 參數包含有頻域參數 TP、LF、HF、
LF/HF ratio、LF%、HF%等 6 項；時域參數 STD、

RR、SDSD、RMSSD 等四項及收縮壓、舒張壓、

心跳等數據資料。使用 SPSS 套裝軟體進行統計資

料分析，其中以獨立樣本 T 檢定做組間前測的比

較與組間後測之比較；以單因子共變數分析做組

內前後測之比較，統計結果 p 值小於 0.05 則代表

兩者有顯著差異。 

3. 研究結果 

針對介入風潮音樂和海莉音樂之前測分析結

果如表 2 所示，頻域參數和時域參數皆無呈現顯

著差異，顯示在介入音樂前受測者的心率變異度

無顯著差異。 

表 2、兩首音樂介入前 HRV 參數之比較 

參數 風潮音樂 
(人數=32) 

海莉音樂 
(人數=32) 

P 值 

前測(n=32) 前測(n=32) 
TP 10.62 

(1.18) 
10.69 
(1.03) 

0.676 

LF 9.83 
(1.38) 

9.93 
(1.07) 

0.566 

HF 9.84 
(1.21) 

9.87 
(1.21) 

0.856 

LF/HF -0.01 
(0.98) 

0.06 
(0.97) 

0.614 

LF% 50.01 
(20.25) 

51.57 
(20.34) 

0.596 

HF% 51.20 
(20.29) 

49.51 
(20.36) 

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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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 48.36 
(37.77) 

51.13 
(31.50) 

0.582 

RR 665.20 
(211.12) 

649.98 
(186.22) 

0.597 

SDSD 42.48 
(22.56) 

41.52 
(22.62) 

0.769 

RMSSD 41.99 
(22.20) 

41.06 
(22.34) 

0.774 

收縮壓 120.25 
(14.37) 

120.59 
(16.10) 

0.876 

舒張壓 73.34 
(10.94) 

74.81 
(10.73) 

0.349 

平均值(±標準差)  *P≦0.05, ** P≦0.01 
介入風潮音樂和海莉音樂之後測分析結果如

表 3 所示，頻域 TP、HF 兩項參數和時域 STD、

RR、SDSD、RMSSD 等四項參數皆呈現顯著差

異，顯示介入音樂會影響受測者的心率變異度。 

表 3、兩首音樂介入後 HRV 參數之比較 

參數 風潮音樂 
(人數=32) 

海莉音樂 
(人數=32) 

P 值 

後測(n=32) 後測(n=32) 
TP 10.98 

(1.08) 
10.60 
(1.13) 

0.017*

LF 10.19 
(1.26) 

9.86 
(1.30) 

0.076 

HF 10.18 
(1.14) 

9.73 
(1.16) 

0.008**

LF/HF 0.01 
(1.02) 

0.13 
(1.02) 

0.432 

LF% 50.85 
(20.96) 

53.65 
(21.08) 

0.358 

HF% 50.02 
(21.02) 

47.26 
(20.96) 

0.364 

STD 56.75 
(30.43) 

46.64 
(26.73) 

0.015*

RR 745.48 
(195.06) 

676.68 
(185.97) 

0.013*

SDSD 47.35 
(23.26) 

38.03 
(20.95) 

0.004**

RMSSD 46.75 
(22.92) 

37.59 
(20.66) 

0.004**

收縮壓 116.94 
(15.14) 

117.63 
(15.81) 

0.759 

舒張壓 71.44 
(8.80) 

72.38 
(10.76) 

0.510 

平均值(±標準差)  *P≦0.05, ** P≦0.01 
 
風潮音樂介入的前測與後測統計分析如表 4

所示，頻域參數中 TP、HF 上升，頻域參數 RR
上升，三項參數皆達統計上顯著差異，可見風潮

音樂使副交感神經活性上升，顯示聆聽風潮音樂

對國小教師產生放鬆生理、心理之作用，達到紓

壓的效果。 

表 4 風潮音樂介入前後 HRV 參數、心跳和血壓之

比較 

參數 前測 後測 P 值 
 (n=32)  (n=32) 

TP 10.62 
(1.18) 

10.98 
(1.08) 

0.028*

LF 9.83 
(1.38) 

10.19 
(1.26) 

0.062 

HF 9.84 
(1.21) 

10.18 
(1.14) 

0.048*

LF/HF -0.01 
(0.98) 

0.01 
(1.02) 

0.896 

LF% 50.01 
(20.25) 

50.85 
(20.96) 

0.778 

HF% 51.20 
(20.29) 

50.02 
(21.02) 

0.692 

STD 48.36 
(37.77) 

56.75 
(30.43) 

0.092 

RR 665.20 
(211.12) 

745.48 
(195.06) 

0.007**

SDSD 42.48 
(22.56) 

47.35 
(23.26) 

0.143 

RMSSD 41.99 
(22.20) 

46.75 
(22.92) 

0.146 

收縮壓 120.25 
(14.37) 

116.94 
(15.14) 

0.122 

舒張壓 73.34 
(10.94) 

71.44 
(8.80) 

0.185 

平均值(±標準差)  *P≦0.05, ** P≦0.01 
 

而海莉音樂介入的前測與後測統計分析如表

5 所示，頻域和時域之參數皆無達統計上顯著差

異，可見聆聽海莉音樂對國小教師無法造成生

理、心理放鬆和紓壓之作用。 

表 5 海莉音樂介入前後 HRV 參數、心跳和血壓之

比較 

參數 前測 後測 P 值 
 (n=32)  (n=32) 

TP 10.69 
(1.03) 

10.60 
(1.13) 

0.561 

LF 9.93 
(1.07) 

9.86 
(1.30) 

0.669 

HF 9.87 
(1.21) 

9.73 
(1.16) 

0.421 

LF/HF 0.06 
(0.97) 

0.13 
(1.02) 

0.656 

LF% 51.57 
(20.34) 

53.65 
(21.08) 

0.487 

HF% 49.51 
(20.36) 

47.26 
(20.96) 

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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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 51.13 
(31.50) 

46.64 
(26.73) 

0.288 

RR 649.98 
(186.22) 

676.68 
(185.97) 

0.321 

SDSD 41.52 
(22.62) 

38.03 
(20.95) 

0.269 

RMSSD 41.06 
(22.34) 

37.59 
(20.66) 

0.265 

收縮壓 120.59 
(16.10) 

117.63 
(15.81) 

0.199 

舒張壓 74.81 
(10.73) 

72.38 
(10.76) 

0.118 

平均值(±標準差)  *P≦0.05, ** P≦0.01 

4. 討論與結論 

由於現今教育生態環境日趨複雜，國小教師

的工作壓力與日俱增，而長期累積壓力會造成生

理、心理、情緒及行為負面的影響。為了教師工

作壓力因應之參考，本研究針對潭陽國小 32 位教

師介入風潮音樂及海莉音樂，利用心率變異度做

前後測分析，比對前後測 HRV 生理參數之差異，

評估介入兩首音樂前、後，對於教師自律神經的

影響。 
本實驗受測者整體平均年齡為 44±5.8 歲，平

均教學年資為 19±6.3 年，評估貝氏焦慮量表的結

果為很少焦慮有 24 人，輕微焦慮有 6 人，中度焦

慮有 2 人，大多數受測者很少焦慮或輕微焦慮，

這與受測者擁有豐富之教學或行政經驗應有其相

關性。由表 3 可知，介入風潮音樂和海莉音樂之

後測結果呈現頻域 TP、HF 兩項參數和時域 STD、
RR、SDSD、RMSSD 等四項參數達顯著差異，顯

示介入音樂後代表副交感神經之心率變異度參數

達顯著差異。由表 4 可知介入風潮音樂前、後，

受測者之 TP、HF 及 RR 皆達顯著差異，可見其

副交感神經活性上升，顯示風潮音樂對國小教師

的自律神經有調控之影響。由表 5 可知介入海莉

音樂前、後實驗結果，受測者之 HR 頻域及時域

參數並未達顯著差異。經由本實驗結果可得知聆

聽風潮音樂對國小教師紓壓的效果比聆聽海莉音

樂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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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走運動對國小教師心率變異度影響的評估 

Assessment of Exercise Walking for Hear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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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學環境的改變導致教師工作壓力變大，而自

律神經會受到工作壓力的影響，目前利用心率變

異度的分析是可評估自律神經的反應。本研究的

目的是在探討健走運動，對國小教師心率變異度

的影響。針對台中市某國小40名教師為受試者，

分為實驗組20名、對照組20名。實驗組接受每

週3次，每次30分鐘3公里為期12週的健走運

動，對照組則不進行任何介入。心率變異度的時

域和頻域參數結果顯示，適當的運動讓副交感神

經反應增強。但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教師，他們的

體重和體脂都沒有顯著的改變。 

關鍵詞：國小教師、健走、心率變異度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teaching environments result let 
work stress increas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 is effected by the work stress.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has been used to evaluate 
the responses of AN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change of HRV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en they did 
regular exercise walking trail. Forty teacher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participated this study who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 and control groups. The members of 

experiment group take a training of exercise 
walking for thirty minutes three times a week in 
twelve weeks, while the ones in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do any regular exerci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ular exercise walking 
could enhance the parasympathetic nerve 
responses according to the time and frequency 
parameters of HRV.  
Keywords：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Exercise Walking, Heart Rate Variability 

 

1.簡介 

科技日益發達，社會的腳步越來越快，

人們處於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壓力也越來越

多。國小教師肩負基礎教育的重要使命，工作

負荷壓力大，除了教學工作以外，平時還有繁

多的作業需要批改，另外還要配合學校推動各

項活動，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課餘還要和

家長保持聯繫，維持良好的溝通管道。假日有

時也要抽空進修充實專業知識，諸如此類，無

形中讓教師增添些許的壓力[1]，而長期的壓

力會造成身體疾病，從心理的層面來看，壓力

讓人變得焦慮而且容易發怒，在生理上的症狀

就包括了肌肉緊張僵硬、血壓升高，血液會快

速流向大腦與肌肉。因此身為一位國小教師必

須有健康的身體、愉快的心情才能教育好國家

未來的主人翁以及應付龐大的壓力，而適度的

運動能改善心肺適能，增進血液循環，促進身

心健康。健走是既簡單又容易上手的運動，而

且學校能提供方便舒適的運動場所，因此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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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健走的想法。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和美國心臟學會對

運動的建議是：一般成人應養成每週三到五

天，每次 30-60 分鐘的中等強度運動如健走、

游泳、慢跑等來增加肌肉肌力和耐力[2]。還

有研究指出教師在參加一段時間的有氧運動

之後，測量生理反應，結果發現有氧運動可以

減緩教師的緊張肌肉和心跳率；因此許多學者

呼籲國小教師要培養規律的運動習慣，來降低

工作壓力、增進身心健康[3]。而目前針對健

走訓練對國小教師身心改善度影響之研究卻

寥落可及，因此本研究想藉由十二週的訓練探

討健走是否能有效改善國小教師體重、體脂

肪、血壓、心率變異度。 

心率變異度(Heart Rate Variability, 簡稱

HRV)，是利用觀測自律神經，而可得知人們

身體機能的無侵犯性工具。人的心跳機制會受

右心房竇房結及自律神經的調控，自律神經活

性會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變化，這種變

化會影響竇房結放電的現律性，使心跳率有所

變化[4]。近幾年 HRV 已經被廣泛用來評估自

主神經系統功能的依據。 

2.研究方法 

2.1 心率變異度分析 

心率變異度的分析具有無侵入性和可辨識

交 感 神 經 系 統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SNS) 及 副 交 感 神 經 系 統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ANS)活性的

優點。心率變異度是利用心電圖進行分析，在

心電圖上，R 波的波形比較明顯，容易被偵測

到，所以我們會以 RR-Interval 來表示心跳間

期，由兩個連續 R 波所構成的間隔，代表一

次心搏的時間[5]。 

 

          圖 1  RR interval 示意圖 

 

心率變異度的分析方式可分為時域分析

(Time domain)與頻域分析(Frequency 
domain)。時域分析適合用在長時間的觀察分

析，主要是擷取一段時間的心電訊號，一般常

用來分析心率變異的指標有 STD (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RR Interval )連續RR間隔長度

的標準差、RR_Mean ( Mean of the RR 
Interval ) 心跳間隔的平均值、SDSD 
(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Successive 
Differences ) 全部的連續 R-R 間隔長度差的

標準差、rMSSD(Root-Mean Square of the 
Successive Differences )全部相鄰兩心跳間期

差異的均方根，利用儀器測出各指標的數值再

利用 SigmaPlot 分析軟體做統計分析，

rMSSD 的數值越高表示心率變異度越大，代

表副交感神經的活性越強[6]。 
頻域分析則是利用快速傅立葉轉換(Fast 

Foruier Transformation)將心跳間隔的時間序

列轉換為頻域，找出不同頻域分布的情形，

Akselrod 等人(1981)研究發現心率變異的頻譜

分析可以反映交感與副交感神經系統的活化

情形，通常我們可以觀測到三個明顯的頻峰

帶：高頻區(high-frequency,HF )、低頻區

(low-frequency,LF)及超低頻(very 
lowfrequency,VLF)。高頻區通常反映副交感神

經的活性，低頻區同時受到交感與副交感神經

系統的調控，低高頻比(LF/HF)可作為反映自

主神經活性平衡的指標[7]。在頻域分析中主

要分析高頻和低頻。 
 

 2.2 研究對象 

本實驗對象以台中市某國小40名教師為受

試者，排除心律不整節律明顯異常者，經受試者

同意分為實驗組20名，平均年齡43.8±4.48 歲，

身高159.99±4.48 公分，體重54.67±7.21 公斤，

體脂27.2±6.08、對照組20名，年齡43±4.96

歲，身高160±5.79 公分，體重60.46±10.98 公

斤，體脂肪29.12±6.19。 

 

2.3 研究工具 

 (1)心率變異分析儀 

以陽茵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 HRV 
Monitor(LR8Z11) 2 吋螢幕測量心電圖，其

特性是可長時間紀錄心電圖訊號到記憶卡

中，並透過讀卡機將心電圖訊號儲存在電腦

中，還可即時顯示心電訊號、心跳、S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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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值。 

 (2)體脂計 

 採用日本原裝進口 TANITA 體脂計，可

測量體重及體脂肪的含量。 

 (3) 血壓計 

 由台灣歐姆龍公司生產的電子血壓計，

型號為 HEM-7210，可即時測量心跳、收縮壓

及舒張壓。 

 (4)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由久駿有限公司代理之全自動身高體重

計，型號是 SP-055，可自動測量身高及體重。 

 

2.4 實驗步驟 

 本研究採真實驗設計中「前測－後測」實驗

設計，在實驗前二週，實驗組（健走組）與對照組，

均先施以「身高」、「體重」、「體脂肪」、「心跳」、「血壓」、

「心率變異」前測。每個人的「體重」、「體脂肪」、「心

跳」、「血壓」、「心率變異」都分別固定在相同時段

進行，以避免不同時間對「體重」、「體脂肪」、「心

跳」、「血壓」、「心率變異」造成影響。爾後實驗組

老師實施 12 週，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走

200 公尺操場 15 圈的健走訓練；對照組老師

與一般教師作息一樣，不實施任何訓練。健走四

週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再接受「體重」、「體脂肪」、

「血壓」、「心率變異」後測，每四週做一次後測，

且每次後測時間皆與前測時段相同，總共做三次

後測。再利用單因子共變數比較健走組 STD、

RR mean、SDSD、rMSSD、TP、LF、HF、
LF/HF、LF%、HF%、體重、體脂肪、收縮壓、

舒張壓及心跳之前測與後測平均值差異，並利

用獨立樣本 T 檢定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後測

之 HRV 參數是否達顯著差異。 

                                                                                               

3.結果 

將實驗組前測與對照組前測以獨立樣本 T

檢定進行分析，結果顯示這兩組之間除了收縮

壓有顯著差異，其餘 HRV 參數皆未達顯著差

異，表示這兩組的起點行為是一樣的。經過

12 週的健走運動後，再將實驗組後測三與對

照組後測三以獨立樣本 T 檢定進行分析比

較，結果發現實驗組的 TP、HF、STD、RR 
mean、SDSD、rMSSD 的參數皆明顯高於對照

組。如果將實驗組前測與後測三以單因子共變

數進行分析比較，結果發現頻域參數 TP、HF

與前測達顯著差異且呈現上升的現象，在時域

參數方面 STD、RR mean、SDSD、rMSSD 也

都與前測達顯著差異且呈現上升的現象，顯示

健走運動能改善心率變異度，提升副交感神經

活性。而對照組後測三的頻域參數 TP 與 HF 雖

然與前測達顯著差異，但卻呈現下降的現象，

在時域參數方面 STD、SDSD、rMSSD 也都呈現

下降的現象，顯示隨著工作周數的增加，交感

神經反應增加。但是實驗組和對照組在體重、

體脂、血壓方面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這一點

值得再探討。 

 

表 1 實驗組前測與後測三 HRV 與體重、體脂、

血壓參數之比較 

參數 Pre-test Post-test Pvalue

TP 10.3±1.0 11.1±0.8 
0.000 
** 

LF 9.6±1.2 10.5±1.0 
0.000 
** 

HF 9.4±1.0 10.2±0.9 
0.000 
** 

LF/HF 0.16±1.11 0.24±0.91 0.633 

LF％ 53.5±19.5 55.7±19.4 0.555 

HF％ 47.4±22.2 45.5±19.5 0.612 

STD 40.2±18.5 59.3±30.2 
0.000 
** 

RR mean
715.3 

±196.8 

811.3 

±140.7 

0.003 
** 

SDSD 33.0±16.2 47.0±23.1 
0.000 
** 

RMSSD 32.6±16.0 46.4±22.8 
0.000 
** 

體重 54.6±7.2 54.8±6.8 0.934 
體脂 27.2±6.0 27.3±6.1 0.955 

收縮壓 
111.4 

±15.49 

117.45 

±12.6 
0.554 

舒張壓 67.8±12.2 66.5±9.1 0.727 
mean±SD  *p≦0.05  **p≦0.01 

 
表 2對照組前測與後測三 HRV 與體重、體脂、

血壓參數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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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 Pre-test Post-test Pvalue

TP 10.4±.05 9.8±0.8 0.001 
** 

LF 9.7±1.1 9.1±0.9 0.004 
** 

HF 9.4±1.1 8.8±1.0 0.001 
** 

LF/HF 0.24±0.92 0.37±1.11 0.476 

LF％ 55.7±19.4 57.8±22.8 0.585 

HF％ 45.4±19.4 43.2±22.9 0.574 

STD 37.4±15.3 29.4±10.3 0.001 
** 

RR mean 689.1 

±139.4 

709.1 

±130.3 

0.417 

SDSD 32.9±19.1 22.4±10.6 0.000 
** 

RMSSD 32.5±18.7 22.1±10.4 0.000 
** 

體重 60.5±10.9 60.4±10.9 0.993 
體脂 29.1±6.1 29.1±6.8 0.987 
收縮壓 121.3±11.

9 

119.5 

±15.4 

0.741 

舒張壓 73.6±7.0 70.5±10.7 0.286 
mean±SD  *p≦0.05  **p≦0.01 

 
表 3實驗組與對照組前測 HRV 與體重、體脂、

血壓參數之比較 

參數 實驗組 對照組 Pvalue

TP 10.3±1.0 10.4±1.5 0.849 

LF 9.6±1.2 9.7±1.1 0.598 

HF 9.4±1.0 9.5±1.1 0.885 

LF/HF 0.16±1.11 0.24±0.9 0.654 

LF％ 53.5±22.0 55.7±19.4 0.55 

HF％ 47.4±22.9 45.4±19.8 0.601 

STD 40.2±18.5 37.4±15.4 0.384 

RR mean 715.3 689.1 0.4 

±196.8 ±139.4 

SDSD 33.0±16.2 32.9±19.1 0.974 

RMSSD 32.6±16.0 32.5±18.9 0.975 

體重 54.6±7.2 60.5±10.9 0.56 
體脂 27.2±6.0 29.1±6.1 0.33 
收縮壓 111.4 

±15.4 

121.3 

±11.9 

0.029*

舒張壓 67.8±12.2 73.6±7.02 0.071 
mean±SD  *p≦0.05  **p≦0.01 

 
表 4實驗組與對照組後測三 HRV 與體重、體

脂、血壓參數之比較 

參數 實驗組 對照組 Pvalue

TP 11.1±0.8 9.8±0.8 0.000 
** 

LF 10.5±1.0 9.1±0.9 0.000 
** 

HF 10.2±0.9 8.8±1.0 0.000 
** 

LF/HF 0.24±0.91 0.37±1.11 0.489 

LF％ 55.7±19.4 57.8±22.8 0.581 

HF％ 45.5±19.5 43.2±22.9 0.565 

STD 59.3±30.2 29.4±10.3 0.000 
** 

RR mean 811.3 

±140.7 

709.1 

±130.3 

0.000 
** 

SDSD 47.0±23.1 22.4±10.6 0.000**

RMSSD 46.4±22.8 22.1±10.4 0.000 
** 

體重 54.8±6.8 60.4±10.9 0.059 
體脂 27.3±6.1 29.1±6.8 0.377 

 
收縮壓 114.2 

±14.6 

119.5 

±15.4 

0.247 

舒張壓 66.5±9.1 70.5±10.7 0.217 
mean±SD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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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論 

從運動的角度來看，運動的時間比運動強

度更重要，如果從事較低運動的強度、但是時

間較長來進行運動，一樣也可以達到運動的效

果，而且不會太疲勞，更能持續下去[8]。而

健走是屬於大眾化的運動，對於想活動但是卻

又不想太勞累的人來說，是一項不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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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虛擬代幣機制之國小數位學習網站設計與研究 
 

 
摘要 

為了提昇學生使用網路的知識及學習能

力，本研究以開源架站軟體及其支援延伸套

件，結合激勵(incentives)、增強(enhancement)
及虛擬代幣(Bit coin)設計程序等教育相關理

論，建構符合 Web2.0 概念可運作虛擬代幣機

制的班群數位學習網。網站系統實際運作後，

由學生之使用記錄與統計結果可知，學生使用

本網站所得的虛擬代幣數中，平均每人點閱文

章次數約 15 次，可見已有效提升學生之網站

使用率，此外，五年級學生平均點閱數高於四

年級，女生之平均點閱數高於男生，可說明學

生之使用網站之趨勢。而點擊類的次數高於文

字發表類，說 明學生對文字之繕打能力較不

足。經分組對照之實驗結果，受到酷碰券獎勵

之實驗組學生，登入次數與總分高於控制組，

可知教師發送酷碰券對班群網站的經營成效

有顯著的提昇。 

關鍵詞：虛擬代幣、增強、激勵、Web2.0、點

閱文章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net using for 
students' knowledge enhancement and learning 
abilit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open source web 
server combined with incentives, and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design process theory tokens, etc..  
We constructed the web server with the concept 
of Web2.0 and the Bit coin scheme. With the 
two-month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we collect 
the Bit coins results of the student's record and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number of clicks per person of reading articles is 
about 15 times per person. It exhibits som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usage of the 
website. In addition, the fifth grade students read 
more higher than the fourth grade and the girls 
read more than boys students which explain the 
trend of using the website. Moreover, the clicks 
on the class are higher than the number of issued 
tex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typing of the 
transcript of the students is not enough.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comparisons show that 

teachers can promote the using of the learning 
web server by providing coupons.  
 
Keywords: Bit coin, Reinforcement, Incentive, 
Web2.0, Reading articles, Coupons 

1. 緣由及目的 

為發揮小班教學多元化、個別化及適性化

的精神及功能，進而提升教學品質，教育部自

87 年度起開始執行降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

人數計畫，2013 年時每班學生平均人數已降至

24 人以下。在班級人數較少的教學環境之下，

網站設計若能改變以單一班級為服務對象的

思考，可讓不同班級學生，以班群的形式參

與，增加學生線上瀏覽互動的機會。 
網站的互動功能對使用者的滿意度具有影

響[1]。2004 年 Tim O'Reilly 提出了分享、互動、

共同參與受惠，以使用者為主的 WEB2.0 概

念。Patricia Wallace 指出：「塑造他人行為最有

效的工具就是獎勵」[2]。黃蜀雅研究認為「在

一個網路社群中，若有虛擬貨幣的機制激勵使

用行為，將有其影響力，且會更有效的帶動網

路社群的發展」[3]。學校教師若能隨著科技概

念進步創新，建構一套有效的網站經營策略，

國小學童參與班級網站活動的意願將可進一

步得到的激勵。 
以班群為服務對象的網站建置，可以提供

不同班級、年級的學童更多網頁互動的機會，

同時透過虛擬代幣機制的激勵，增進學生上網

意願，進一步提昇學習成效及文字發表能力。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 Open Source 架站軟體

Joomla，結合增強理論，建置可運作虛擬代幣

功能的班群互動學習網站，並探討對班群成員

網頁學習的激勵成效。 

2. 研究過程及方法  

隨著網路科技的進步、Web2.0 的發展，近

年來 Facebook、Plurk、Twitter 等具互動功能的

虛擬社群網站快速的累積大量的會員，雖然有

註冊年齡的限制，但依舊吸引為數不少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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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參與其中，虛擬社群互動網，成為一股不可

抵擋的數位浪潮。 
黃啟文與陳瓊媚前後運用 Joomla 開源程

式，建置了符合 Web2.0 概念的互動式國小網

站系統[4][5]。李俊治與黃蜀雅等，以 ASP 動

態網頁呈現技術，發展西湖酷幣系統，推動深

耕閱讀計畫，獲得師生家長的肯定以及各報章

雜誌熱烈的報導，是推展虛擬代幣成功的範

例，該研究指出，「虛擬貨幣」線上獎勵，對

學生參與線上活動具有激勵作用，學生對酷幣

獎勵活動持正向肯定的態度[6]。顏百鴻的研究

結果也顯示有獎勵機制的實驗組學生其網路

學習意願顯著高於控制組，且建議網路學習平

台可設計有趣、適當的線上獎勵機制[7]。 

2.1 期望理論、公平理論 

行為科學家 Victor Vroom 提出的期望理論

（Valence-instrumentality-expectancy theory），
認為努力與績效、績效與報酬、報酬與滿足感

的關聯強度，是驅動人們工作或學習的因素。

許慧珍的研究亦指出，虛擬代幣對虛擬社群成

員具有激勵效果，並且符合 Vroom 激勵之期望

理論的特性[8]。 
Adams 的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認為

在橫向社會比較中，個體和他人得到的報酬與

付出心力的比值若相等，個體就會有公平的感

覺。在縱向歷史的比較中，個人現在和以前的

比較亦是如此。若是公平，個體就受到激勵，

願意繼續付出努力，否則，工作的積極性就降

低。 
台北市西湖國小酷幣系統、南湖國小星幣

系統、桃園縣大崗國中魔幣系統，三所學校的

虛擬代幣制度行之有年，各項活動，如線上投

稿、美術繪圖創作、閱讀心得、線上測驗、網

路投票、校內外認證等，給分是採取區間範圍

給分，分數多由老師評定後輸入，賦予老師較

大權限。然而，由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系維

護的教育 Wiki 網站也明確的指出「同樣認真的

情況下，在不同老師的審核下，他們即使學會

同等概念，得到的卻是不同的成績，甚是落差

甚遠」[9]。 
綜合上述的激勵理論分析，公平感覺是主

觀的，因此在設計代幣制度時，積分的規則應

該公開透明化，讓競賽者可以有公平的立足

點。因此，若能建立一個由電腦依規則，立即

回饋分數，統計公佈排名的虛擬代幣系統，更

能符合期望理論、公平理論特性，激勵學生上

網活動的意願。 

2.2 需求理論、增強理論、虛擬代幣 

依據馬斯洛(A.H.Maslow)需求理論，行為

論者將可以改變行為或反應頻率的需求刺激

稱之為增強物。陳榮華將積分制及代幣制歸類

於類化增強[10]，時至今日，因網路科技帶來

的改變，代幣不再以實體為限，凡將網頁活動

所得積分數位化，能直接於線上完成儲存累

計、交易兌換的機制都可稱為虛擬代幣。 

2.3 Joomla！  

網頁的編寫方式從最早期最基本核心的

html 超文件標記語言開始，到標榜所見即所得

的網頁編寫設計工具軟體，如 FrontPage、
Dreamweaver 等，以及近年來 CMS、LMS 等

網站架構的方式不斷推陳出新。在開放源碼的

內容管理系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中，Joomla 是一套源自於 Mambo 專案，以 PHP
程式語言開發，透過 MySQL 資料庫伺服器存

取的架站軟體，可運作於 Windows、Linux、
Macosx 等常見平台 [11]。 

3. 虛擬代幣互動網站的設計 

3.1 網頁伺服器軟硬體環境（如表 1 所示） 
表 1 網頁伺服器軟硬體環境 
硬    體    設    備 

處理器 Pentium(R) Dual-Core CPU 
E6700 @ 3.20GHz × 2 

記憶體 3.9GiB 
OS 類型 32 位元 
硬碟 500GB 

軟    體    環    境 
作業系統 ubuntu12.04 
網頁伺服器 apache2.2.22 
資料庫伺服器 MySQL 5.5 
網頁程式 php5.3.10 
網站系統 Joomla2.5.17(C.M.S) 

3.2 網站功能及代幣累積方式設計 
茲將本網站與積分排名運作系統有關的

內建元件、擴充套件與模組的功能設計說明如

下： 
系統內建元件有三個，其中，會員管理

（UserManage）設定核發學生會員各項網頁活

動的權限，並註記年級、班別、性別等變項資

料方便分群管理。文章管理（Article Manager）
當會員發表文章後，經後台教師審核通過後於

精選文章區依發表時間前後及類別排序發

布，供其他會員點閱、評比。網頁連結（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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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s），學生可輸入網站名稱及網址連結，簡

述內容後提交，經審查後發布於好站推薦區，

供其他會員點擊連結。 
在擴充延伸套件、模組中有下列七個主要

項目：拉霸遊戲（MJ Slots）是一種簡單有趣

的吃角子老虎機，每按轉一次扣除點數 2 點。

依積分規則給予的中獎點數分別為 2 點、7 點、

77 點，藉此吸引會員持續造訪社群網站。拉霸

遊戲如圖 1 所示。 

 
圖 1  拉霸遊戲 

    投票調查（AcePolls），以學生日常的生活

經驗及學校重要活動為調查內容，將調查統計

結果以圓餅圖或長條圖呈現，協助學生瞭解其

他人對各種議題的想法。投票調查結果如圖 2
所示。 

 
圖 2  投票調查結果 

線上測驗系統（ARIQuiz），提供多種形式

的測驗方式，讓學生或會員於瀏覽文章或影片

後參加測驗，題目由教師編寫的題庫中隨機出

現，每種測驗每日最多僅有三次作答機會，測

驗完畢後系統立即回饋測驗結果，以利學生自

我檢視學習成效。 
論壇（Kunena），提供心情及意見發表分

享的園地，學生可用累積的點數換取版主的權

限進行管理維護，建立討論區如笑話版、體育

版、電玩討論區會等，會員可於論壇發表或回

應議題，或按愛心圖形表達感謝，累計積分。 
虛擬商場（VirtueMart），提供原級增強物

如玩具及餅乾飲料等零食、社會性增強物如酷

幣勳章、版主權限、學校獎狀等。會員可用積

分點數換取獎勵，虛擬代幣兌換獎品的操作程

序如同線上購物ㄧ般。 
積分管理（AlphaUserPoints），是本網頁虛

擬代幣設計架構的核心，融入整合了相關的

Joomla 元件，進行虛擬代幣積分制度的運作。

使用 AlphaUserPoints 擴充套件，可以提昇會員

參與活動的動機，使會員經常努力競爭以獲得

更多的認同，就如同競賽一般。 
此系統模組可依據會員在網頁上的活動行

為，分配、指定或移除點數，系統將學生網頁

活動內容及積分點數統計後，公告得獎人次及

名單，如圖 3 所示。 
 

 
圖 3  獎章與排名 

此套件本身亦提供了抽獎活動的機制，透

過獎金（積分）的相關設定，管理者可於不特

定的文件內容中放置任意數量的抽獎活動，當

會員登入後以立即顯示訊息通知鼓勵參加，以

抽獎結果的不確定性（不固定時距、不固定比

率），激勵會員上網。抽獎活動如圖 4 所示。 

 

圖 4  抽獎活動 

 

另外，管理者於後台可手動分配紅利，或

彈性給分，列印酷碰券做為獎勵，為方便教師

產生、列印酷碰券做為獎勵學生各項行為的增

強工具。酷碰券產生器如圖 5 所示。酷碰券樣

式如圖 6 與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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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酷碰券產生器 

 

圖 6  酷碰券樣式一 

 
 

圖 7  酷碰券樣式二 

學生得到酷碰，可登入班群網頁輸入代

碼，可立即獲得積分點數。輸入代碼之圖示如

圖 8 所示。 

 
圖 8  酷碰券的輸入 

 

 

3.3 JComments 套件整合融入其他元件 
本系統設定 JComments 回應功能的內容

如以下五種：1 發表文字評論  2 按讚回應他

人的評論  3 評論被管理員刪除  4 評論被選

為不佳  5 評論被選為佳評。 

除基本的文章回應功能外，本系統亦將

Jcomments 元件整合融入 Acepolls 投票、

Jvarcade 遊戲管理、PhocaDownload 上傳下載

分享、PhocaGallery 圖片管理、Weblinks 網頁

推薦及留言板等六個套件，提供會員對各項議

題內容發表意見看法，進行意見交流、評比及

互動，圖 9 為對他人文章的評論畫面。 

圖 9   Jcomment 回應畫面 

經整合以上元件及延伸套件功能後，建立

虛擬代幣系統，茲以文件管理元件整合

Jcomments 為例，說明代幣的獲取方式。當會

員登入網頁，發表文章內容後，可能觸發的事

件有下列九項： 

(1) 會員登入網頁時，立即系統立即回饋積分

點數 

(2) 發表文章後被他人點閱時，給予積分點數 

(3) 點閱他人文章者，系統給予積分點數 

(4) 點閱文章內容後，給予作者投票評比者，

系統給予積分點數 

(5) 以 Jcomments 評論元件評論文章者，系統

給予積分點數 

(6) 按讚或按爛評比他人的評論者，系統給予

積分點數 

(7) 評論者對文章的評論被選為好的評論，系

統給予積分點數 

(8) 評論者對文章的評論被選為差的評論，系

統給予扣分懲罰 

(9) 評論者的評論被管理者教師刪除，系統給

予扣分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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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虛擬代幣與增強理論的融合 
依據下列實施積分（代幣）制的作業要點

及程序[10]，建置本網頁虛擬代幣系統。 

（一）：先明確的界定應予增強的行為，包括

應予加分或扣分的行為 

（二）：標明應予加分或扣分的每一項行為的

價碼 

   實施要點(一)與（二）明確的界定行為與配

分價碼，如圖 10 所示。 

圖 10 計分規則說明 

（三）：訂定實施的期限 

2014年 9月 4日起第一階段虛擬代幣系統

開始運作，11 月 9 日關閉系統，為期 68 天。 

（四）：設計最適當而具有吸引力的積分卡或

積分簿。 

  實施要點(三)與（四）之積分紀錄簿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積分記錄簿 
 

（五）：依據受訓者的需要，選用後援增強物

提供各類型後援增強物滿足學生不同

的需求。 

各類型增強後援物如圖 12 所示。 

 
圖 12 各類型增強後援物 

（六）：安排小型福利社（或商店），讓受訓者

用積分兌換後援增強物 

當學生會員累積到一定數量的點數，即可

自行從網站虛擬商場挑選禮品，購買成功結帳

時，點數同時被扣除。 

 

圖 13 小型福利社 

4 結果與討論 

4.1 研究對象與過程 
   本研究以南投縣某國小四、五年級學生為

實驗調查對象，四年級 158 人，五年級 176 人，

男生 173 人，女生 161 人，十二個班級每班平

均人數約為 28 人，註冊會員共 334 人。 
以內容管理系統 Joomla 架設可運作虛擬

代幣系統之班群互動網 http://163.22.60.60，並

公告虛擬代幣獎勵制度辦法，鼓勵學生參與。

於活動時間截止後，由後台 AlphaUserPoints
管理介面匯出會員活動資料表，進行描述性統

計分析，結果如表 2、表 3 所示。酷碰發送分

組實驗對照，結果分析如表 4 示。 
4.2 結果 

在表 2 中，以性別為分組變項的統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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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四年級及五年級女生的得分皆高於同年級

的男生，顯示女生比男生付出較多的努力於網 
頁虛擬代幣的獲取。以年級為分組變項的統計

分析，五年級平均得分高於四年級，同樣顯示

五年級付出較多的努力於網頁虛擬代幣的獲

取。 
表 2  性別年級虛擬代幣積分統計表 

年級 性別 人數 平均 
積分 

積分總和

百分比 

四 
男 79 70.52 13.4% 
女 79 154.82 29.5% 

合計 158 112.67 42.9% 

五 
男 94 112.54 25.5% 
女 82 159.88 31.6% 

合計 176 134.60 57.1% 

總和 
男 173 93.35 38.9% 
女 161 157.40 61.1% 

總和 334 124.22 100.0% 
在表 3 中，各項網頁活動次數，女生皆高

於男生，僅拉霸遊戲一項是男生參與次數高於

女生，顯示男生對於非固定比率非固定時距增

強的代幣遊戲有所偏好。酷碰點數取得的次

數，女生約為男生的 1.5 倍 ，顯示女生較常得

到教師的獎勵。 
各項網頁活動中，學生每次登入網頁平均

有 7.3 次的網頁活動，顯示學生有充分的參與

網頁學習活動。其中次數最多之前三名為點擊

類，點閱文章是獲得積分的主要方式。次數最

少的四項網頁活動是發表議題、加上評論、回

應議題及推薦網頁皆屬於文字發表類。 

表 3 學生網頁活動次數與性別變項交叉分析表 

網頁活動次

數統計 
性別 總次數 總次數 

/登入數 
次/
人 男生 女生 

登入次數 559 777 1336 1 4.00
點閱文章 1900 2974 4874 3.648 25.9

點擊評等 510 749 1259 0.942 

評比按讚 301 916 1217 0.911 

民意調查 150 415 565 0.423 

線上測驗 39 286 325 0.243 

感謝積分 61 189 250 0.187 

點擊網頁 3 143 146 0.109 

發表議題 5 95 100 0.075 0.46

加上評論 24 26 50 0.037 

回應議題 0 4 4 0.003 

推薦網頁 0 1 1 0 

酷碰張數 93 140 233 0.174 0.70

參與拉霸 430 285 715 0.535 2.14

總和 4075 7000 11076 7.3 33.5

為探討教師發送酷碰券對學生的激勵成

效，於 11 月 16 日至次年 1 月 22 日，進行第二

階段系統運作。研究設計以教師有無發送酷碰

券獎勵學生為分組依據，將五年級 6 個班級均

分為二組，每組有 3 個班級。為避免酷碰券本

身具有的點數造成統計分析的誤差，表 4 中的

總積分是指已扣除因為輸入酷碰券得到的點

數後的積分。 

表 4  酷碰券對五年級學生激勵成效分析表 

 
研究結果顯示，在登入次數方面，實驗組

約為控制組的 1.42 倍，在總積分方面實驗組

約為控制組的 1.68 倍，顯見教師列印酷碰券

獎勵學生，可有效增加學生登入網站次數並促

進各項線上學習活動次數。 

5 結論 

本研究以開源軟體 Joomla，設計具虛擬代

幣機制的互動網頁，做為數位教學平台，激勵

學生上網學習。由研究結果顯示，學生參與網

頁活動時，代幣取得的方式，以點擊類為主，

每人點擊文章次平均達 15 次。文字發表類較

少，每人平均約為 0.5 次，推論為繕打能力不

足，影響發表意願。在各項的網頁活動中，女

生皆較男生有積極的參與，但男生對拉霸遊戲

較為積極的參與，此性別因素對網頁活動內容

的偏好差異，可做為設計國小網頁虛擬代幣機

制時的參考。由第二階段實驗結果可知，級任

教師以發送酷碰點券的方式參與代幣機制的

運作，可提昇班群學習網站經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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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閱讀障礙生與一般生讀寫腦波之比較 

The Comparison of EEG betwee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Dyslexia 

 
 

 
摘要 

本研究旨在比較國小閱讀障礙學生和一般

學生在唸讀文章或寫國字注音測驗題時腦波

之比較。研究對象為 8位閱讀障礙學生和 8 位

一般學生。研究者依照受測學生前一學期的國

語課本教材擷取部分課文、習作內容編撰成唸

讀文本，和國字注音測驗題本，並在受試者

讀、寫時各紀錄其腦波。研究者比對閱讀障礙

生和一般生的讀、寫時的 α、β、θ三種腦波之

差異。結果顯示，在唸讀文本時，一般組的 α、
θ 波均顯著高於閱讀障礙組，足見一般組學生

在注意力提升和應變能力較從容且優。而在寫

測驗題時，一般組的 α、β、θ波均顯著高於閱

讀障礙組，顯示測驗題更易觸發深層記憶，對

一般組來說正從記憶深處尋求解答，注意力提

升、腦波相對於比閱讀障礙生更加活躍。 

 
關鍵詞：腦波、閱讀障礙、學習障礙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between 
elemental school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dyslexia when they were read the articles or 
writing the quizzes.There are 8 dyslexic 
students as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8 
non-dyslexic students as the control group 
participating this study. Our selected the 
reading articles and writing quizzes from 
previous semester textbooks. When they 
were reading or writing, we recorded their 
EEG signals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α, β and θ wave of EEG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α 
and θ waves of non-dyslexic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ading 
disabilities students when they read the 
articles. That represented the non-dyslexic 
students having a higher grade and 

adaptability. The α, β and θ waves of 
non-dyslexic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ading disabilities students 
when they were writing the quizzes. When 
students are writing the quizzes, their deep 
memory will be triggered and seeking 
answers from the depths of memory. Thus, 
the attention and brain waves for 
non-dyslexic students were more active than 
that for reading disabilities students. 
. 
Keywords: EEG, Dyslexia, Element School 
Student 
 

1. 前言 
 

在教育鑑定還沒有非常普遍時，通常學習

障礙的學生會被歸類為智能障礙或不認真學

習的低成就學生。美國學習障礙學會（1997)

指出學習障礙是中央神經系統異常，在聽覺、

說話、書寫理解上有學習困難，而這困難終其

一生不會改變[1]。 

在各類型學習障礙學生比例中，閱讀障礙

學生占學習障礙人數 80%以上，可見閱讀障礙

是大多學習障礙生的問題[2]，而對閱讀障礙

了解也日益迫切。 

如今很多教育學家皆從閱讀障礙生所呈現

出來的末端學習狀況，反推其源端的心理路

程，鮮少從腦波切入，了解閱障生的大腦運作

狀況。 

本研究從醫學角度，觀察閱讀障礙學生的

大腦在讀、寫實的腦波活動情形。主要探討閱

讀障礙生和一般學生在唸讀文章和寫國字注

音測驗題時的腦波差異。研究者自編讀本和測

驗題本，再進行讀、寫活動時，透過腦波儀紀

錄腦波，再予以分析 α、β、θ三種腦波，並比

較兩者腦波有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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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障礙是屬於學習障礙之一種。而根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標準[3]指出，

特殊教育法第三條所稱學習障礙，統稱精神心

理功能異常，而出現記憶、理解、注意、知覺、

知覺動作、推理能力有問題者。導致聽、說、

讀、寫、運算等學習出現困難者。其鑑定標準

為： 

(1). 智力正常或是正常程度以上 
(2). 個人內在能力有顯著差異 
(3). 聽覺理解、口語表達、識字、閱讀理解、

書寫、數學運算等學習有顯著困難。且經

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

善。 
在學習障礙類別中，閱讀障礙又稱讀寫障

礙症，國際讀寫障礙學會提出，讀寫障礙的特

徵在於識字正確性和流暢度都有困難，而且拼

字與解碼能力亦不佳，其閱讀能力低於其能力

所預期的表現，但其閱讀困難並非來自感官、

生理病弱、情緒行為問題、或是文化刺激不足

等環境因素直接造成結果[4]。閱讀障礙學生在

各種形式的語言上都會有不同程度的困難，且

在書寫和拼字表現上也有顯著差異。[2]   
Lerner (1997)表示約有 80%的學習障礙學

生有閱讀困難[2]，王瓊珠(1992)研究也提出學

習障礙學生若經過適當教學，其閱讀水準可提

升與普通班學生相近程度[5][6]，加強學習，是

能改善他們的閱讀能力[4]。 
腦波是腦神經細胞活動時所產生的微量電

波，最早是英國生理學家 Richard caton (1875)
在動物的大腦皮質表面偵測出的微量電波。之

後，德國精神科學家 Hans Berge 與 Richard 
caton 終於在人類頭蓋骨偵測到電位變化

(1929) ， 並 命 名 為 「 腦 電 波 圖 」

(Electroencephalogram，簡稱 EEG)[7][8] 
因此腦電波圖常被應用在心理學和醫學當

中，當作檢測腦部活動工具。從記錄腦波電位

變化，對人的腦部活動和思考歷程關係加以了

解。腦波的頻率變化是有其規律性，是研究大

腦活動的重要參數。腦波的頻率有很多種，最

常被探究的主要以 α、β、θ、δ四種： 
(1). δ波：頻率為 0.5-3.5Hz，成人在清醒狀態

下絕少出現，是沉睡時才會出現的腦波。

而幼兒兩歲以前主要以 δ波為主[9]。 
(2). θ波：頻率為 4-7.5Hz，是種漫波，在打盹

狀況時最明顯。被認為與記憶有關，是有

助於觸發深層記憶、強化長期記憶的[9]。 
(3). α波：頻率為 8-12Hz，代表清醒、穩定狀

態，是人腦活動的基本節律。當人張眼，

集中注意力從事特定心智活動時，α波的

振幅會明顯降低。有研究發現高能力者在

解決問題時，α波強度高於一般學習能力

者[10]。 
(4).  β波：頻率為 13-35Hz，當人腦處於興奮、

緊張、焦慮時最明顯，代表情緒呈現工作

狀態、努力解決問題，屬於高度思維的腦

波。β波則與注意力的變化有關[11]。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實驗以臺中市潭陽國小和成功國小四、

五年級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一般學生 8 人（5
男 3女)編 1-6號，閱讀障礙學生 8人(7男 1女)，
編 7-16 號，共 16 人，所有受測學生皆自願參

加，並經家長同意。 
參加本實驗的閱讀障礙學生，則皆通過合

法教育鑑定，取得學習障礙文號，並有註明為

閱讀障礙之確認個案學生。且為了避免實驗無

法全程配合，因此排除同時具有癲癇及注意力

缺陷過動症(ADHD)等相關腦部神經疾病之學

生。 
本研究在選擇一般學生當受測者時，為了

避免成績中下學生中仍有潛藏未接受鑑定的

學生，因此選擇前一學期成績為全班中等或是

中等以上的學生當一般組的受測學生。 
 

2.2 腦波測量 

本研究係採用 Neuro Scan 公司所開發的

NeuroScan Synamps 系統。電極點位置配置乃

依據「國際 10-20 標準系統(international 10-20 
system)」如圖 1，找到位置之後進行電極配置，

並擷取腦波訊號。 

 
圖 1、國際 10-20 標準系統 

 

2.3 唸讀文本和國字注音測驗題本 

本研究所使用的唸讀文本乃採用受測學生

前一學期已經上過的教科書課文，並挑選和學

生生活經驗較有相關課文或故事，經過彙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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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份約 8 頁的唸讀文本。因為閱讀障礙學生

識字能力差，因此文本的國字皆有標示注音。 
而國字注音測驗題本是從該生同一課本教

材所搭配的習作練習，取其第一大題「寫國字

注音」。因為這些內容都是階段要學的主要生

字詞彙。並彙整出答題數共計 100 字的題本，

每個答題為一分，總分 100 分。 
為能確實擷取答題時腦波訊號，實驗前則

須說明注意事項，1.依照題號頁數順序作答，

不得跳題、跳頁，寫完一頁，則翻至下一頁繼

續作答，不得翻回前頁，寫完即停止，不限時

間。2.不會答的可以思考一下，但是若想不出

可以跳過。3.寫錯字不使用橡皮擦〈會干擾訊

號擷取〉，直接將錯字打「x」，並將正確的字

更正在旁即可。4.本測驗與學生在校成績無

關，盡力回答即可。 
 

2.4 研究步驟流程 

本研究旨在比較閱讀障礙學生和一般學生

在唸文本和寫測驗時的腦波比較，本研究旨在

比較閱讀障礙學生和一般學生在唸讀文本和

寫國字注音測驗題本時的腦波變化。實驗流程

如下： 

(1). 選擇安靜不易受干擾的環境，因為擷取訊

號需要受測者專心，擷取時間約需要 30 分

鐘。 

(2). 安裝腦波儀，幫受測者戴上腦波儀，並在

每個電極點打入導電膠，時間約需 20-30
分鐘 

(3). 閉眼休息 1-3 分鐘，讓受測者情緒平穩，

使腦波更穩定。 

(4). 受測者開始唸讀文本，同時擷取腦波資

料，約 10-20 分。 

(5). 讀完文本再閉眼休息約 1 分鐘。 

(6). 受測者開始寫測驗題本，同時擷取腦波資

料，約 5-10 分鐘。 

(7). 將資料存於電腦主機，幫受測者拆下電極

帽，並協助清洗頭髮。 

(8). 處理數據資料。將擷取到的腦波原始訊號

透過 Scan4.3 系統做資料轉換。首先將資料

眼電合併 Linear derivation、濾波 Filter，再

將取得之數據分段 Epoch，分段後基線濾波

Baseline correct，接著排除偽跡 Artifact 
rejection，最後取得平均值 Averag。從 Epoch

取出腦波活化圖(頭殼圖)。在將平均數據

轉為 excell 檔，利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0
做統計分析，若 t檢定的 p值小於 0.05，
即是為兩者有顯著的差異。 

 

3. 結果 

閱讀障礙生組和一般受測學生組在讀文本

時其正確率的比較，如表 2。研究者在閱讀障

礙學生讀文本時，將其錯字、漏字、或漏句子

加以記錄，再計算其正確率。閱讀障礙學生在

唸讀文本部分正確率顯著低於一般學生組，而

閱讀障礙學生個別之間程度落差也比一般學

生大，因此標準差也大於一般學生組。 
 

表 2、兩組受測者唸讀文本正確率之比較 
唸讀文本 

 Mean SD N P 

閱障組 96.30 2.94 8 .028 
* 一般組 99.18 0.63 8 

Mean：平均值 SD：標準差 N：樣本數

 *：P＜.05，**：P＜.01 
 
寫國字注音測驗部分，兩組的測驗題正確

率仍然有顯著差異，如表 3。閱讀障礙學生組

所測得正確率平均值遠低於一般學生組，但閱

讀障礙生組的標準差卻低於一般學生組，是因

為閱讀障礙生在測驗部分成績普遍低落，因此

差異小。 
 

 表 3、兩組受測者在寫測驗時正確率之比較 
寫國字注音測驗 

 Mean SD N P 

閱障組 18.37 9.10 8 0.00 
** 一般組 71.12 16.45 8 

Mean：平均值 SD：標準差 N：樣本數

 *：P＜.05，**：P＜.01 

為進一步探討兩組的腦波反應，將閱障組

和一般組在唸讀文本時的 θ、α、β腦波加以分

析比較。發現一般組和閱障組的 θ、α 均有顯

著差異，如表 4。閱障組的 θ 波平均值卻遠低

於一般組，因為 θ波是和記憶、編碼有關，是

有助於觸發深層記憶、強化長期記憶的[10]。
因此閱障生腦部在觸發深層記憶、和長期記憶

能力較低於一般組。兩組在 β波卻沒有顯著差

異，因為 β 波代表大腦正處於緊張狀態，β 波

也關係到注意力變化[9]，表示兩組的都正專注

應付測驗工作，因此差異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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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兩組受測者唸讀時的腦波差異 
唸讀文本 

 Mean SD N P 

θ 
閱障組 
一般組 

19.84 
28.82 

7.88 
10.72 

8 
8 

.000 
** 

α 
閱障組 
一般組 

8.75 
9.36 

3.59 
3.43 

8 
8 

.050 
* 

β 
閱障組 
一般組 

3.74 
3.82 

2.75 
2.38 

8 
8 

.746 

 
而兩組在寫測驗時的 θ、α、β腦波的比較，

如表 5。發現閱障組和一般組的 θ、α、β 波均

呈現顯著差異。足見在處於工作狀態時，閱障

生組的腦部工作能力皆低於一般組。 
 

表 5、兩組受測者在寫測驗時的腦波差異 
寫國字注音測驗題本 

 Mean SD N P 

θ 
閱障組 
一般組 

18.60 
21.24 

7.06 
8.90 

8 
8 

.000**

α 
閱障組 
一般組 

10.35 
12.56 

4.48 
7.16 

8 
8 

.000**

β 
閱障組 
一般組 

4.23 
6.24 

3.69 
5.41 

8 
8 

.000**

 

兩組在唸讀文本時的 θ、α、β腦波活化圖

（頭殼圖）比較，如圖 2。發現一般組在唸讀

文本時腦波活化狀況（紅色區塊）明顯高於閱

障組。 
 

 

 

兩組在寫測驗時的 θ、α、β腦波活化圖（頭

殼圖）比較，如圖 3。發現閱障組在寫測驗時

腦波活化狀況明顯低於一般組（藍色區塊較

多)。 
 

 讀 θ波 讀 α波 讀 β波 

閱

障

11
 

閱

障

16
 

一

般

3

一

般

8

圖 2、兩組唸讀 θ、β、α波之腦波活

化圖之比較 

 寫 θ波 寫 α波 寫 β波 

閱

障

10
 

閱

障

14
 

一

般

1
 

一

般

5
 

圖 3、兩組寫測驗 θ、β、α波之腦波活化

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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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論 

研究結果發現，在唸讀文本時，一般組的

α、θ波均顯著高於閱讀障礙組，足見一般組學

生在注意力提升和應變能力較從容且優。而在

寫測驗題時，一般組的 α、β、θ波均顯著高於

閱讀障礙組，顯示測驗題更會觸發深層記憶，

對一般組來說正從記憶深處尋求解答，注意力

提升、腦波相對於比閱讀障礙生更加活躍。 

閱讀障礙生組只有唸讀時的 β波和一般生

無顯著差異，因 β波代表注意集中、腦部努力

解決問題的工作狀態，因此閱讀障礙學生在閱

讀時腦部備戰機制並不比一般學生差，只是成

績表現不好。因此可以從閱讀介入，提升閱讀

能力，讓學習力與一般生更接近。 

5. 誌謝 
本論文為科技部編號 MOST 103-2221-E-324 

-010 和 MOST103-2632-E-324-001-MY3 之計

畫，由於國科會的支持，使得本計畫得以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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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閱讀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的腦波之空間關聯度

分析 

Coherence Analysis of Electroencephalogram for 
Element School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Dyslexia 

 

 

摘要 

    閱讀障礙是學習障礙的一種，在諸多的教

育研究中，多著墨在應如何補救，用何策略補

救等主題，甚少從學童的腦波去探究。因此本

實驗旨在比較國小 8位閱讀障礙生及 8位一般

生於讀、寫時腦波的變化及通道間的相關聯性。

研究者從受測者前一學期學習過的國語課文

及習作中，挑選編纂本實驗所使用之文本及寫

題本，並於受測者讀寫時，同時記錄其腦波，

依 2組受測生在 θ、α、β三種腦波之差異，透

過連貫性(coherence)探討分析腦波之空間關

聯性。 

關鍵詞：閱讀障礙、腦波、連貫性  
 

Abstract 
    Dyslexia is a learning disability. Many 
educational researches discuss how to remedy 
dyslexia and provide strategies, but only a few 
studies explored dyslexic students’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EEG coherence of 16 
element school students while they were reading 
or writing. In these 16 students, 8 are with 
dyslexia and others are not. They a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One group includes students with 
dyslexia and the other group includes students 
without dyslexia. All students are asked to read or 
write some materials which are picked and 
codified from Mandarin textbooks or workbooks 
that they have learned last semester. Dur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eir EEG is recorded. The 
correlation among 3 kinds of EEG, θ, α and β, of 
these 2 groups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rough 
coherence.  

Keywords: dyslexia, brainwave, coherence 

1. 簡介 

    閱讀在現今教育普及、資訊爆炸數位化的

時代是一項很重要的能力，舉凡生活、學習、

人際溝通、娛樂，都與它息息相關；一旦無法

閱讀，那影響可能是一輩子的。 

    在教育現場的我們，常會發現班上有些孩

子看起來很聰明，但常常就是有看沒有懂，不

會讀書，深究其學習動機、文化背景和智力都

與同儕差不多，既沒有感官也沒有情緒上的問

題，卻在閱讀學習上挫折不已，連帶影響到其

他學科。 

    早期西方閱讀障礙研究是從醫生臨床個

案開始，1920 年代以後才陸續關注在教育和臨

床教學上[1]；而台灣最早的是 1978 年郭為藩

所做的調查研究[2]。但直到 1998 年，學習障

礙的鑑定標準才推出。根據 2004 Bender 推估，

閱讀障礙佔學障的 90%，是人數最多的一群[3]。
依中華民國「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身心障

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第十條[4]，「學

習障礙，統稱神經心理功能異常而顯現出注意、

記憶、理解、知覺、知覺動作、推理等能力有

問題，致在聽、說、讀、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

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

障礙因素或文化刺激不足、教學不當等環境因

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

鑑定基準依下列各款規定： 

(1)、智力正常或在正常程度以上。   

(2)、個人內在能力有顯著差異。 

(3)、聽覺理解、口語表達、識字、閱讀理解、

書寫、數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且經

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的說明，得知閱讀障礙是學習障礙的一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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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理，兩個有限序列，長度和週期均相同，平

均值為 0 的訊號 x(n) 和 y(n + l) 之互相關函數

( 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 r xy (l)可列式如

下： 

r xy (l) ∑ (n) y(n + l),l=0,1,2,…,(Q-1) (3) 

 

Q 為週期，從式( 1 )與式( 2 )可推得式(3)互相

關函數 r xy (l) 的傅立葉轉換式(4)： 

 

S xy(k)=	∑ ,k=0,1,2,…,(N-1) (4) 
 
可由式( 2 ) 和式( 4) 定義連貫性分析法函數 
( Coherence function )如下[12]： 

Cxy(k)=                       (5) 

 

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研究步驟 
    本實驗旨在比較閱讀障礙生及一般生在

讀、寫時腦波之空間關聯度分析，故安排受測

學生讀、寫文題本的同時，擷取其腦波訊號。

實驗流程如下: 

(1)、選擇安靜的環境，一次測一位，時間依受

測者讀寫速度快慢不同而耗時不同。 

(2)、安裝腦波儀，依據國際 10-20 標準系統，

裝電極帽於受測者，每一電極點打入導電膠。

耗時約需 20~30 分鐘不等。 

(3)、請受測者閉眼休息1~2分鐘，讓腦波穩定。 

(4)、受測者開始讀課文文本，同時擷取腦波。

約需 20~30 分鐘。 

(5)、請受測者閉眼休息1~2分鐘，讓腦波穩定。 

(6)、受測者開始寫國字注音題本，同時擷取腦

波。約需 10-15 分鐘。。 

(7)、儲存腦波資料於電腦主機。拆卸電極帽，

幫受測者清洗頭髮並吹乾。 

(8)、數據處理。將腦波原始訊號，透過 Scan4.3
系統做資料轉換，首先先合併眼電數據 Linear 
derivation，濾波 Filter，再將取得之數據切讀、

寫後分段 Epoch，分段後基線校正 Baseline 
correct，接著排除偽訊 Artifact rejection，再取

得平均值 Average 及腦波活化圖(頭殼圖) ，最

後做一致分析 coherence，區隔頻率波段 
Average bands 後，輸出資料，利用 SPSS 
Statistics 20 做統計分析，若 t test 的 p 值小於

0.05，即視為兩者有顯著的差異。 

3. 結果與討論 

閱障生與一般生在讀文本及寫題本答對正

確率之比較，如表 1。閱障生在讀文本及寫題

本的正確率都顯著低於一般生。在寫題本部份，

閱障生因作答的少，答對的也少，所以標準差

比一般生來的小。 

表 1、兩組受測生在讀寫正確率之比較 

*:P<.05,**:P<.01, Mean:平均值, SD:標準差, N :
樣本數 

進一步比較兩組受測生讀寫時 θ、α、β腦
波的 coherence 值，如表 2 及表 3 所示。發現

閱障生的 θ、α、β波皆與一般生有顯著差異。 

表 2、讀文本時 coherence  T 檢定分析 

 Mean SD N p 
θ 

閱障生

一般生

 
0.260 
0.330 

 
0.219 
0.232 

 
8 
8 

 
.000 
 ** 

α 
閱障生

一般生

 
0.268 
0.294 

 
0.211 
0.219 

 
8 
8 

 
.000 
 ** 

β 
閱障生

一般生

 
0.333 
0.371 

 
0.244 
0.239 

 
8 
8 

 
.000 
 ** 

*:P<.05,**:P<.01, Mean:平均值, SD:標準差, N :
樣本數 

表 3、寫題本時 coherence  T 檢定分析 

 Mean SD N p 
θ 

閱障生

一般生

 
0.262 
0.287 

 
0.219 
0.220 

 
8 
8 

 
.000 
 ** 

α 
閱障生

一般生

 
0.312 
0.348 

 
0.240 
0.250 

 
8 
8 

 
.000 
 ** 

β 
閱障生

一般生

 
0.399 
0.463 

 
0.284 
0.285 

 
8 
8 

 
.000 
 ** 

*:P<.05,**:P<.01, Mean:平均值, SD:標準差, N :
樣本數 

以電極圖做說明，coherence 數值大小用線條

粗細表示，畫出大於 0.6 的通道對做比較。 

             coherence 數值 0.8 以上 

             coherence 數值 0.7-0.8 

 類別 Mean SD N p 

讀本 閱障

一般

96.3 
99.2 

2.9 
0.6 

8 
8 

.028 
 * 

寫本 閱障

一般

18.4 
71.2 

9.1 
16.5 

8 
8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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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穿戴式感測裝置為中心結合藍牙 4.0 低功耗技術 
 

 

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內容在於研發一穿戴於人

體手腕上之感測裝置，其感測裝置主要應用於

感測人體體表阻抗、體溫、心跳，另外結合藍

芽 4.0 低功耗技術(Bluetooth Low Energy)，可

將感測資料傳至本實驗室所建立結合藍芽 4.0

之燈網架構，藉由燈網上之藍芽 4.0 裝置將感

測資料以最短路徑傳送至 Wi-Fi 裝置後，即可

將資訊即時傳遞至使用者所使用之手持式行

動裝置上，以便達到即時監控制目的，亦或是

傳遞至雲端完成個人資料庫統整，另外，本實

驗裝置亦有加入一室內溫度感測 IC，結合人體

所感測之資訊，搭配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

可另外達成智能家電之應用。 

關鍵詞：穿戴式裝置、藍芽 4.0 低功耗技術、

Wi-Fi 裝置、手持式行動裝置、模糊控制 

 

1. 前言  

隨著目前全球老年化的問題日益嚴重，且

低生育率的情況之下，(根據相關研究報告指

出，台灣於民國 150 年扶養比約 98.6%，平均

1.2 位青壯年人口扶養 1 位老年人口，比目前

高出 63.6%[1])。因此，在未來如此競爭的社

會之下，青壯年人口不但需要奔波於家庭生計

下且對於家中老邁雙親的照護問題便成為了

一大難題，倘若請了一位 24 小時的看護，但

對於龐大的看護費用便又是一大重擔。有鑒於

此，似想一下，若未來人人在工作之中便可以

即時的得知家中父母親目前的身體狀況，且若

稍有狀況發生便可即時讓遠方的你(妳)得

知，並且及時連絡相關救護單位，如此一來，

是否便可以大大的減少了在工作中的你(妳)

心中的一大隱憂進而在工作崗位上達到 100%

的工作效率呢? 

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推出一套系統，藉由

穿戴式裝置，感測人體體表阻抗、體表溫度及

人體心跳。其中，根據相關的論文研究指出，

人體體表阻抗會隨著體表濕度的提高而下降

[2]，且在情緒激動的情況下，人體的體表阻

抗通常會有顯著的改變[3]。另外，在室溫約

攝氏 23 度的情況下，人體手腕體表溫度約為

攝氏 28 度，且人體體表溫度會隨著發燒、運

動、情緒激動及環境溫度...等原因而有明顯

的起伏[4]，且人體心跳值正常值約每分鐘

60~100下。換言之，藉由感測這些人體資訊並

且傳送至遠端便可以達成以遠端監控的目

的。另外，經由上述所提及之相關人體資訊，

在結合一室內溫度感測便又可達成依照個人

化需求而調整之智能空調系統。 

所以，此次研究之穿戴式裝置中，有兩個

穿戴式裝置，其一由藍芽晶片 cc2541 結合體

表溫度及體表阻抗感測 IC以及室內感測 IC所

組成，另外一個則由 STM32F405RG微處理器結

合相關感測裝置所組成，其主要應用於心跳之

量測，而主要原因在於心跳演算需要較快速的

運算處理速度，因此須藉由 STM32F405RG的高

效能 M4 處理器進行運算，再將所感測的心跳

值與藍芽晶片做傳輸。最後，由藍芽晶片將所

取得之人體資訊與室內環境溫度做模糊控制

以及將人體資訊傳送至 Wi-Fi 裝置，由 Wi-Fi

裝置傳送至遠端。 

2. 文獻探討 

[5]在物聯網的議題上，有許多的研究應

用到GPRS、3G、Wi-Fi、LTE這些無線通訊距

離較廣的通訊方式，然而這些通訊方式的訊號

涵蓋比例、資料加密性、隱密性以及建構之成

本等原因導致這些方式無法被普遍的使用，因

此為了彌補這些問題，物聯網在建構時往往都

會引入如RFID、ZigBee、Bluetooth等等傳輸範

圍在100公尺以內之短距離的無線通訊搭配長

距離的無線通訊方式來進行。短距離通訊的各

點透過資料整合，接著再利用遠距通訊的方式

將資料上傳到網頁或是雲端，將資料儲存起來

進行分析，但是考量到RFID、ZigBee、ANT

等無線通訊方式目前並無整合在手持式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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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上，若要使用均需額外開發裝置提供資料

連結傳輸，另外傳統的藍牙及Wi-Fi都有耗電量

較大的問題存在，不過，Bluetooth SIG聯盟在

2010年發表了新一代的藍牙4.0，結合藍牙4.0

低功耗技術，大大的改善了傳統藍牙耗電量高

的問題，此外，近年來發表的手機、平板等手

持行動裝置大多已搭載藍牙4.0，因此不必再

額外開發裝置，有利於應用在物聯網之中。 

隨著許多關於物聯網建立的研究，在未來

與感測器間的相互結合必然是密不可分的一

大議題，而在物聯網的架構之下，所有的一切

都是物品結合感測器與遠端做相互之間的溝

通，而“人”也將視作一項物品，搭配感測器

感測人體所有的一切資訊上傳至雲端。[6]在

過去其實也已經有許多的論文在討論如何擷

取人體的相關資訊，並且分析這些資訊所代表

人體的哪些意義，但礙於感測裝置的龐大不易

攜帶，也因此無法即時的監控。 

另外，相對於人體資訊的監控也可即時對

周遭家電下達相關指令以便符合個人的身體

需求，例如:室內空調系統，可利用所感測到

的人體資訊對室內空調裝置做適當的調整，而

讓使用者達到舒適的程度。其實，[8]對於舒

適度的定義以及與舒適度所相關的一些人體

資訊在過去的論文中皆有人做過相關的研

究，因此，便可參考過去的實驗結果以及相關

的數值來分析模糊控制中的條件，來產生相對

應的事件處理。 

3. 系統裝置 

3.1 系統硬體裝置介紹 

3.1.1  藍芽晶片 cc2541 

低功耗技術測式板為包含 SOC 藍芽晶片

cc2541 之硬體開發板，晶片中結合藍芽 4.0 技

術及具有運算功能單元的微處理器 8051 裝

置。因此，本晶片為整個手環裝置之核心，可

運用其通訊裝置 I2C 與周邊感測 IC 溝通，且

經由 I2C 接收感測資料後透過內部運算單元

8051 運算出所感測之相關數值，最後再透過藍

芽進行傳輸，如下圖 1。 

    cc2541 開發硬體裝置為相對應於 cc2541

之硬體開發裝置，其中包含 (i) CC-Debugger，

應用於燒錄應用程式至藍芽晶片 cc2541。(ii) 

簡易穿戴式藍芽裝置，應用於將簡易程式燒錄

至藍芽晶片內，且穿戴於手腕上，觀察手腕上

的動作是否會影響藍芽間的傳輸。(iii) 藍芽

Dongle，應用於接收回傳之藍芽封包，觀察其

藍芽間的傳輸資料，如下圖 2。 

 

圖 1 包含 cc2541 晶片之低功耗技術測試版 

 

圖 2 包含 cc2541 晶片之開發硬體裝置 

3.1.2  體表阻抗及溫度感測 IC AD5933YRSZ 

AD5933YRSZ 為感測體表阻抗及體表溫

度 IC，其內部包含一 I2C 通訊介面，可透過此

介面進行操作並取得感測資料值，如下圖 3。 

 

圖 3 體表阻抗及溫度感測 IC AD5933YRSZ 

3.1.3  室內溫度測 IC ADT7420 

ADT7420為一溫度感測 IC，主要應用於感

測室內溫度，其內部包含一 I2C通訊介面，可

透過此介面進行操作並取得感測資料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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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圖 4 室內溫度感測 IC ADT7420 

3.1.4  微處理器 STM32F405RG 

STM32F405RG為一微處理器 IC，其內部包

含一運算時脈可達 168MHz之 M4核心。因此，

可運用其高速之運算功能來達成較為複雜 的

心跳處理，如下圖 5。 

 

圖 5 微處理器 STM32F405RG 

3.2 系統軟體裝置介紹 

3.2.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此介面為一 C/C++之編譯軟體，其主要應

用於編譯藍芽晶片 cc2541 的應用程式及產生

可執行燒錄的 HEX檔案，如下圖 6。 

 

圖 6  IAR Embedded Workbench 

3.2.2  Keil Embedded Development Tools 

此介面為一 C/C++之編譯軟體，其主要應

用於編譯及燒入微處理器 STM32F405RG 的應

用程式，其與 IAR 編譯軟體主要差別於燒入之

核心架構不同。藍芽 cc2541 為 8bit 處理之核心

架構而 STM32F405RG 為 32bit 的 M4 核心 架

構，如下圖 7。     

 

圖 7  Keil Embedded Development Tools 

4. 系統架構 

4.1 系統架構圖 

此系統架構由一藍芽晶片 cc2541 為主要

核心，負責整體系統的控制、傳輸、運算以及

下達控制指令，其次由周邊感測裝置進行所需

之感測動作，最後由實驗室所建立之燈網做遠

端的資料傳輸，以及空調設備完成室內環境舒

適度的改善，如下圖 8。 

 

圖 8 系統架構圖 

4.2 系統流程圖 

本系統首先由藍芽晶片啟動周邊感測裝置

進行相關的感測，等待一段感測時間後，接收

由感測裝置所回傳之感測值並判斷是否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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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接收到所有的資訊。隨後，藍芽晶片便進行

相關之模糊控制，將所取得之相關資訊，與事

先設定之模糊條件做比較，判斷人體資訊符合

何種模糊條件，並產生相對應調整環境舒適度

的控制封包以及將相關人體資訊透過藍芽燈

網傳送至 Wi-Fi 裝置。最後，判斷是否以感測

30 秒鐘，若是，便使藍芽晶片進入睡眠模式，

然後經由藍芽晶片內部之 Timer 設定，在 5 分

鐘後自動喚起藍芽晶片以便進行下一次的相

關動作，而此一動作之目的在於穿戴式裝置需

要盡量節省耗電量，如下圖 9。 

 

圖 9 系統流程圖 

 

5. 系統成果 

5.1 智慧家電控制手環 

此穿戴式手環包含體表阻抗、體表溫度及

室內溫度感測，其電路圖(如下圖 10)與  PCB 

layout 圖(如下圖 11) 以及實驗成品圖 (如下圖

12)，且其體表阻抗值、體表溫度值與室內溫度

感測值，可由 debugger 介面中所觀測(如下圖

13)，最後，其控制指令封包可由藍芽 Dongle

接收並由其介面所觀測(如下圖 14)。 

 

圖 10 手環電路圖 

 

 

 
圖 11 手環 PCB layout 圖 

 

      
圖 12 手環實驗成品圖 

 

 
圖 13 Debugger 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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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藍芽 Dongle 接收介面 

5.2 心跳感測手環 

此穿戴式手環主要用於感測使用者的心

跳值，其中主要核心為 STM32F405RG 微處理

器啟動周邊感測裝置進行感測，且將感測值傳

送給藍芽晶片 cc2541 後直接傳送給雲端，其實

驗成品圖(如下圖 15)，且其感測資料值可由

labview 所構成之介面中觀測(如下圖 16)。 

 
圖 15 實驗成品圖 

 

 
圖 16 labview 介面 

6.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實驗裝置目前於體表溫度及室內溫度

感測與實際市售之溫度感測裝置比較，其感測

誤差小於攝氏正負 1度，如下圖 17，且另外經

實驗證實體表阻抗與體表乾濕度及不同的感

測頻率有一定的關係，如下圖 18、19。因此藉

由目前所得數據經由模糊控制後，已產生 8種

控制環境舒適度的控制封包，且以經由電風扇

及冷氣所組成之空調設備做實驗上的認證。 

 [3]經由目前一些論文上的研究，人體的

情緒會與體表阻抗、體表溫度、心跳及血壓有

著密切的相關性，但目前這些的量測儀器普遍

皆攜帶不易。因此，在未來的展望中，希望能

將目前的資訊做更進一步的分析進而達成情

緒上的辨識。 

 

 
圖 17 溫度感測比較 

 

 
圖 18 乾燥皮膚 

 

 
圖 19 濕潤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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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可重組光放大器 WDM-PON 方案之研究 

The Study of a WDM-PON Scheme Based on 
Reconfigurable Optical Amplifiers 

 

 
摘要 

本文提出一個基於可重組光放大器之分

波多工-被動光網路方案。此外，還有詳細的

探討所提的可重組光放大器於分波多工-被動

光網路方案中作為光放大器保護機制之運作

方式。所提出的具有可重組光放大器之分波多

工-被動光網路能夠滿足上行和下行光放大器

之保護需求。 

關鍵詞：光放大器、可重組光放大器、分波多

工-被動光網路、光放大器之保護。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a 

wavelength-division-multiplexed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WDM-PON) scheme based on 
reconfigurable optical amplifiers (ROA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operation states of ROAs in the WDM-PON 
scheme for optical amplifier protection. The 
proposed WDM-PON with ROAs can meet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 of the uplink and 
downlink optical amplifiers. 
Keywords： 
Optical Amplifier, Reconfigurable Optical 
Amplifier, Wavelength-Division-Multiplexed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Optical Amplifier 
Protection. 
 

1. 前言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的生活已經與

網際網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相關的應

用與服務快速成長，除了一般文字圖片網頁的

資訊傳輸外，還有大量的多媒體資訊，如高畫

質影像...等；此外在行動通訊蓬勃發展之

際，第四代通信技術長期演進技術(Long Term 
Evolution, LTE)為目前世界各地廣泛使用的通

訊系統之一，其所能提供的靜態傳輸速率可高

達 1Gbps、高速移動下可達 100Mbps。在如此

大量的資料傳輸中，唯有光纖網路系統才能夠

滿足如此龐大的傳輸量，因此世界上骨幹通訊

網路的傳輸媒介均採用光纖，同時在用戶端也

逐漸朝向整合性服務之光纖通訊網路發展。光

纖網路已成為寬頻網路的發展趨勢，而未來分

波 多 工 - 被 動 光 網 路

(Wavelength-Division-Multiplexed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WDM-PON)將扮演極為重要

的角色。 

基於光放大器為光纖通訊系統中不可或

缺的元件，其中摻鉺光纖放大器(Erbium-Doped 
Fiber Amplifier, EDFA)具有高放大增益、高輸

出光功率、低雜訊指數、增益不受極化方向影

響、適用於各種傳輸速率、適用於各種調變格

式信號，是現階段光放大器主流。因此在高速

WDM-PON 中，光放大器的保護就顯得非重

要；一旦光放大器故障，光信號通過光放大器

將造成極大的光損失(>33.48 dB)，因此在光放

大器的保護上有其必要性。 

本文提出一個基於可重組光放大器

(Reconfigurable Optical Amplifier, ROA)[1]之
分波多工-被動光網路架構，能夠有效地達成

上行和下行光放大器之保護方案。 

2. WDM-PON 系統方案 

圖 1是基於 ROAs之 WDM-PON方案，其

光放大器單元(Optical Amplifier Unit)包含三個

ROA：ROA1屬後置光放大器類型、ROA2屬前

置光放大器類型、ROA3 其光放大器類型可切

換至 ROA1或 ROA2類型，分別作為 ROA1或

ROA2的備用光放大器，而 ROA3平常狀態下為

雙向旁路，不提供光放大功能。 
Tx1~Txn 及 Rx1~Rxn 分別為光線路端

(Optical Line Terminal, OLT)之光發射機及光接

收機。Tx1~Txn 光信號經分波多工器 (WDM 
MUX)匯集至 ROA1 放大所有光信號，經光循

環器(Optical Circulator, OC)埠 1輸入，由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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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至 ROA3 旁路輸出至標準單模光纖

(Standard Single Mode Fiber, SSMF)下行至遠

端節點 (Remote Node, RN)陣列式波導光柵

(Arrayed-Waveguide Grating, AWG)解多工至對

應的光網路單元(Optical Network Unit, ONU)。 
ONU1~ONUn上行之光信號則經RN中的 AWG
匯集至 SSMF回傳至 OLT 的光放大器單元，先

經 ROA3旁路傳輸至 OC 的埠 2，由 OC 埠 3
輸出至 ROA2放大所有上行光信號，再由分波

解多工器(WDM De-MUX)進行波長解多工至

Rx1~Rxn接收。 
 

 
圖 1：基於可重組光放大器 WDM-PON 方案 

一般 EDFA 的泵激(Pumping)架構可分為

三種：前向泵激、後向泵激及雙向泵激。前向

泵激 EDFA具有低雜訊指數之優點，後向泵激

EDFA 具有高放大增益之優點。因此 ROA1 後

置光放大器一般採用後向泵激 EDFA，以獲得

高放大增益為考量，而 ROA2前置光放大器一

般採用前向泵激 EDFA，以低雜訊指數為考

量。ROA3 為了提供可切換至 ROA1 或 ROA2

類型的需求，因此 ROA3必須能達成 ROA1後

向泵激 EDFA 及 ROA2前向泵激 EDFA 之間的

切換，以符合作為 ROA1及 ROA2的備用光放

大器之要求。 

3. 可重組光放大器架構 
圖 2(a)為 ROA1之架構方塊圖，ROA1可由

後向泵激EDFA結合一顆2x2 Bar/Cross光開關

組合而成；在平常狀態下，2x2 Bar/Cross光開

關為 Cross狀態，當後向泵激 EDFA 故障時，

則 2x2 Bar/Cross光開關為 Bar狀態，即為旁路

狀態。圖 2(b)為 ROA2 之架構方塊圖，ROA2

可由前向泵激EDFA結合一顆 2x2 Bar/Cross光
開關組合而成；在平常狀態下，2x2 Bar/Cross
光開關為 Cross狀態，當前向泵激 EDFA 故障

時，則 2x2 Bar/Cross光開關為 Bar狀態，即為

旁路狀態。 
圖 2(c)為 ROA3之架構方塊圖，ROA3可由

後向泵激 EDFA 結合一顆四埠可逆(Reversible)
光循環器及一顆 2x2 Bar/Cross光開關組合而

成。ROA3必須可切換至 ROA1或 ROA2類型，

分別作為 ROA1或 ROA2的備用光放大器，而

ROA3 平常狀態下為雙向旁路，不提供光放大

功能，因此 2x2 Bar/Cross光開關為 Bar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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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可重組光放大器之架構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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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下行光放大器 ROA1 之保護架構方塊圖 

圖 3 為下行光放大器 ROA1之保護架構方

塊圖，當 ROA1內 EDFA 故障時，其內部 2x2 
Bar/Cross光開關切換至 Bar狀態，而 ROA3必

須切換至 ROA1類型，因此 2x2 Bar/Cross光開

關切換至 Cross狀態，而四埠可逆光循環器為

順時針循環，其中埠 1及埠 4間呈現雙向光隔

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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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上行光放大器 ROA2 之保護架構方塊圖 

圖 4 為上行光放大器 ROA2之保護架構方

塊圖，當 ROA2內 EDFA 故障時，其內部 2x2 
Bar/Cross光開關切換至 Bar狀態，而 ROA3必

須切換至 ROA2類型，因此 2x2 Bar/Cross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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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換至 Cross狀態，而四埠可逆光循環器為

逆時針循環，其中埠 1及埠 4間呈現雙向光隔

離狀態。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後向泵激 EDFA，
因四埠可逆光循環器為逆時針循環使得上行

光信號與 EDFA 間呈現前向泵激狀態。因此

ROA3 確實可以藉由四埠可逆光循環器循環狀

態之切換來達成作為 ROA1或 ROA2的備用光

放大器的類型。 

4. 成果與討論 

    本文提出一個基於可重組光放大器之分

波多工-被動光網路架構，其能夠達成上行和

下行光放大器之保護需求。 

此外，在 ROA 架構內加入智能控制電路

的設計及製作[2,3]，必能使 ROA 能夠自動判

斷與切換所需的狀態，達到真正智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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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網際網路之遠距同步腦波量測系統 

 

摘要 
大腦是所有動物的思考中樞，也是所有的

身體動作命令來源。人們為了解大腦及其腦波

訊號，可以透過腦波感測器來感測出腦波訊號

波形並執行分析。腦部神經活動的綜合變化所

產生之電訊號稱作腦電波，近年來腦電波在許

多研究團隊的研究下，已經有相當多的成果，

包括腦部疾病、睡眠狀況等。人們常因種種原

因無法前往醫院，量測時又須由醫療單位及專

業人員實施。本研究即在此背景下提出基於網

際網路之遠距同步腦波量測系統，在做法上採

用三點式貼片式感測器以獲得微弱且含雜訊

的腦波訊號，接著將此訊號經放大及濾波電路

後得出可用之腦波訊號。繼而透過電腦結合人

機介面平台上將腦波訊號顯示及頻譜分析，最

後經由網際網路建立遠端同步監控，以便提供

專業人士診斷。 

關鍵詞：腦波、遠端同步、人機介面 

 

Abstract 
   The brain is the center of all animals 

thinking, it is also the source of all physical 

action comma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rain signals, people created an EEG sensor 

to capture brainwave signal and then execute 

analysis. The EEG wave is a phenomenon of 

comprehensive changes in brain neural 

activity.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in brain waves research that 

including brain disease, sleep status and so 

on. People often cannot go to the hospital for 

various reasons, sometimes even the patient 

to the hospital and also accept complex 

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s, it is 

inconvenient for them.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a remote synchronization EEG 

measurement system that base on Web 

function. We get a weak EEG signal by used 

three point patch sensors to, then amplified 

and filtered this signal to the man-machine 

interface platform. Finally, establish a remote 

synchronization monitoring via Internet, in 

order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diagnosis. 

Keywords: EEG, Remote synchronization, 

Man-machine interface platform 

1. 前言  

    大腦是所有思維活動的主宰器官，也是所

有的身體動的作命令來源，透過大腦的思考運

作，我們今天才有如此先進的科技，人類生活

才得以精進。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專長從

事有關於腦波相關領域研究，例如利用腦波篩

檢病患，以及昏迷、中風、癲癇、腦炎、和其

他腦疾病病人的追蹤檢查。有鑒於此本研究希

望能開發一個體積小且價格便宜並具有高可

靠度的腦波量測系統，改善目前醫療院所所使

用的腦波感測儀體積龐大、操作繁複之缺點，

使其適合居家使用，並應用方便的網際網路功

能將腦波量測的結果傳送之遠端。 

    本研究在硬體感測電路上，我們自行設計

了一個腦波感測電路，將微弱且易受雜訊影響

的腦波訊號清晰的量測出來；在軟體功能上，

我們在LabVIEW平台上開發一套人性化之人

機介面，使腦波訊號能透過電腦顯示，以利未

來分析；在無線傳輸上，我們也利用LabVIEW

上內建Web功能，執行遠距同步傳輸；研究中

採用三點貼片式感測，而非像醫院之腦波儀器

繁雜並需要專業人士在旁協助。為縮短設計電

路的時間，我們會先以模擬軟體做模擬，再用

佈線軟體來做電路佈局，最後製作硬體電路和

接零件後進行測試。 

2. 相關知識介紹 

2.1 腦波分類介紹 

    腦電圖是測量大腦皮質的電流，大腦皮質

的電流是發生在細胞外的電流，是由細胞群與

其他細胞群之間的電位差形成。而我們熟知的

腦波基本依週率可分為 波、 波、 波、 波

這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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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腦波分類表 

波形分類 主頻 

波 8～12Hz 

波 13Hz以上 

波 4～7Hz 

波 低於 3Hz 
 

(1) Alpha activity( 波)： 

    波頻率介於8~13Hz之間。一般在意識清

醒並處於安靜、休息狀態下所出現之週期波。

當有思考、睜眼或有其他刺激時， 波會消失，

重新安靜閉眼時，才會重新出現。

 

圖1腦電波 波波形圖 

(2) Beta activity( 波)： 

    波頻率在13Hz以上。一般在清醒而驚覺

的狀態下出現，當大腦思考或受到感官的刺激

時，此波會較為明顯，因為隨著 波的增加，

身體逐漸呈緊張狀態，準備隨時因應外在環境

作反應。而老年人相較於年輕人，其 波會出

現的多。

 

圖2腦電波 波波形圖 

(3) Theta activity( 波)： 

    波頻率在4~8Hz之間。成年人在受到挫折

和抑鬱時極為顯著，在意識中斷或深層放鬆

時，此波也會很明顯。  

 

圖3腦電波 波波形圖 

(4) Delta activity( 波)： 

    波頻率低於4Hz，當正常成人在睡眠時及

稀少在深呼吸知時可以看到，通常出現於深度

熟睡或無意識狀態。正常成人在清醒的狀況下

沒有 波。 

 

圖4腦電波 波波形圖 

2.2 電極點位置 

    大腦的區域很大，須使用很多的電極才能

涵蓋整個頭顱，為了使電極能均勻分布在頭皮

上，圖 1為國際標準 10-20電極配置圖。將頭

部以鼻根與後枕凸隆距離依比例分六部分，的

一部分和第六部分分別佔總距離的 10%，其餘

四部分則分別各佔 20%。加上兩側耳垂定為

A1與 A2，做為參考電極。電極位置的代碼用

英文字母與數字組合而成，T 代表顳葉、F 代

表額葉、C 代表中央、P 代表頂葉、O 代表枕

葉；數字指示區域位置，左邊用奇數，右邊用

偶數。 

 

圖 5國際 10-20標準位置電極 

2.3 腦波之誘發 

    大腦受到刺激會使得腦波異變，而為了能

觀察其變化，就有幾種方誘發法。 

(1) 深呼吸誘發： 

   以閉眼做深呼吸 1分鐘 20~25次，做 3分鐘

(大人)或 2分鐘(小孩)。這樣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 )會經過肺逐漸呼往空氣中，血液就形成低

氧化碳，而血液就傾向於鹼性。如果腦血管就

會收縮血流量減少，大腦的血流量減少時，大

腦的細胞就會起變化，就容易使得腦波出現種

種的異常變化。 

(2) 光刺激誘發： 

    大腦感光的視覺區是在枕葉部。從眼睛進

入的光碰到視網膜而刺激視網膜的視神經，於

是把進入視網膜的光刺激訊號送到後方，置於

後頭部的電極因光的刺激而顯示出很大的變

化。因光刺激所誘發出來的異常波與患者所有

的異常波週率相一致，所以對癲癇患者來說，

突然的閃光、眩目刺眼的光波都會造成大腦神

經功能紊亂，導致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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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刺激誘發： 

   音波傳入耳朵中使鼓膜振動，振動既成為信

號，而穿過聽神經。音刺激的方法普通，是以

300~1000頻率的純音作連續或斷續的給受測者

聽，有時也會以其他雜音來做檢查測試。當受

測者受到強音刺激，會出現煩躁不安、心慌、

心動加速、坐臥不寧等現象，精神高度緊張，

神經過度興奮，能直接誘發發作。 

3.系統架構及模組設計 

3.1系統架構 

    本研究經由擷取電路取得腦波訊號，再與

電腦人機介面結合做一個顯示分析。系統架構

分為三個區塊，分別是前端感測裝置、訊號擷

取裝置及終端監控裝置(包括分析介面及遠端

監控)。如下圖6所示。 

 

圖 6系統方塊圖 

3.2前端感測模組 

    感測模組是以儀表放大器、高通濾波器、

陷波濾波器、低通濾波器等四個電路所組成。

經過探測器所接收到的腦波訊號相當微弱，因

此透過放大電路與濾波電路，將腦波訊號處理

至最理想的電壓範圍。有關感測放大電路示意

圖如7所示。 

 

圖 7感測放大電路示意圖 

(1)儀表放大器： 

    腦波生理訊號經由探測器擷取後，此訊號

不能被使用，其主要關鍵在於原始的訊號振幅

相當微弱，本模組以放大100倍之儀表放大電

路與放大100倍之非反向放大電路構成，藉此

將微弱的腦波訊號放大。如圖8~10所示。 

 

圖 8儀表放大器電路 

 

圖 9非反向放大器電路圖 

 

圖 10非反向放大電路板零件圖 

(2)高通濾波器： 

    高通濾波器選擇截止頻率在0.3Hz，圖

11~12為高通濾波器電路圖。 

 

圖 11高通濾波器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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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高通濾波器電路板零件圖 

    在類比電路設計過程中，很容易受到前後

級電路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設計電路前皆先

使用模擬軟體對整體電路加以模擬，因為先模

擬電路可考慮零件與外在因素對電路影響，亦

可減少除錯及修正電路的時間。 

(3)陷波濾波器： 

    在生理訊號量測過程中十分容易受到電

磁干擾，尤其是對於訊號微弱又無固定波形的

腦波訊號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常見去除市

電雜訊方法是採用60Hz 陷波濾波器。為避免

受一般家用電的60Hz雜訊干擾影響，在本電路

中也加入陷波濾波器，以期盡量避免破壞腦波

的訊號。設計如下圖13~14。 

 

圖 13陷波濾波器電路圖 

 

圖 14陷波濾波器電路板零件圖 

(3)低通濾波器： 

    電路設計上為了要去除高頻雜訊干擾與

肌電圖對腦波造成的干擾，並預防交越失真產

生，所以設定截止頻率在 20 Hz的低通濾波

器，設計如下圖 15~16。 

 

圖 15低通濾波器電路 

 

圖 16低通濾波器電路板零件圖 

3.3軟體模組 

    使用Multisim進行模擬電路的製作，並且

執行模擬及所得的結果進行更改與修正，如此

便可即時針對零件做變更的動作。Multisim 具

備完全互動式的模擬器，允許使用者「即時」

進行電路的改變，並即時看見模擬結果的變

化。如圖17為本研究之模擬電路。 

 

圖 17腦波模擬電路圖 

3.4遠距同步網際網路軟體 

    使用LabVIEW網際網路工具組，即可輕鬆

整合多種電子通訊功能。於LabVIEW中建立共

通閘道介面程式，以執行伺服器作業利用跨平

台的DOM解碼器以讀取、寫入，並解碼XML 

文件透過網頁瀏覽器觀看自己的虛擬儀控系

統回應使用者輸入的資料並於應用中建立客

制化網頁將檔案或原始資料傳送至FTP伺服器

支援Windows XP/Vista/7如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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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透過 web同步網路 

4.實驗結果 

4.1研究流程 

    實體電路的製作是使用 Protel DXP 2004

軟體所研製。首先經過電路圖繪製以及佈線

(LayOut)之後，再透過曝光機與蝕刻機所製成

的電路板。完成電路板後，此時電路板還為空

接的狀態，故還需經過灌孔及電子元件之焊

接，才算完成電路板製作。硬體電路板與軟體

連結前，必須經過示波器的實驗量測，取得訊

號放大及濾波的結果是否吻合需求。在前端感

測裝置確定後，接下來的步驟就是使用 DAQ

擷取卡功能，將訊號輸出端連結到 NI ELVIS II

上，將腦波訊號擷取到電腦 LabVIEW人機介

面程式中。圖 19~20為研究流程與系統架設圖。 

 

圖 19研究流程方塊圖 

 

圖 20 系統實體架設圖 

4.3動態模擬軟體測試 

    在考量腦波訊號的振幅大小下，電路是採

用抗雜訊與高增益的設計理念。因此電路模擬

軟體是開發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為求能測

試電路設計的正確性。研究中除了測試最後的

放大結果外，本研究也針對儀表放大器、高通

濾波器、陷波濾波器、低通濾波器做測試。為

簡化實驗過程，我們首先使用Multisim軟體模

擬腦波方式來做測試，以下是模擬輸入訊號，

電壓為20μVpp、頻率分別為2Hz、5Hz、10Hz、

13Hz。圖21~28分別為輸入與輸出比較及通過

儀表放大、高通濾波、陷波濾波、低通濾波之

比較。 

 

圖21輸入單一頻率2Hz之模擬訊號 

 

圖22輸入單一頻率2Hz之各級濾波器模擬訊號 

 

圖23輸入單一頻率5Hz之模擬訊號 

 

圖24輸入單一頻率5Hz之各級濾波器模擬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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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輸入單一頻率10Hz之模擬訊號 

 

圖26輸入單一頻率10Hz之各級濾波器模擬訊

號 

 

圖27輸入單一頻率13Hz之模擬訊號 

 

圖28輸入單一頻率13Hz之各級濾波器模擬訊

號 

在輸出與輸入的電壓波形圖中，經由觀察比較

可以發現電壓放大增益約為10000倍。將以上

訊號整合成一類似腦波訊號的方式做模擬如

圖29~30，並加入模擬市電雜訊所得波形如圖

31~32。 

 

圖29訊號整合後的模擬腦波訊號 

 

圖30訊號整合後經各級濾波器訊號之模擬腦

波 

 

圖31受市電干擾之模擬腦波波形 

 

圖32受市電干擾經各級濾波後之模擬腦波波

形 

藉此模擬之結果顯示，可明顯地觀察到當經過

各濾波器之後，60Hz的市電以及所要模擬量測

範圍外的頻率皆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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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訊號功能輸出測試 

    輸出測試為經過儀表放大器輸出測試、濾

波器輸出測試之輸出測試。腦波訊號一般只有

數十 V，而實驗室的信號產生器只能產生

最小為 5mV的正弦波，所以我們量測儀

表放大器之原始腦波訊號設定為 5mV，頻率設

定為 13Hz。  

(1) 儀表放大器輸出測試 

    儀表放大器輸出測試實驗，其量測到的訊

號可得放大倍率約為100倍。放大訊號之時域

與頻域結果如下圖33~34所示。 

 

圖 33放大訊號時域圖 

 

圖 34放大訊號頻域圖 

(2) 濾波器輸出測試 

    濾波輸出測試擷取生理訊號的過程中，主

要係要觀察輸出結果經由高通濾波器、陷波濾

波器以及低通濾波電路後的訊號，是否可消除

人體晃動與呼吸造成的低頻干擾，以及低通濾

波電路是否可將高於 20Hz以上的高頻訊號予

以濾除，且將不同頻率增益放大，使該量測訊

號與一般市電 60Hz及人類產生的細微顫動訊

號區分，以確保擷取到的訊號沒有特殊雜訊。

濾波器輸出測試為經過高通濾波測試、陷波濾

波測試以及低通濾波測試。首先高通濾波訊號

之時域與頻域結果如圖 35~36所示。 

 

圖 35高通濾波時域圖 

 

圖 36高通濾波頻域圖 

第二為陷波濾波訊號之時域與頻域結果如圖

37~38所示。 

 

圖 37陷波濾波時域圖 

 

圖 38陷波濾波頻域圖 

最後為低通濾波訊號之時域與頻域結果如圖

39~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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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低通濾波時域圖 

 

圖40低通濾波頻域圖 

4.2實際量測結果 

    由於人的頭部有許多頭髮會干擾或阻礙

黏貼電極點，所以我們採用三點式量測電極點

執行測試。實驗量測的三點分別為F7(左前

額)、F8(右前額)、A1(耳下)如圖41所示。若眨

眼時沒有訊號顯示則表示電極沒貼好或是電

路沒有正常運作，此時就要重新黏貼電極或是

檢查電路。 

 

圖 41實驗量測位置 

    為驗證本研究可行性，我們分別執行一項

正常未受誘發測試及四項誘發性測試，結果分

述如下。 

(1) 正常未受誘發測試 

    經由測試結果得到主頻為 13Hz，屬 波段

範圍，如圖 42 所示。顯示該員在清醒驚覺狀

態符合測試。 

 

圖 42測試結果及其人機介面顯示 

(2) 受外因誘發測試 

    分別以聽音樂 5 分鐘與 10 分鐘，及玩電

玩遊戲 30 分鐘與 1 小時結束後之腦波量測。

而當受測者在聽音樂時，可觀測到不同的腦波

之時域及頻域之結果。如圖 43~44所示。 

 

圖 43聽音樂 5分鐘 

 

圖 44 聽音樂 10分鐘 

經測試結果顯示，聽快節奏音樂 10分鐘後較 5

分鐘後之頻率不斷升高。另以玩電玩前、玩電

玩 30 分鐘及玩電玩 60 分鐘結束後之量測結

果。如圖 45~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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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遊戲前 

 

圖 46遊戲開始 30分鐘 

 

圖 47遊戲開始 60分鐘後結束 

遊戲進行中因影像、聲音、遊戲刺激內容等因

素影響，使得該員興奮、情緒高昂，所以頻率

較為高。而遊戲結束後該員開始慢慢地放鬆，

所量測之結果顯示腦波頻率慢慢地改變。 

4.3遠距同步腦波量測測試 

在遠距同步腦波量測部分，我們應用

LabVIEW平台內建之Web功能。在量測的同時

可以將量測的數據以及人機介面同步上傳至網

際網路上，此功用在於可讓遠端人員透過網址

便可直接在網際網路上觀看受測者之量測狀況

以及數據。如圖 48~49所示。 

 

圖 48 Web遠端同步 I 

 

圖 49 Web遠端同步 II 

5.結論 

    本研究完成了遠距同步腦波量測系統的

設計與實現，其中包含了直流抑制的儀表放大

器、高通濾波器、陷波濾波器、低通濾波器、

電腦之人機介面，以及可供專業人士的 Web

遠端同步監控。經由自行開發的程式，可以顯

示出時域、頻域相關參數，並具有體積小使用

方便、價格便宜之優點，未來在建構見雲端照

護上可提供一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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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力線傳輸資訊進行大樓照明設備之即時電流

分析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完成照明設備的即時電流

量測，利用量測到的電流訊號進行訊號分析，

並且即時辨別照明設備的使用狀態，進而達到

快速得知照明設備狀態的效果，改善現今檢測

照明設備的方法，同時運用每個空間原有的電

源插座裡的電力線來當作傳輸資訊的媒介。實

驗中透過量測不同狀態時的 T8 日光燈管在正

常迴路中各個不同節點的數據和在異常迴路

中各個不同節點的數據，找出其關鍵節點，進

行連續性的量測並透過電力線載波傳輸資訊

至個人電腦，同時運用 LabVIEW 程式進行即

時分析並將判斷結果顯示於人機介面上，達到

量測與監控為一體之系統模組。 

關鍵詞：即時電流量測、電力線通訊、T8日光

燈管、照明設備、訊號分析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esent the real-time current analysis for the 

lighting facilities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ways 

by using the test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gnal and 

find out the status of lighting facilities.In the 

meanwhile, the power line can be used to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This experiment is to 

measure the different T8 fluorescent tubes in the 

normal state data for each different circuit node 

and data nodes in various abnormal loops. By 

identifying the key nodes to do the continuous 

measurement, the result of power line carrier is 

acquired to the PC. Finally, the LabVIEW 

program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Keywords: Real-time current analysis,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T8 fluorescent tube, 

lighting facilities, signal analysis. 

1. 前言 

近年來照明技術的改進及設備被廣泛使

用，增加了人類的活動時間和空間，配合工商

業快速發展，大眾對於照明設備之需求日益增

加，使得耗電量大幅上升。目前台灣在照明設

備用電量上，占台灣電力公司總發電量的

10%-20%，且在商業大樓中，照明約佔總體電

力的 67％[1]，因此，如何適當的管理和監控顯

然成為一大課題。 

在常見的空間環境，障礙物繁多這一項特

徵嚴重影響了無線傳輸的品質與穩定性，特別

是在躍層式大樓中這一個缺陷會更加明顯，所

以適合朝著安裝容易、不需重新佈線、隨插即

用且價格低廉等需求來發展其他傳輸方法，因

此給了電力線載波通訊一個新的舞台。 

自動化系統發展日趨成熟，使用者的需求

更加多元，同時要求操作便利，且不受限於時

間及空間的使用者介面，達成在何處都能夠監

控管理電子設備狀態的目標，欲達此目標須結

合通訊和網際網路等工具，才能突破限制，進

而完成新一代電力線通訊之自動化系統。 

在照明設備中，燈具檢修一直以來都是使

用者或管理員主動通報，而通常機房重地久久

才會檢修一次，或者某些照明設備設置地點處

於危險地方導致不便進行檢修，如果能建置一

個自動檢測分析系統，即可即時得知照明設備

是否損壞及其損壞地方與損壞原因的話，就能

夠減少人力上的浪費。 

     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將利用電力線載

波傳輸資訊，結合感測照明設備裡的電流數據

透過分析來判斷照明設備在不同狀態下的電

流反應，同時利用電力線特性讓使用者在同一

迴路下的電源插座連結個人電腦收取傳輸資

訊。 

2. 裝置介紹 

本研究使用霍爾電流感測器來進行照明設

備之數據量測，並在建築物空間變化最小的概

念下，選擇使用電力線作為資料傳輸的媒介，

來解決佈線問題，使得空間裡有電源插座的地

方，就可以達到傳輸數據給使用者之目的，再

透過 LabVIEW 程式來分析感測器量測到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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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進而判斷照明設備狀態。 

2.1 電力線通訊傳輸 

電力線通訊主要是將欲傳送的訊號，透過

耦合器接至電力線上，此時電力線上除了原有

的 AC110V 60 Hz的訊號外，再加上數 kHz或

MHz以上的調變訊號相互重疊如圖 1，而接收

端必須靠耦合器將接收之訊號作解耦合處理

後再使用解調變方式還原初始訊號等，處理過

程如圖 2所示。 

 

 
圖 1 電力線載波示意圖 

 
圖 2 電力線通訊處裡流程 

採用電力線通訊設備之調變技術為調相

移鍵 (Phase Shift Keying , PSK)，其原理如圖 3

所示。基帶波形的振幅為 1，則傳送相位為 S1

的載波訊息，基帶波形的振幅為 0，則傳送相

位為 S0的載波訊息，兩個載波的頻率與振幅都

相同只有相位不相同[2]。 

 
圖 3 調相移鍵調變訊號 

2.2 交流電流感測 

日光燈迴路裡之電流仍是交流電流，故採

用霍爾電流感應模組，其是基於霍爾檢測的原

理，利用霍爾元件測量出磁場，可確定導線電

流的大小，霍爾效應原理如下： 

電流所產生的磁場 B 為−𝑧方向，霍爾元件

之驅動電流 IS為+𝑥方向，假設霍爾元件使用之
材料為 P 型半導體根據 Lorentz 方程式知電洞

將受向+𝑦方向的力使得電洞聚集在一側形成
往−𝑦方向之電場使得電洞不再移動，此電場稱

為霍爾電場 Eh，並由霍爾電場形成霍爾電壓

VH，霍爾效應示意圖如圖 4所示[3]。 

 
圖 4 霍爾效應示意圖 

由此得知 

 (1) 

 (2) 

其中 Js為電流密度，RH為霍爾係數，Eh為霍爾

電場。由(1)(2)兩式得知，且 Is=Js Wt，故可表

示為 

 
(3) 

其中 t為霍爾元件基板厚度。 

2.3 日光燈迴路動作 

日光燈是一種低壓氣體放電燈，燈管內填

充水銀蒸汽，管壁上塗有化學螢光物質，燈管

兩端均有可釋放電子的燈絲電極。 

日光燈無法順利點亮，或開始發生閃爍現

象無法維持穩定弧光時，即為日光燈管故障。

造成燈管故障之常見原因有以下兩種: 

1. 管壁螢光物質消耗殆盡 

2. 燈絲上之塗佈物質衰減至無法發射

足夠電子數  

日光燈迴路電路中，安定器與日光燈管串

聯，日光燈管與啟動器並聯。通電後，啟動器

放電管導通，其熱量促使雙金屬片由斷開到閉

合，由此交變電流通過安定器、燈絲和雙金屬

片開關，加熱燈絲，而雙金屬片閉合又使啟動

器放電管熄滅。失去熱量來源後雙金屬片將重

又斷開，迴路中交變電流將因為安定器自感而

產生暫態高電壓，此高電壓將載入到與安定器

串聯的日光燈管上，使之點亮[4]。 

3. 材料與方法 

實驗主要是在日光燈迴路中的每個節點透

過不同狀態燈管測試，進行量測並得知其電流

數據進而得知差異性同時找出差異性明顯的

節點來當作量測的關鍵節點，以下依實驗進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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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實驗方法 

採用東亞 FX-32115 型安定器的燈具，並

以 T8 日光燈管為主要載具，實驗燈管有一支

全新燈管與八支異常且不同狀態的燈管。分別

量測各個不同節點的數據，設計量測的節點配

置如圖 5所示。 

 

A B 

D 

C 

A 
F 

E 

 
圖 5 日光燈節點配置 

在量測的節點配置有 A、B、C、D、E、F

六個節點來進行數據量測，整個迴路節點與代

表裝置依序為 A：啟動器，C：燈管，D：穩定

器，E：電源開關，F：電源。 

3.2 資料傳輸流程 

利用傳感晶片為ACS712ELCTR-05B晶片

的霍爾感應電流感測器來量測照明設備迴路

節點的電流，透過 Arduino nano 來做類比數位

的轉換，再經由電力線載波設備進行傳輸，最

後運用 LabVIEW 程式作即時分析與判斷結果

的顯示。其中為了將產品微小化故使用Arduino 

nano 來取代 DAQ，特性為較低階的 DAQ資料

轉換，整個資訊傳輸流程如圖 6所示。  

 

電流感測器 Arduino nano  

數位類比轉換 電流感測 

電
力
線
傳
輸 

通訊方式轉換 

LabVIEW 人機介

面  

即時電流顯示 

即時分析 類比輸出 

 
圖 6 資訊傳輸流程 

3.3 數據分析 

在感測到的數據中，波形強度之變化以及

波形擺動之劇烈程度，是有用的兩個訊息，本

研究使用越零率來進行電流數據判斷。 

3.3.1 越零率分析 

越零率（Zero-Crossing Rate，ZCR）通常

用在端點偵測，找一條零線，其振幅在上為

正，在下即為負，隨著時間看波形的擺動，當

振幅從負變正，或是從正變負，都是越過零

線，單位時間內越過零線的次數越多，表示波

形擺動越劇烈。Zero-Crossing Rate主要功能是

計算訊號跨過零線的次數[5]，其公式如下： 

 
(4) 

其中 0 ≤ n ≤ N-1，N為總點數 

 
(5) 

上述中的函數 Sgn[.]是符號函數，只要相

鄰兩個訊號的振幅不同號，就會得到 2，同號

就得到 0。 

4. 實驗與數據 

以下依照實驗的流程進行說明，整體實驗

的裝置如圖 7所示。 

 

電

力

線

載

波

設

備 

Arduino nano 

電

流

感

測

器 

 
圖 7 整體實驗的裝置 

4.1 量測電流數據 

依據日光燈迴路中較常損壞的燈管與起動

器進行排列組合來量測，首先在正常迴路下，

分別量測正常、閃爍、不亮三種狀態之燈管在

各個節點的電流反應，以 9000 筆數據為通電

與斷電間隔，總共擷取 45000 筆數據，量測後

發現 A和 F節點有明顯差異性，故以 A、F來

做比較。 

在 A 節點即啟動器部分的電流有極大差異

性，量測結果符合啟動器特性，正常燈管在通

電瞬間會有一個相對大電流產生如圖 8所示，

閃爍燈管在通電時不斷有相對大電流產生如

圖 9 所示，不亮燈管則相對無電流產生如圖 10

所示。 

 
圖 8 正常燈管在 A點的電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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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閃爍燈管在 A點的電流數據 

 
圖 10 不亮燈管在 A點的電流數據 

在 F 節點即電源部分的電流有明顯差異

性，正常燈管在通電瞬間有相對大電流產生之

後則持續有較小的電流如圖 11所示，閃爍燈管

在通電時不斷有相對大電流產生如圖 12 所

示，不亮燈管則相對無電流產生如圖 13所示。 

 
圖 11 正常燈管在 F 點的電流數據 

 
圖 12 閃爍燈管在 F 點的電流數據 

 
圖 13 不亮燈管在 F點的電流數據 

在啟動器損壞的異常狀態情況下各個狀態

之燈管，經量測後發現無明顯差異，無法判斷

出燈管的狀態，此時運用啟動器正常和異常時

的數據比較，可以辨別啟動器是否異常，故以

正常燈管來量測節點 A。  

啟動器正常時在通電瞬間會有一個相對大

電流產生如圖 14 所示，啟動器異常時在通電

瞬間則無明顯電流產生如圖 15所示。 

 
圖 14 啟動器正常時的電流數據 

 
圖 15 啟動器異常時的電流數據 

 

4.2 Zero-Crossing Rate分析結果 

設取樣頻率為 300Hz，取 5秒為 1筆資料，

連續擷取 30 筆即 150 秒作分析，以 6 筆資料

作為通電與斷電間隔。先前得知量測各節點電

流數據，在不同狀態時的 A和 F 節點有明顯差

異性，故以正常迴路下的 A和 F 節點進行越零

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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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 節點時，其三個不同狀態燈管較無明

顯差異，僅閃爍燈管在通電時越零點次數維持

在 600次的位置浮動如圖 16所示。 

 
圖 16 不同狀態燈管在 A點的越零點次數 

在 F節點時，其三個不同狀態燈管有明顯

差異，正常燈管在通電時越零點次數穩定在

600 次的位置，閃爍燈管在通電時越零點次數

在 580次上下浮動，不亮燈管則無明顯變化如

圖 17所示。  

 
圖 17 不同狀態燈管在 F點的越零點次數 

欲使數據更明顯，將越零點改成越

0.0005A 來得知狀態變化，以正常迴路下的 A

和 F節點進行分析。 

 在 A節點時，其三個不同狀態燈管有明顯

差異，正常燈管在通電的瞬間有越 0.0005A次

數，閃爍燈管在通電時越 0.0005A次數穩定在

540 次的位置，不亮燈管則無通過 0.0005A 次

數如圖 18所示。 

 
圖 18 不同狀態燈管在 A點的越 0.0005A次數 

在 F節點時，其三個不同狀態燈管有明顯

差異，正常燈管在通電的瞬間有越 0.0005A次

數在 200 次的位置且之後維持在 150 次的位

置，閃爍燈管在通電時越 0.0005A次數穩定在

540 次的位置，不亮燈管則無通過 0.0005A 次

數如圖 19所示。 

 
圖 19 不同狀態燈管在 F點的越 0.0005A次數 

5. 結果與討論 

在電流感測器進行量測後，得知了不同狀

態時的 T8 日光燈管在正常迴路中各個不同節

點的數據和在異常迴路中各個不同節點的數

據，利用得到的數據進行差異性比較，得知 A

節點與 F節點差異較為明顯可作為分辨其狀態

的關鍵節點。運用 A和 F兩個節點為主要數據

來源。進行越零點分析與越 0.0005A分析，進

而判斷出照明設備狀態。傳輸資訊方面，電力

線載波通訊較受外在因素與電力迴路的限制

和干擾，目前在逢甲大學 IC-EMC研究室嘗試

通訊成功。 

6.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電力線載波傳輸資訊，

結合電流感測器來量測照明設備的電流數

據，並運用 LabVIEW 程式進行即時分析且將

判斷結果顯示於人機介面上，讓使用者能夠隨

時觀察照明設備狀態，達到量測與監控為一體

之系統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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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著重於具有量測、通訊和反向控制功

能的智慧型插座系統之研製。本系統整合量測

電路、TCP/IP 的傳輸與人機介面的監控來收集

智慧型插座的用電資訊。本文首先以 8051 單

晶片建構測量電路以取得電壓、電流、實功率

值和功率因數值，並透過 TCP51 模組開發板傳

送量測值至以 LABVIEW 軟體撰寫成的人機介

面。最後我們可以由人機介面來進行監測與判

斷，並回傳指令給負載開關以達到反向控制的

效果。 

關鍵詞 : 量測、通訊、反向控制、 8051單晶

片、人機介面、智慧型插座 

 

Abstract 

The paper has a primary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smart outlet system which has 

measurement, communication and reverse control. 

The system integrates a measuring circuit, 

TCP/IP transmission and human-machine 

interface to collect data of the smart electricity 

outlet. In this paper, we first apply 8051 

single-chip to build a measurement circuit in 

order to obtain voltage, current, power and power 

factor. These measured data are transferred via 

TCP51 module development board to the 

man-machine interface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LABVIEW. Then through the man- machine 

interface, we can monitor and judge these 

measured data, and return instructions to load 

switches in order to get the reverse control 

effects. 

Keywords: Measurement, Communication, 

Reverse control, 8051 single-chip, Man-machine 

interface, Smart outlet 

1. 研究背景 

因應隨著科技日星月異成長所產生的電

力高漲情況，傳統的電力系統已然無法趕上能

源需求的速度，並且由於自然資源日漸的消耗

與匱乏、溫室效應及環境汙染等問題的出現，

電力公司開始發展多元化且分散式的電源

[1]-[2]，降低了傳統集中式的發電廠所帶來的

高汙染、高線路損失，同時，推廣電能電網的

簡單升級。 

然而，現有的電網在本質上還是屬於單向

傳輸，在以電源的應用以及配送為基礎上的能

源使用效率偏低，於是「智慧型電網」的概念

應運而生[3]，將固有的電力系統做全面性的整

合與監控，從電力公司端發電、配電、輸電到

達用戶端的感測與量測並且進行用電資訊反

饋，以此達到資訊化、自動化、互動化方式的

「雙向溝通」功能，讓其密切配合起來成為新

一代的電網[4]，此電網就稱做「智慧型電網」。 

有鑒於此，本論文將以改善傳統電錶的缺

憾為目標，以居家型智慧電網為藍圖，設計一

個適用於一般家庭的智慧型電錶，此新型系統

與傳統電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用戶可以透過

新型監控插座獲得最立即的用電資訊，並以計

時電價加以計算，而後分析使用者目前的用電

情況，使得用電戶能夠進一步的管理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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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家庭能源管理系統之功能。 

2. 智慧型插座系統 

2.1 取樣電路 

藉由取樣電路中的比壓器與比流器做衰

減電壓、電流訊號，獲得取樣電壓 Vs 與取樣

電流 Is，兩者數值經過乘法器再通過積分電路

求得實功率 Ps；此外取樣最大值 Vm、Im 由取

樣電壓 Vs 與取樣電流 Is 經過峰值檢測電路取

得，其電路方塊圖如圖 1 所示。 

 

圖1  取樣電路方塊圖 

由於家用電器產生的電壓、電流訊號超過

電子元件所能承受的額定範圍，本文便以比壓

器與比流器來衰減電壓、電流訊號，其電路如

圖 2 所示。比壓器仿照數位電費計測量數據，

一次側以有效值 115.6V，二次側以有效值

6.3V 進行模擬。比流器為電流互感元件，衰減

倍率為兩千倍，並聯電阻為 2kΩ，使得放大倍

率為 1倍，取樣波形模擬如圖 3所示。 

 
圖2  電源端及衰減電路 

 
圖3  取樣電壓、電流波形 

根據功率的定義： 

  
 

 
 

   

 
 

       

 
          

其中 E 為電能、t 為時間、Q 為電荷量、

V 為電壓、I 為電流。由(1)式中得知功率為電

壓、電流相乘，因此本文採用乘法器 IC-AD633

去進行實現。 

在交流電路中，消耗功率會隨著時間改變，

因此(1)式對時間微分得到瞬時功率 P(t)： 

     
  

  
           

將(2)式移項並積分： 

  ∫                

由(3)式得知，消耗電能為瞬時功率對時間的

積分。此外根據焦耳的定義： 

                    

可知一焦耳即為一瓦特在一秒時間內所

消耗之電能，藉由此定義我們將積分器輸出時

間限為一秒內，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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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累積一秒的輸出值 

 

經圖4可以看到積分器累積一秒的輸出值

在經過增益補償後，消耗電能為68.67 J。此外，

視在功率為經由峰值檢測電路量測到的取樣

訊號最大值，如圖 5 與圖 6 所示，Vm、Im 分

別為 2.94V 和 0.97A，同時將量測到的 Vm、Im

經過增益補償後，相乘得視在功率 79.57VA，

所以 PF 為 0.863。 

 
圖5  取樣電壓最大值 

 

 
圖6  取樣電流最大值 

 

2.2 控制電路 

取樣電路得出 Vm、Im、Ps 等類比訊號經

由 A/D 轉換器將數位訊號輸出至微控制器

(Micro Control Unit, MCU) ，與此同時 MCU

得到負載的用電數據後，先通過 TCP51模組開

發板，再轉換至 LABVIEW 的人機介面上，其

電路方塊如圖 7。 

 

圖7  控制電路方塊圖 

 

3. 網路通訊與使用 LABVIEW 監測

電路 

3.1 介紹 TCP51 模組開發板 

我們運用 TCP51 模組開發板來連結軟體

及硬體的工具如圖 8，事先設定好 TCP51模組

開發板上的 IP 位址、SEVER IP 位址和 PORT

編號如圖 9，讓用戶端可以透過專屬的 IP 與

PORT 編號來進行連線。 

 

 

圖8  TCP51 模組開發板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891 AIT / CEF 2015



 

 

圖9  TCP51 模組參數設定介面 

3.2 LABVIEW 程式撰寫的伺服器介面 

軟體的部份本文使用 LABVIEW 來進行

量測以及顯示接收到的值，當電路開啟並經過

傳值後，LABVIEW 會判斷是否有收到值，如

果沒有會再進行檢測直到收到值為止，系統架

構如圖 10所示。 

開始

收到值?

寫入LABVIEW

讀取與顯示

是

否

 

圖10  LABVIEW 工作流程圖 

以 LABVIEW 程式撰寫的人機介面如圖

11 所示，連線成功後伺服器介面會顯示當天日

期及 Port 編號，此時程式會每一秒接收電路傳

送的資料，收到後會在內部進行運算，並顯示

所讀取到的 V、I、P 值和計算所使用的度數以

及花費的金額，金額計算的部分我們是參考台

電的時間電價來進行運算，根據不同日期不同

時間有不同的計算費率，讓使用者更能有效的

規劃電器的使用，以達到節約用電的效益，此

外 LABVIEW 可以將收到的資料轉放到 Excel

表格並儲存建檔，圖 12 即伺服器建立的資料

庫。 

 

圖11  LABVIEW 人機介面圖 

 

圖12  接收數據資料庫 

3.3 透過 LABVIEW 的負載開關控制電路 

在 LABVIEW 的人機介面上可以透過負

載開關來達到與電路板雙向控制的功能如圖

13 所示，當用戶端發現功率消耗過高時便可按

下此按鈕，停止電源開關，故障排除後即可再

按下開關使電路再次運作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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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觸發繼電器開關

按下開關?

傳送至電路板

停止/恢復 
傳送資料

是

否

 

圖13  負載開關流程圖 

 

圖14  按下負載開與關的變化 

4. 實驗結果 

本文經由麵包板測試後，使用 Altium 

Designer 將電路板實體化，如圖 15為智慧型插

座系統實作電路。我們以額定電壓與額定功率 

110V 和 70W 的電風扇作為負載，並量測取樣

電路中各點的波形，是否與 PSpice 的模擬結果

相符。 

 

圖15  智慧型插座系統實作電路 

電風扇啟動後比壓器二次側所量測的電

壓及電流波形如圖 16所示，CH 1 所取得的電

壓波形最大值為8.9V，有效值為8.9/ √ = 6.3V，

而 CH 2 所取得的電流波形最大值為 0.975A，

有效值為 0.975/ √  =0.69A。 

 

圖16  取樣電壓、電流波形 

將取樣電壓與電流經由乘法器 AD633 相

乘後結果輸出如圖 17 所示，其中位於零準位

上方的部分為實功率，而位於零準位下方的部

分為虛功率。 

 

圖17  電能消耗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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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功率單位瓦特，定義為 1 焦耳/秒，所

以本文使用積分器將電能消耗曲線擷取積分

一秒所累積的電能，即為我們所求的實功率，

如圖 18 所示，與圖 4 相比較實際實功率為

520mW，而模擬實功率為 517mW，誤差為

3mW。 

 

圖18  負載每秒消耗電能 

圖 19 為取樣電壓之最大值，由於

ADC0804 允許的類比輸入電壓為 0~5V，所以

本文將取樣電壓 17.1V 經由峰值檢測電路以及

電阻分壓過後，轉換為取樣的最大電壓2.93V，

與圖 5 相比較，模擬取樣的最大電壓 2.94V，

誤差為 10mV。 

 

圖19  取樣電壓最大值 

圖20為取樣電流經過峰值檢測後得到

的電流最大值。與圖 6 相比較實際電流最

大值為 990mA，而模擬電流最大值為 970mA，

誤差為 20mA。 

 

圖20  取樣電流最大值 

將所收集的電壓、電流、實功率數據經由

Excel 的圖表展示本文實測的輸出結果，如圖

21 為資料庫中的電壓數據折線圖，量測到的電

壓有效值為115.61V與模擬電壓值116.0V相較

之下，誤差為 390mV。 

 

圖21  電壓量測數據 

圖 22 為資料庫中的電流數據折線圖，量

測到的電流有效值為 690mA 並與模擬電流數

據值 686mA 比較，誤差為 4mA。 

 

圖22  電流量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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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為資料庫中的功率數據折線圖，量

測到的功率為 69.07W，與模擬功率 68.67W 對

照，誤差為 0.4W。 

 

圖23  功率量測數據 

量測到電壓、電流有效值後，可以計算出視在

功率為： 

                                 

得到視在功率後可以計算出功率因數： 

     
 

 
 

      

          
       

圖24為資料庫中的功率因數數據折線圖，

量測到的功率因數為 0.866 且與 PSpice 模擬功

率因數 0.863 比較之下，誤差為 0.003。 

 

圖24  功率因數量測數據 

5. 結論 

藉由上述的概念，本文設計並實現了電能

監控系統，透過硬體的取樣和量測電路完美的

獲得最精準的電壓、電流之有效值及最大值，

藉此算出實功率、視在功率和功率因數，以此

顯示在 LABVIEW 上，並可在監控的同時，達

到反向控制效果。未來可透過 FPGA 縮小電路

體積和擴充 PORT 數，精進伺服器功能以達到

可量測多個插座的電能資訊監控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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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串列渦輪碼於不相等錯誤保護之多媒體傳輸 

 

摘要 

本篇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應用串列渦輪碼

(Serially Concatenated Convolutional 

Codes,SCCC)於不相等錯誤保護(Unequal Error 

Protection, UEP)之多媒體傳輸上的應用。不相

等錯誤保護我們使用格狀編碼調變 (Trellis 

Coded Modulation,TCM) 與非均勻 QAM 

(Non-uniform QAM) 來實現我們所提出的構

思，並且加入串列渦輪碼來提升無線傳輸的錯

誤更正能力，利用渦輪編碼後的資料特性，分

別映射至非均勻 QAM上。MIMO-OFDM的訊

號偵測我們將分析比較在不相等錯誤保護上

各種訊號偵測技術的效能，如強制歸零

(zero-forcing)、貝爾實驗室垂直分層空時

(V-blast )、QR貝爾實驗室垂直分層空時

(QR-blast)、最大相似搜尋法(Maximum 

likelihood search)這幾種方法。在此分析下我們

可以找出位元錯誤率(BER)較低，適合不相等

錯誤保護架構的訊號偵測方法。 

關鍵詞：多輸入多輸出正交分頻多工、不相等

錯誤保護、串列渦輪碼、格狀編碼 

 

1.前言 

 

近年來在無線通訊系統上，頻寬仍舊受到

限制，但可應用的壓縮技術、錯誤更正碼技術

多不勝數，然而在考慮硬體成本與系統複雜度

下，又不能一味的一直對資料重複的做壓縮保

護，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是利用非均勻調變技

術的特性，將資料以交錯的方式做映射，藉此

將可能受到的干擾或雜訊分散，降低整體的位

元錯誤率來提升效能。 

發射端是經由最近很熱門的

MIMO-OFDM傳輸我們的資料，我們知道在

SISO-OFDM系統上，接收端的時序及頻率同

步、通道估測、訊號偵測都是很重要的研究主

題，而這些主題在MIMO-OFDM上也是很重

要的研究主題，尤其是MIMO-OFDM在以上

研究主題裡複雜度又更高。這篇論文裡我們把

重點擺在訊號偵測這主題上，我們希望找出不

同的訊號偵測技術使用交錯映射技術之後，整

體效能可提升多少，研究交錯映射對資料的保

護效果。 

在本論文中，主要在無線視訊網路中，我

們分別傳輸一個視訊檔與一個亂數隨機資料

檔，視訊檔經由 H.264 的規格來編解碼，利

用MATLAB架構出實體層來進行傳輸，其中

包括加入了渦輪碼來使得整體的錯誤更正能

力加強，並且使用非均勻格狀編碼調變的架構

來傳輸視訊，藉由交錯方式改變映射位置來分

散干擾或雜訊。視訊在經過調變之後，使用

MIMO-OFDM系統傳送，在接收端使用不同的

訊號偵測技術來偵測訊號，接著比較不同技術

的位元錯誤率 (Bit Error Rate)與 PSNR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2.非均勻調變技術 

 

為了達到高速傳輸資料的特性，在一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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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分頻多工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系統中，我們選用了對通

道利用率較高且適合較高速率傳輸的正交振

幅調變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AM) 作為調變方式。本章將針對正交振幅調

變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AM) 

作介紹。 

 

2.1正交振幅調變 (QAM) 

 

M-ary 正交振幅調變為二維M-ary幅調變 

(Pulse-Amplitude Modulation, PAM) ，它可以公

式化為兩個正交的基底函數表示如下﹕ 

；   (1) 

；   (2) 

令第 i個訊息點 iS 在 1 2( , )  平面被表示

成 min min( , )
2 2

i ia d b d
，其中 mind 為星座圖上任兩

個訊息點間的最短距離， ia、 ib 為整數，且 =1，

2，…，M 。若M-ary 正交振幅調變中每一個

符元對應的位元數為偶數，則此正交振幅調變

為一方形正交振幅調變。我們可寫成 

ML      (3) 

其中 L為正整數。在這條件下，我們可將

M-ary 方形正交振幅調變視為一維 L-ary 脈幅

調變 (Pulse-Amplitude Modulation, PAM) 自身

的笛卡兒乘積 (Cartesian product)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將一個 M-ary 方形正交振幅調變視

為分別由正交基底 對應的兩組 L-ary PAM 信

號所組成，如圖 1、2，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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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6-QAM星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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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 2 對應的兩組 4-PAM星座圖 

 

2.2非均勻格狀編碼調變 

 

從正交振幅調變各位元錯誤率分析的結

論當中，我們可以發現當調整 大小時，會讓

最高位元的錯誤率降低，但是對於最低位元的

錯誤率則不會有改善，為了改善這種缺點，我

們加入了格狀編碼調變[6]，針對最低位元的位

置先行做格狀編碼調變，讓最低位元的位元錯

誤率下降。 

 

如圖 3所示，我們將資料直接映射至最高

位元位置 (most significant bit; MSB) ，而要映

射至最低位元的資料流則要先經過編碼率為

1/2 的迴旋編碼器編碼過後，產生出來的兩倍

資料流，在映射至最低位元位置  (least 

significant bit; LSB) 。圖 3為映射至我們所採

用的 16-QAM星座圖上的方式。 

)2cos(
2

)(1 tf
T

t c 
Tt 0

)2sin(
2

)(2 tf
T

t c 
T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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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bit2與 bit0為迴旋碼映射位元的 QAM

位元映射圖 

 

 

3.串列渦輪碼(SCCC) 

 

3.1.1串列渦輪碼構造 

 

SCCC 編碼器是由外部編碼器、插斷器、

內部碼器串聯而成的，整個系統的編碼速率為

兩個編碼器的兩個迴旋碼編碼速率的乘積。從

結構上來看，SCCC 的內部編碼和外部編碼並

不需要必須是系統碼，只需要選擇適合的碼率

就可以了，選擇編碼碼率的不同，對 SCCC的

性能會有影響。在 SCCC中，插斷器十分關鍵，

其功用不只有用來對抗通道的突發錯誤而已，

還有使整個 SCCC 各 bit 之間具有非相關性，

使其構成長碼；以及改變整個 SCCC的重量分

布，進而達到接近隨機碼的效果，這也是 SCCC

為什麼擁有優良性能的重要原因。 

 

圖 4  SCCC結構圖 

 

3.1.2串列渦輪碼解碼 

 

圖 5  SCCC解碼架構圖 

 

編碼的性能優劣關鍵在於解碼的方法， 

SCCC的特點有：解碼器採用的是之前有提到

的最大機率解碼器並且使用軟輸入軟輸出

(SISO)的解碼算法可以充分利用通道訊息和解

碼器之間的訊息，同時採用迭代算法，在圖 5

中，π(*;*)表示對數的機率分布，其中參數 u、

c 分別表示是訊號序列和編碼序列的機率分布，

參數 i、o分別表示輸入到 SISO模塊對於 SISO

算法為事前的機率分布以及經過 SISO模塊事

後的機率分布，第一次迭代時，送入內碼 SISO

模塊的 π(u;i)為零，因為沒有來自編碼器上的

事前機率分布，之後的每次迭代，內部解碼器

的軟輸出透過解插斷器送至外部解碼器，之後

再將外部解碼器輸出的軟訊號透過插斷器傳

回內部解碼器，反覆迭代數次，透過此種解碼

方法，使 SCCC達到最佳的解碼效果。 

 

4.H.264/AVC 

 

在系統傳送的架構中我們將資料分為 HI data

和 LI data，而在 H.264編碼後會產生一連串的

位元，我們必須將決定哪一部分的資料位元要

放入 HI data，其他部分放入 LI data 。從 H.264

編碼特性來分析，如表 1，可以發現 I-frame的

重要性的確大於其他 P-frame，所以 I-frame就

必須放入 HI data來獲得更好的保護，然而對

於其他 P-frame，我們發現到 H.264資料錯誤蔓

延會累積，因此第一個 P-frame會大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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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 frame的 PSNR數值表 

Frame PSNR(db) 

I 36.8 

P 22.1 

P 18.8 

P 17.4 

P 16.5 

I 16.1 

P 16.1 

P 16.1 

P 16.1 

P 16.1 

 

  

圖 5 H.264/AVC資料分配方式 

 

第 2 個 P-frame，以此類推。所以我們也可以

將第一個P-frame給予比其他P-frame多一點的

保護。又由於 H.264 編碼的 FMO 特性，一張

frame可以分成多個 silce組成，所以我們可以

將第一個 P-frame的其中一個 slice放入HI data

如圖 5。 

 

 

5.模擬結果 

 

在模擬中所使用的測試影像序列分別為

Foreman。Foreman是屬於高動量的影像序列。

其相關的編碼參數如表 2所示；而傳輸系統模

擬設定如表 3所示。 

 

表 2 Foreman規格與編碼設定值 

parameter Value 

Frame Number 100 

Frame Rate 30fps 

Frame Size 176*144 

Period of I frame 5 (IPPPP) 

Out File Mode RTP 

Num_slice_group 4 

Slice group map type Dispersed 

 

表 3 非調變系統參數表 

調變方式 非均勻 16QAM 

K值設定 2/5 

OFDM子載波數 256 

保護區間 1/4 

傳輸通道 AWGN 

傳送端天線數 2 

接收端天線數 2 

調變方式 非均勻 16QAM 

 

如模擬圖 6、7、8、9所示我們分別把四

種訊號偵測方式區分出來，並且加入不相等保

護技術，使與其未添加不相等保護技術做比較，

可以得知不論是哪種偵測技術，有加入不相等

保護技術的位元錯誤率都有明顯的下降，由圖

10看到，QR-blast與 Z-F曲線是幾乎重疊的，

其原因是使用QR-blast時若接收天線的數量並

不是很多，會導致迭代的次數並不夠多，所以

其效能才會與 Z-F的效能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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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使用ML偵測技術於有無應用 SCCC於

不相等保護錯誤比

圖 7 使用 QR偵測技術於有無應用 SCCC於

不相等保護錯誤比較圖

圖 8 使用 VB偵測技術於有無應用 SCCC於

不相等保護錯誤比較圖圖

圖 9 使用 VB偵測技術於有無應用 SCCC於

不相等保護錯誤比較圖

圖 10 使用偵測技術於應用 SCCC於不相等

保護錯誤比較圖

圖 11 H.264應用 SCCC於不相等錯誤保護之

PSNR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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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 

 

由上面的模擬結果可以知道，我們不管是

使用 zero-forcing、QR-blast、V-blast或ML這

些信號偵測方法，整體的位元錯誤率都比一般

沒有使用串列渦輪碼於不相等錯誤保護方式

的系統來的低，這正是因為串列渦輪碼優良的

性能及良好的結構優勢，可以廣泛的應用於無

線傳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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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行動廣告點閱率重要因子之研究 
 

 
摘要 

行動廣告(Mobile Advertising)隨著行動應

用程式(Applications)和行動網站的快速發展而

興起，行動廣告的市場規模也急遽成長。行動

廣告雖然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將廣告內容依

據個人需要，透過行動裝置傳達給顧客，但對

廣告主而言，如何提升行動廣告的點閱率是一

項重大的議題。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找

出影響行動廣告點閱率重要因子，進而提供廣

告商在設計行動廣告有用的資訊。本研究試圖

定義行動廣告因子，並利用支持向量機遞迴式

特徵消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與 決 策 樹

(Decision Trees)等特徵選取法，辨識出對提升

點閱率有直接影響的行動廣告因子，希望對行

動廣告的企業能夠改善行動廣告的價值，促進

行動廣告市場能蓬勃發展。 

關鍵詞：行動廣告、特徵選取、決策樹(C4.5)、
SVM-RFE、點閱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s (APP) and population of mobile 
devices, the market share of mobile 
advertisements grows dramatically. Mobile 
advertisements can reach potential customers 
at any time and place based on individual 
needs, but for advertisers, how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and click through rate (CTR) has 
become one of major issu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he click trough rate of mobile 
advertisements, thus to provide advertiser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design of mobile 
advertisements. This work attempts to define 
the potential factors of mobile factors, and 
then emplo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and Decision Trees (DT)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key attributes to 
directly enhance the CTR. Finding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benefits of mobile 

advertising and to increase the market share 
of mobile advertising. 

 
Keywords: Mobile advertising, Feature selection, 
Decision trees, SVM-RFE, Click through rate 
(CTR). 

1. 前言  
隨著行動裝置市場越來越大，每人都會攜

帶行動裝置設備(如行動手機、行動平板)的越

來越多，行動裝置帶動了行動網站 (Mobile 
websites) 和 行 動 應 用 程 式 (Mobile 
applications)，同樣被帶動起來的還有行動廣告

(Mobile advertising)，行動廣告的市場規模也開

始跟著起來，IAB2014 前半年報告指出網路廣

告今年成長了 231 億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15%[11]，Gartner 提到 2014 年行動廣告市場將

達到 180 億美元[9]，也因為如此，開始研究行

動廣告能具有價值性，可以讓企業有所參考或

使用的價值，社群網站 Facebook 在 2013 年第

三季行動廣告它們廣告類中 18 億中的

49%[15]。 
目前行動裝置上的 APP 大量應用在教育

與醫療保健上，如 Bristol 學者提到 APP 大量

應用在健康照顧產業(Health care industry)，其

研究發現有超過 290 個 APP 是跟癌症(Cancer)
相關的，超過 800 個 APP 跟糖尿病(Diabetes)
關聯的，甚至超過 100 個 APP 是有關於疼痛管

理(Pain management)的部分[3]，另外 Swartz 學
者提到像是目前關於小兒科照顧 (Pediatric 
health care) 有 提 供 臨 床 的 資 訊 (Clinical 
information)，而且項這些關於小兒科臨床資訊

議題的期刊或書籍，都已經變成電子書形式放

在行動裝置上提供觀看，且大部分都是免費索

取瀏覽[17]；Steven 學者研究結果發現行動裝

置 APP 有正向的說服使用者的影響力，可以提

升使用者在品牌以及品牌產品上的興致[18]。 
由於行動廣告是因為行動裝置而帶動起來

的另一個新領域，所以目前關於行動廣告的研

究尚未像網路廣告(Internet advertising)研究的

如此豐富多樣，這些學者都有提到一些關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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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廣告的因子，像是 Chen 學者提到在設計個

人化行動廣告的因子具有一些特別重要的因

子並找出來[5]；Yang 學者也對於整合基於科

技和情緒來評估行動廣告的模式中提出了一

些重要因子的部分，所以上述列舉的例子，就

想到能透過這些行動廣告因子中能找出最具

能影響消費者點閱的重要因子[22]。 
因此，本研究試圖定義行動廣告因子，並

利用支持向量機遞迴式特徵消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與決策樹(Decision Trees)等特徵選

取法，辨識出對提升點閱率有直接影響的行動

廣告因子，希望對行動廣告的企業能夠改善行

動廣告的價值，促進行動廣告市場能蓬勃發

展。 

2. 文獻探討 

2.1 行動廣告定義 

    隨著基礎建設興起、行動裝置的軟體服務

越來越周到，在台灣、日本、南韓大力推動無

線寬頻產業之下，資訊相關機構在 2012 年亞

洲的行動廣告市場達到了 77 億美元[5]，也說

明了負載在行動裝置上的行動廣告也顯得更

有價值，潛力無窮，值得探討的一個主題。 
 在提到行動廣告之前，我們可以先對廣告

有所了解，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對廣告定義為當企業公司、

非營利組織、政府機構或個人在尋找一個管道

可以有足夠的空間和及時的時間放置公告或

是有說服力的訊息來說服特定目標市場的成

員或聽眾，了解和接受它們的產品和服務以及

其組織和產品本身的創意[5]。 
    從以上對廣告的定義，我們可以發現廣告

是企業傳達給消費者的一種行銷手法；美國行

銷協會(AMA)對行銷概念化的定義為行銷包

括活動、一連串的事業單位、創造的流程、溝

通、傳遞和交換提供給顧客、客戶、夥伴、社

會上廣泛性的價值[20]。 
    然而廣告負載在行動裝置上而形成的行

動廣告，又可說成是行動行銷的一種手法，而

Margaret 提到行動行銷是一個促銷的活動，被

設計來傳遞使用通過手機、智慧型手機和其他

手持裝置，通常是多種管道之一的廣告系列活

動[19]，Ufuoma 學者也提到了行銷的主要功能

就是廣告，廣告扮演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能便

利的提供產品和服務在企業和消費者之間運

轉[20]。 

    我 們 可 以 從 行 動 行 銷 協 會 (Mobile 
Marketing Association, MMA)對行動廣告定義

為是一個廣告的形式，藉由行動手機、PDA 或

其他無線溝通裝置來傳送廣告訊息[5]，可以知

道行動廣告使用其行動裝置的便利性，以及人

們都會隨身攜帶行動裝置的習慣(如行動手

機)，作者也提出對行動廣告的看法，發現行動

廣告是一個溝通的管道，搭載了行動裝置的便

利性和即時性，傳達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服務，

讓消費者藉由行動廣告能搜尋到自己想要的

產品服務。 
    隨著企業推動的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計畫，要求員工都要攜帶行動裝置上班

顯然成為一個趨勢，讓行動廣告更能發揮其效

用[8]，本篇研究希望探討行動廣告的因子，選

取其中較為重要的因子，來改善行動廣告，使

消費者更能願意使用行動廣告點閱或是購買

的行動。 

2.2 行動廣告的分類 

    有很多學者和組織會去分類行動廣告，然

而本研究就找出目前廣告商常使用的一些類

型的行動廣告，其歸納如下表一: 
表一 行動廣告的分類 

1.訊息型行動廣告（Message-based）： 
文字簡訊廣告(SMS Advertising) 
多媒體簡訊廣告(MMS Advertising) 
2.網頁型行動廣告（Web-based）： 
關鍵字廣告(Keyword Advertising) 
橫幅廣告(Banner Advertising) 
富媒體(Rich media Advertising) 
3.定位型行動廣告(Location-based): 
行動網路(付費)定點發送廣告(Push LBS Ad) 
行動網路(付費)定點接收廣告(Pull LBS Ad) 
藍芽無線(免費)定點發送廣告(Push LBS Ad) 
藍芽無線(免費)定點接收廣告(Pull LBS Ad) 
4.應用程式型行動廣告(AP-based): 
應用程式廣告(In-App Advertising) 
廣告型應用程式(Ad-watch App) 
QR 碼廣告(Quick-Response Barcodes Ad) 
5.撥打型行動廣告(Call-based): 
答鈴廣告(Caller Ring Back Tone) 
撥簡碼廣告(Call To Action)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1][6][7]。 

2.3 行動廣告的應用 

    行動廣告相關研究案例如下，Kim 學者研

究結果提到，專業的智慧型手機和應用程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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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廣告誘使使用者的信任以及在這些行動

裝置下廣告產品能讓使用者增加購買意願

[13]；然而另一個 Kim 學者的研究結果能讓行

動廣告在廣告行銷和顧客關係管理領域中利

用基本統計資料分析當作理論前提和工業上

的架構模式[14]；Chen 學者提到自己研究結果

發現該研究能幫助在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等人

引導如何設計個人化的行動廣告訊息 [4]；
Bakar 學者的研究發現到在電影行動廣告上使

用科技接受程度理論能顯著地提高年輕人對

於電影上購買意願[2]。 
行動廣告應用在很多產業下，Chen 學者在

2012 年找到設計客製化行動廣告六個因子，其

研究結果能讓行動廣告相關產業更加蓬勃發

展也能確保行動廣告資源是可以被適用的

[5]； José 學者在自己研究發現到娛樂性

(Entertainment)、厭惡性(Irritation)、感知使用

性(Perceived usefulness)這三個因子是驅使青

少年對於行動廣告的關鍵因素之一，其研究也

實際提供行銷經理鎖定在青少年一系列的行

動廣告應用[12];Yang 學者收集韓國消費者的

資料，對預測行動廣告效率建出架構提供廣告

主來預測其效率[22]。 
 

     
圖一 梅西百貨的互動式行動廣告結合遊戲 

(資料來源: 
http://www.mobilemarketer.com/cms/news/adver

tising/16847.html) 
     

從企業探討行動廣告應用，梅西百貨利用互動

式的行動廣告(Interactive advertising)系列活動

來強化行動商務策略(M-commerce strategy)，在

2013 年九月持續性的測試線上銷售，利用互動

式行動小遊戲加入文字辨識來促銷一天銷售

額，如圖一所示[16]。 
2013 年 10 月，麥當勞也加入了行動廣告

行列，釋放出第一支行動廣告並結合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和富媒體(Rich media)技術並放

置在知名社群網站 Facebook 和 Twitter 還有國

家足球聯盟行動網站(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Mobile Sites)上[16]。 
    從以上行動廣告的應用可以發現，行動廣

告已經吸引多大型企業感興趣了，所以探討行

動廣告影響點閱率，可以藉由此研究探討行動

廣告因子哪些是被消費者所買單，哪些是被消

費者認為是重要的因子之一。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實驗流程如圖二所示，以下為流

程的步驟: 
 
 
 
 
 
 
 
 
 
 
 
 
 
 
 
 
 
 
 
 
 
 
 
 
 
 
 
 
 

圖二 實驗流程圖 

問卷發放 

定義行動廣告因子 

前測 

設計問卷 

資料收集 

資料前處理 

SVM-RFE 決策樹(C4.5) 

實驗評估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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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行動廣告因子 
編號 要素 定義 出處 

Q1 
參與

度 
消費者參與行動廣告的

程度。 [21] 

Q2 語言 
行動廣告使用文字的語

言。 
[21] 

Q3 

廣告

切合

媒體

性 

行動廣告和其放置媒體

之間的切合程度。 
[21] 

Q4 
資訊

隱私 
消費者的個人資訊被行

動廣告使用後之間關係。 [20] 

Q5 
娛樂

性 

行動廣告使消費者趕到

愉悅、快樂、會心一笑等

正面影響。 

[22] 
[12] 
[15] 

Q6 
厭惡

性 
行動廣告使消費者產生

厭惡、討厭等負面影響。 

[22] 
[12] 
[15] 

Q7 
感知

有用

性 

線上廣告、行動廣告讓消

費者感到有幫助的程度。 
[22] 
[12] 

Q8 
感知

易用

性 

行動廣告讓消費者很簡

單易上手，不需任何努力

的付出。 
[22] 

Q9 
可信

度 
行動廣告讓消費者產生

可靠、能信任的感覺。 
[22] 
[15] 

Q10 價格 
在行動廣告內提供清楚

的產品(服務)價格資訊。 
[5] 

Q11 
個人

偏好 

行動廣告內提供針對使

用者偏好來提供內容資

訊。 
[5] 

Q12 促銷 
行動廣告結合促銷活動

傳遞給消費者。 [5] 

Q13 興趣 
行動廣告內提供針對使

用者感興趣類型來提供

內容相關資訊。 
[5] 

Q14 
品牌

名稱 
行動廣告內提供產品(服
務)的品牌資訊。 

[5] 

Q15 
行動

裝置 

行動廣告結合消費者持

有的行動裝置傳遞類似

產品(服務)的行銷活動。 
[5] 

Q16 
訊息

量 

行動廣告傳遞消費者豐

富的、足夠的內容資訊程

度。 
[15] 

Q17 
具有

獎勵

性的 

該行動廣告傳遞消費者

產品 ( 服務 ) 結合折 價

券、商品折扣、贈送禮物

等相關獎勵性質的行銷

活動。 

[15] 

Q18 
社群

媒體 
該行動廣告結合社群媒

體來做行銷活動。 [16] 

Q19 
富媒

體 

行動廣告內含多種形式

的傳播方法(e.g., 動畫、

聲音、影片…等等)來傳

遞廣告內容。 

[7] 

Q20 
基於

遊戲

性質 

行動廣告結合遊戲性質

的特性來行銷廣告。 
[16] 

 
 
 

步驟 3.1:定義行動廣告因子 
    首先此研究會先去蒐集目前關於行動廣

告因子的相關文獻，然後重新定義關於行動廣

告的因子，如表二。 
 
步驟 3.2:設計問卷 
    利用這 20 個影響行動廣告因子製作一份

問卷，每個問卷皆設計兩個問項，讓兩個問項

和定義彼此互相呼應，第一部分為關於影響行

動廣告因子的問項，其尺度採用李克特五等量

表，包括「非常不重要」、「不重要」、「普通」、

「重要」、「非常重要」，第二部分為是關於填

寫者對行動廣告的基本調查填寫者的基本資

料。 
 
步驟 3.3:前測 

然後經由前測後，經過填寫者回饋的建議

再回到設計問卷進行修改行動廣告因子問項

和問卷結構，如此反覆後，才進到下一階段問

卷發放。 
 

步驟 3.4:問卷發放 
    問卷總共發放 70 份，然後利用滾學球方

式在朝揚科技大學校內發放的動作，回收 67
份。 
步驟 3.5:資料收集 
    經過翻閱每位填寫者答案後，然後有效問

卷為 63 份，無效問卷 4 份(因每題問項勾選的

選項皆相同)，故此研究樣本為 63 份。 
 
步驟 3.6:資料前處理 
    在資料前處理這個階段時，本研究會把蒐

集好的資料進行量化處理再做正規化，其中為

了要做特徵選取 SVM-RFE 時，必須把依變數

(點閱率)變成二元類別，也就是願意點閱行動

廣告和不願意點閱行動廣告兩個類別，來判定

行動廣告影響因子是否造成點閱的重要因

子；另外利用決策數(C4.5)對於是否點閱率來

選取出重要因子來做區分。 
 
步驟 3.7:SVM-RFE 
    本研究是使用 WEKA 資料探勘工具來分

析資料，其中特徵選取 SVM-RFE 是使用線性

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和核

心公式為遞迴式特徵消除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RFE)，此方法如下所示[10]: 
  3.7.1 輸入層: 
  訓練樣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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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標籤 
 (2) 

  3.7.2 初始化: 
  子集中生存的特徵(因子) 

 (3) 
  特徵階級清單 

 (4) 
  3.7.3 重複直到 

 (5) 
  3.7.4 限制訓練樣本到適當的特徵指標 

 (6) 
  3.7.5 訓練開始分類 

α=SVM-train(X,y) (7) 
  3.7.6 計算維度長度的向量權重 

 
(8) 

  3.7.7 計算階級(The ranking)的標準(Criteria) 
 (9) 

  3.7.8 找到特徵為最小的階級標準(Ranking 
criterion) 

 (10) 
  3.7.9 更新特徵階級清單 

 (11) 
  3.7.10 消除最小的階級標準特徵 

 (12) 
  3.7.11 輸出面: 
  特徵階級清單 

 (13) 
    該方法選取行動廣告因子產生出很大的

維度然後利用這些因子使用支持向量機(SVM)
做分類，在訓練過程中每一次遞迴都會消除那

些輸入的因子使維度下降，讓重要的因子保留

下來，這個方法也稱之為向後式選取(Backward 
selection)。 
 
步驟 3.8:決策樹(C4.5) 
    本研究又使用決策樹(C4.5)，利用輾轉反

側的無偏差的硬幣(Tossing unbiased coin)的隨

機的二元屬性來產生決策樹影響分類績效，其

建立決策樹的步驟如下: 
  3.8.1 資料準備 
  把收集而來的資料經過前處理後，利用五    
  折交叉驗證來使資料變成大小相等的五等 
  份。 
  3.8.2 決定決策樹輸入和輸出的變數。 
  3.8.3 建構決策樹以及採用 C4.5 演算法對每 
  份資料作使用。 
    3.8.3.1 建立初始規則樹 
    3.8.3.2 修剪此規則樹 
    3.8.3.3 過程修剪此規則樹，使其增加可讀 

    性。 
    3.8.3.4 選出表現最佳的規則樹 
    利用產生決策樹產生的節點(屬性)來生成 
    的樹，其中的節點也就可以當作是影響點 
    閱率的重要因子用來影響決策的判斷。 
 
步驟 3.9:實驗評估與結果 
    利用上述兩項實驗方法，可以在此階段的

實驗結果方面做互相對照，並比較是否合乎其

驗證結果。 

4. 實驗結果 

4.1 敘述性統計 

   表三 問卷收集的敘述性統計 

標題 項目 百分比(%) 

性別 
男 63% 
女 37% 

使用行動裝置

(每天) 

0~3 小時內 29% 
3~6 小時內 40% 
6~9 小時內 19% 
9 小時以上 13% 

使用行動裝置購

物次數(半年) 

5 次以內 73% 
5~10 次 16% 
10~20 次 8% 
20 次以上 3% 

點閱行動廣告次

數(半年) 

0~3 次 56% 
3~10 次 35% 
10~30 次 5% 
30 次以上 5% 

最近點選行動廣

告主要原因 

廣告有創意 33% 
廣告有互動性 16% 
廣告很實用 11% 
廣告能吸引我 40% 

對廣告產品有興趣 51% 
不小心按到 67% 
從來沒點過 5% 

何處發現行動廣

告 

App 63% 
購物網站 41% 
Facebook 76% 

Twitter 0% 
Youtube 59% 
簡訊 13% 
其他 5% 

購買行為 
立即性購買 3% 

未來再做考慮購買 92% 
不做考慮購買 5% 

    問卷結果回收後，在利用 SPSS 統計分析

軟體，經過一些基本資料的敘述性統計分析

後，從以上敘述統計可以發現性別上男上填寫

大於女生；在每天使用行動裝置的時間大部分

主要以 3~6 小時內；使用行動裝置購買次數的

消費者主要都是 5 次以內，可以發現利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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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購物的消費者並不是主要購買的管道；在

最近半年點閱行動廣告次數主要是 0~3 次，其

次為 3~10 次；最近點選行動廣告主要原因以

「不小心點到」為第一，再者是對「行動廣告

有興趣」為第二；在哪發現行動廣告主要以社

群網站 Facebook 和行動應用程式 App 為主；

最後在評斷消費者購買行為大多數都以「未來

再做考慮購買」，所以由此可以發現利用行動

裝置購物偏少的可能原因之一，以下表三為整

理後的敘述統計表。 

4.2 信效度 

    此階段我們對資料做信度和效度測試，發

現使用因素分析進行效度測試時，其檢測出來

值為 0.723***(其 P 值<0.001 為***)，其值表示

該資料能讓資料正確衡量出本研究所欲了解

的特質，接下來再利用信度分析，發現該資料

其值為 0.937，表示該資料具有穩定性、一致

性。從上述的信效度測試後，發現資料是具有

可靠性的。 

4.3 SVM-RFE 的特徵選取 

    我們利用 WEKA 進行特徵選取 SVM-RFE
來對行動廣告因子選出其重要因子能夠影響

點閱率，首先在把資料進行五折交叉驗證

(5-fold cross validation)，然後進行分析後，其

結果如下表四。 
表四 行動廣告重要因子 

Rank 因子 優點(merit) 
1 可信度 40 
2 偏好 35 
3 具有獎勵性的 34.2 
4 行動裝置 32.6 
5 感覺有用性 29.8 
6 廣告切合媒體性 28.4 
7 感覺易用性 26.9 
8 價格 25.2 
9 興趣 25 
10 促銷 25 

從上表可以知道，消費者對行動廣告中的

因子「可信度」覺得是重要的，依次為「偏好」、

「具有獎勵性的」、「行動裝置」、「感覺有用

性」、「廣告切合媒體性」、「感覺易用性」、「價

格」、「興趣」、「促銷」以上 10 種是排在前 10
名的與剩下因子相比較後較重要的因子。 

 
 

4.4 決策樹(C4.5) 

利用決策樹對該資料進行分類，表五為混

亂矩陣(Confusion Matrix)可以了解該資料分類

的程度。 
表五 行動廣告點閱率混亂矩陣 

 A B 
A=1 TP=28 FN=8 
B=-1 FP=15 TN=12 

    然 而 正 確 的 分 類 樣 本 數 佔

(28+12)/63=63%(四捨五入到整數位)，而不正

確的分類為(15+8)/63=37%，然而利用下列測量

公式對該資料做測量，其值如表六。 
Precision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14) 
Recall (True Positive rate): 

 (15) 
F1: 

 (16) 
 

表六 行動廣告點閱率分類檢測表 
檢測指標 值(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Precision 65% 

Recall 70% 
F1 71% 

     
接下來再根據所選的屬性對點閱率的分類建

構出行動廣告因子決策樹，如表七。 
 

表七 決策樹選取的因子 
建構順序-由根節點

開始(層級) 
選取的因子 

1(0) 可信度 
2(1) 興趣 
3(2) 具有獎勵性 
4(3) 參與度 
5(3) 社群媒體 
6(4) 廣告切合媒體性 

4.5 小結 

    經由上述兩個實驗方法後，可以由表八清

楚得知各方法覺得重要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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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兩個方法選取因子比較表 

因子 決策樹

(C4.5) 
特徵選取

(SVM-RFE) 
可信度 V V 
偏好  V 
具有獎勵性的 V V 
行動裝置  V 
感覺有用性  V 
感覺易用性  V 
廣告切合媒體性 V V 
價格  V 
興趣 V V 
促銷  V 
參與度 V  
社群媒體 V  

     
從上表得知，決策樹和特徵選取都有共同

選取的因子，可以表示該因子是影響行動廣告

點閱率的重要因子之一，依次為「可信度」、「具

有獎勵性的」、「廣告切合媒體性」、「興趣」。 

5. 結論 

5.1 結論與討論 

    經過實驗結果探討後，可以發現不管是決

策樹或者特徵選取(SVM-RFE)都優先把行動

廣告因子「可信度」當作優先選項，對於此結

果可以發現到，行動廣告要讓消費者買單，必

須先考慮到行動廣告是否可以讓消費者能夠

產生信賴感，進而影響到點閱率，另外經由兩

個方法利用投票機制選出來的三個因子，依次

為「具有獎勵的」、「廣告切合媒體性」、「興趣」

也傳達企業在行動廣告上應該加上這些元

素，如行動廣告因子「具有獎勵的」，可以再

行動廣告上推出折價券或點擊此廣告就即可

享有商品折扣等優惠，再來就是「廣告切合媒

體性」，可以讓行動廣告所行銷的產品能跟放

置媒體有關聯性，如線上英文字典 APP 與英文

補習班的行動廣告，這樣也達到互補的效果，

最後就是「興趣」，就是可以針對消費者感興

趣的類型商品來區分消費者並針對性投放行

動廣告，如喜歡動漫的消費者可以針對此類型

投放廣告內容或設計上都有關聯性到此興趣

的設計或是行銷商品是該興趣的周邊商品

等，最後也希望藉由這次的研究，能夠讓企業

(廣告商、廣告主)和消費者之間能夠藉由對行

動廣告彼此了解，企業也更了解到會影響消費

者點選行動廣告一些的重要因子，更能讓消費

者藉由客觀的研究了解到自己所接受的行動

廣告是哪一部分。 

5.2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未來希望可以探討行動廣告除

了點閱率之外，能夠多探討像是購買意願等等

來更廣泛分析消費者對於行動廣告的行為，另

外可以在研究方法上能夠再多使用其他特徵

選取方法來做為這方面的比較，更能讓該研究

更具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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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雲端負載平衡主機使用率對虛擬機器之影響 

 

 

 

 

摘要 
雲端運算是透過虛擬化的技術讓多個虛擬

機器共用一台實體伺服器，有效使用實體伺服

器的資源。但雲端廠商的實體伺服器數量非常

龐大，常會出現資源利用率不平均而導致效率

降低的情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許多研究

學者提出了負載平衡的方法，也就是說當主機

的負載量到達門檻值時就會進行負載平衡。我

們的研究將會探討門檻值的設定，分析實體機

器的使用率是否會影響虛擬機器的執行效率。 

關鍵詞：雲端運算、虛擬化、負載平衡、資源

利用率、門檻值 

Abstract 
Cloud computing is a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multiple virtual machines to run on a physical 

server using the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When 

there are a huge number of servers running in a 

data center, the computation loads on each server 

will be different, causing what is call load 

imbalance. Load imbalance will de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data 

center. Some solutions to the load imbalance 

problem detect if a server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load threshold; if yes, load balancing 

will be applied to move some jobs out of the 

server.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investigate how to 

optimally set the load threshold, and analyze if the 

utilization of the physical servers will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the virtual machine.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virtualization 、

load balancing 、utilization、 threshold 

1. 介紹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1]在最近這幾

年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有許多企業紛紛朝向雲

端化發展，雲端服務可以讓使用者不需要購買

實體機器來提供服務，使用者可以向雲端供應

商租借，這樣可以省下成本來強化自己的應用

服務。雲端運算類似電力網，透過大量的實體

機器做為一個資源池，能夠依照用戶的需求量

提供相應的資源量，用戶可以隨時調整使用量，

雲端服務供應商可以隨時將無人租用的資源重

新分配給其他用戶提升整體的效率，而雲端運

算是透過虛擬化(virtualization)[2]的技術，使一

台實體機器的硬體資源能夠同時讓多台虛擬機

器共享並且同時運作，這樣可以提高實體機器

的利用率。 

Amazon、Google、Microsoft 這些提供雲端

服務的廠商有大量的實體機器，而大量的實體

機器在運作的時候，有個無法避免的情況是有

些虛擬機器會集中在某些實體機器上運行，而

有些實體機器則是只有少量的虛擬機器在運行，

這樣會導致資源利用率不平均和效率低落的問

題。因此 Amazon、Google、Microsoft 這些雲端

服務供應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負載平

衡方法，另外也有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負載

平衡方法。 

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主要是為了解決

實體機器間每台機器負擔不平衡的情況，會考

量實體機器中的虛擬機器工作量和實體機器的

能力，透過一些分配的方法將虛擬機器分配給

不同的實體機器運行，來解決每台實體機器負

擔不平衡的情況。 

在負載平衡進行的時候，虛擬機器會從一

台實體機器遷移到另一台實體機器上，虛擬機

器在遷移的時候透過動態遷移(live Migration)[3]

的方式進行遷移，動態遷移可以在使用者察覺

不到的情況下將虛擬機器移動到另一台實體機

器上，但是遷移的時候無可避免地會降低效率，

而當大量的虛擬機器同時在遷移時，其影響的

效率是非常可觀的。 

負載平衡的方法很多，其中有ㄧ種是門檻

值的設定，門檻值的意思是當實體機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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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達到設定的數值時，將會進行負載平衡，減

少不必要的遷移。 

我們的研究將會探討門檻值的設定，分析

實體機器的使用率是否會影響虛擬機器的執行

效率。 

本文的章節如下：第二節會介紹相關的文

獻；第三節會提出我們的研究方法；第四節說

明實驗結果；第五節是針對我們研究的結果進

行總結，最後第六節則是參考文獻。 

2. 文獻探討 

雲端運算的負載平衡方法有很多種，在這

邊列出幾個負載平衡的方法以及在進行負載平

衡時動態遷移影響的相關研究。 

在[4]的研究中他們建立一個小型的雲端環

境，分析在動態遷移的時候性能下降的特性，

他們的實驗分為三種，一種是對 Application 的

遷移實驗、一種是對 Database 的遷移實驗第三

種則是對沒有進行遷移的進行實驗，藉此比較

三種的性能，他們實驗結果如圖 1： 

 

圖 1.應用程序、資料庫的平均回應時間。 

在[5]的研究中，做了一個實驗，透過

Postmark模擬郵件伺服器的工作量，產生大量

的檔案傳輸，然後透過動態遷移將 VM2從

Server1遷移到 Server2上，VM2的設定是 3GHz 

CPU、1.24GB記憶體和 20GB 的儲存空間，這個

實驗做了兩種遷移，一種是虛擬機器的遷移，

一種是虛擬儲存空間的遷移，實驗的結果如表

1： 

 

 

表 1.遷移對應用程序效率的影響。 

State Throughput Duration(s) Overhead 

Normal 1436 

trans/s 

- -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1265 

trans/s 

50 11.9% 

Virtual 

Stirage 

Migration 

1327 

trans/s 

549 7.6% 

從上表我們可以得知，當在進行遷移的時

候會有額外的資源損耗。 

在這篇研究也有提到他們的負載平衡方法，

為多維度資源的負載平衡，演算法會在一開始

偵測系統的觸發點和非觸發點，當其中一個維

度資源利用率大於設定的門檻值時即為觸發點，

反之則是非觸發點，觸發點代表該虛擬機器的

工作量超出設定的門檻值，可能會造成硬體錯

誤和資源競爭降低效率，非觸發點代表可以增

加更多工作量，因此會將觸發點的虛擬機器遷

移到非觸發點的主機上。 

在[6]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 Bipartite 

Matching(BM)的負載平衡演算法，針對多維度

的資源和機器間的能力進行一次處理系統中多

的觸發點的負載平衡。他們的方法參考[5]中，

將實體機器的資源利用率透過演算法來分為觸

發點和非觸發點，然後透過他們的策略挑選欲

遷移的虛擬機器和可以遷移實體機器，透過這

些資訊轉換為權重雙分圖(weighted bipartite 

graph)，權重雙分圖上的點為挑選的觸發點和非

觸發點，圖中的邊和邊上的權重則是欲遷移的

虛擬機器對所挑選的非觸發點所造成的負擔。

透過求最小權重配對問題(minimum weighted 

matching problem)來得到一組配對，重複上述

的步驟，直到系統沒有產生新的觸發點為止。 

在[7]的研究中，他們使用 VMware vSphere

建置雲端服務系統，設計一個負載平衡的實驗，

模擬系統在負載尖峰的時候，如何處理大量的

用戶端連線，將連線分配至後端的虛擬伺服器

群組，以求降低系統回應的時間，提升系統的

效能，並且最後加入自動佈署(Autodeploy)的管

理功能，提供自動化進行 vSphere 主機的快速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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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新主機的設定，讓雲端服務系統在不停機

的情況下，能獲得更多資源維持系統，或者在

資源使用率低時，將主機進行休眠或關機，達

到節省能源的目的。在他們的實驗方法裡，設

定當主機資源利用率達到 80%的時候會新增虛

擬機器，而利用率在 10%的時候則會休眠或關

閉虛擬機器，當虛擬主機上利用率和虛擬機器

數量等於 0 時，則會關閉虛擬主機。 

根據上述的相關研究結果所提到動態遷移

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得知進行負載平衡時會產

生一些影響，但是這些影響在少量遷移的時候

似乎是微不足道，當有大量的虛擬機器遷移時，

這些影響累積起來就非常可觀。但當要進行負

載平衡的時候，無法避免的就是虛擬機器的遷

移，在上述提到的負載平衡方法中，在遷移的

時候，會設一個門檻值，當資源利用率到達門

檻值的時候將會進行負載平衡。而我們的研究

將會探討門檻值的設定，分析實體機器的使用

率是否會影響虛擬機器的執行效率。 

3. 實驗方法 

3.1 實驗環境 

我們會建立一個雲端系統的實驗環境，藉

此實驗環境來了解實體機器的資源利用率高低

對虛擬機器效率的影響。我們的實驗環境是使

用 VMware 提供的 VCenter[8]和 ESXi[9]來建構

我們的雲端環境。VCenter 是一種提供管理

VMware Vsphere 環境的集中式平台，它可以快

速地部署 ESXi 主機和虛擬機器。ESXi 是一種

虛擬機器的管理程式可直接安裝在實體機器上，

並且可以分割成多個虛擬機器，讓每個虛擬機

器與其他虛擬機器共用相同的實體資源。我們

使用三台電腦，兩台後端伺服器一台 Client 電

腦，詳細的配備如表 2 作為測試的環境。 

我們會在後端伺服器上安裝 ESXi 虛擬主

機， 然後在一台 ESXi 1 上部署一個 VCenter，

在另外一台 ESXi 2 佈署三個 VM，詳細的配置

如表 3。 

表 2.實驗配備表 

 後端伺服器 Client 

CPU 核心數 4 4 

CPU 時脈 3.4 3.4 

RAM 4G 8G 

表 3.ESXi 2 虛擬機器配置資源 

 VM1 VM2 VM3 

CPU 核心數 1 1 4 

CPU 時脈 3.4 3.4 3.4 

RAM 1G 1G 2G 

我們實驗的架構會如圖 2。 

 
圖 2.實驗架構圖。 

3.2 實驗方法 

我們會在VM 1上安裝windows 7的作業系

統，並安裝 Appserv[10]，Appserv 是一個可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上輕鬆架設網站伺服器的軟

體。我們會在 Client 端上執行 ApacheBench[11]

的工具。ApacheBench 是一個 Apache 網站伺服

器軟體的附加工具，是專門用來測試伺服器運

行的效能。 

我們的實驗方法會用 ApacheBench 對網頁

發送請求，同時有 100 個連線，連續點擊網頁

10000 次，有二種實驗，一種是在 CPU 使用率

接近為 8 的時候完成請求的回應時間，一種是

實體主機在不同 CPU 使用率下完成請求的回應

時間，希望藉此了解在不同狀態下是否會影響

到使用者連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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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 CPU 使用率這方面，因為我們是實

驗實體主機不同 CPU 使用率的情況，我們會使

用 HeavyLoad 軟體，這個軟體可以針對電腦的

裝置進行壓力測試。我們會在 VM2 和 VM3 上

執行這個軟體，讓 VM2 和 VM3 的 CPU 使用率

上升連帶著讓 ESXi 主機的使用率上升，接著我

們會記錄在 ESXi 不同 CPU 使用率下，是否會

影響到 VM1 的網頁效率。 

4. 實驗結果 

在此章節中，針對上述的二種實驗，進行

負載實驗的測量，並可從數據結果得知實體主

機在不同 CPU 使用率下對 VM 的網頁程式回應

時間的影響。圖 3 是實驗過程中，ESXi 2 的

CPU 使用率。 

 

圖 3. ESXi 2 的 CPU 使用率。 

在實驗一，我們透過 ApacheBench 對 VM1

的網頁進行點擊，ApacheBench 得到結果如圖

4。 

在實驗二，我們執行 HeavyLoad 在 VM2 和

VM3，讓 ESXi 主機有不同的使用率，然後透過

ApacheBench 對 VM1 的網頁進行點擊，分別記錄了

ESXi使用率為60%和80%的情況，得到結果如圖5、

6。 

 

 

圖 4.實驗一的回應時間。 

 

圖 5.實驗二 CPU 使用率 60%的回應時間。 

 

圖 6.實驗二 CPU 使用率 80%的回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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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會列出幾個參數說明，來對圖 4、5、6 的

參數進行說明。 

表 4. ApacheBench 的參數說明 

Connect 從 ApacheBench 發出 TCP 要求

到 Web主機所花費的建立時間。 

Processing 從 TCP連線建立後，直到 HTTP

回應(Response)的資料全部都收 

到所花的時間。 

Waiting 從發送 HTTP 要求完後，到 HTTP

回應(Response)第一個 Byte 所 

等待的時間 

Total Connect+Processing(Waiting時

間包含在 Processing 裡) 

表 5 是我們的實驗結果，我們將會列出實驗結

果的平均值和範圍。 

表 5.實驗結果  

5. 結論 

在根據實驗一和實驗二的部分，我們可以

在 Total 欄位最小值的地方很明顯的看出主機

CPU使用率高低的差別，只看這個欄位是因為，

其他欄位的數據受網路速度影響很深，但是在

我們的研究是比較實體主機 CPU 是否會影響

VM 網頁的效率，從實驗結果可以看出，當主

機 CPU 使用率越高，可能會造成 Client 等待的

時間越長。我們在實驗結果上列出的部分是差

異最明顯的一組。 

從實驗二可以看出，當主機 CPU 利用率在

80%的時候，Total 的回應時間接近實驗一的 1.5

倍左右。那我們可以推估當主機 CPU 利用率到

達 80%的時候，將必須進行負載平衡，否則將

近 1.5 倍的回應時間，可能會造成服務品質下降。

由於我們受限於設備的問題，對於硬體和發送

請求的數量無法設定太高，所以無法進行更精

確的實驗，在結果上看來或許差異不是非常的

明顯，但多少可以看出主機 CPU 使用率對 

VM1 的網頁回應時間影響。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是因為在 ESXi 2 上的三台虛擬主機，互相競

爭資源，造成 VM1 的網頁回應時間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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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綠色能源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綠色能源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綠色能源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之探索之探索之探索之探索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能源是人類一切經濟活動的動力，永續發

展需要永續能源，一方面傳統能源會逐漸枯

竭，能源價格逐步上漲，會造成經濟發展遲

緩，生活品質下降。另一方面傳統能源大量使

用，會造成溫室氣體效應，危及人類生活及生

態環境。面對當前全球氣候變遷的發展趨勢，

「節能減碳」成為全球矚目焦點，世界各主要

國家莫不大力推動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

「低碳經濟」，積極發展「低碳技術」，並對產

業、能源、技術、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

以爭取先機，發展綠色產業。在本研究中，將

探討綠色能源的現況與未來發展之趨勢。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能源、綠色能源、清潔能源、再生能

源，永續能源 

 
Abstract 

Energy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activ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sustainable energy. However, traditional energy 

gradually reduced. Energy prices gradually ris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cause delay, so that 

the quality of life. Extensive use of traditional 

energy sources, will cause the greenhouse effect, 

and endanger human lif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carbon reduc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attention. All the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vigorously promote energy-efficient, 

low-emission core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actively develop "low-carbon technologies", and 

the industrial, energy, technology, trade and other 

policies for major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gain 

the initiative, development green industry. In this 

study, the trend of green energy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s explored. 

Keywords: Energy, Green Energy, Clean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Sustainable Energy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能源」一直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要素

之一，也是一個國家產業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動

力。全球氣候變遷對環境與生態造成衝擊，也

影響地球的永續發展，然其自然資源儲量漸

減，並因過度使用而導致環境污染，甚至全球

暖化等問題。面對日漸殆盡的自然資源，與因

為溫室氣體排放所產生的全球氣候急遽變遷

之事實，綠色能源(Green Energy)將會是極重要

與長遠的目標。 

面對當前全球氣候變遷的發展趨勢，「節

能減碳」成為全球矚目焦點，世界各主要國家

莫不大力推動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

碳經濟」，積極發展「低碳技術」，並對產業、

能源、技術、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以爭

取先機，發展綠色產業。自然氣候變遷(Nature 

Climate Change)一份新的研究報告顯示，綠色

能源是讓數十億人脫離能源匱乏與預防氣候

災難的唯一方法[1]。 

在本研究中，將探討綠色能源的現況與未

來發展之趨勢。本研究的內容共分為五節。第

1 節為前言，說明背景動機與目的。第 2 節為

文獻探討。第 3 節說明綠色能源的現況。第 4

節為能源的產出。第 5節為綠色能源的未來發

展。結論與未來走向則陳述於第 6節。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綠 色 能 源 又 稱 為 清 潔 能 源 (Clean 

Energy)，指不會排放污染物的能源，包括核能

及 可 永 續 利 用 的 再 生 能 源 (Renewable 

Energy)[2,3]。綠能可分為狹義和廣義的定義。

廣義的定義是指不排放汙染物的能源，像是可

再生能源與核能，狹義的定義是指原材料可以

再生的能源，例如：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

陽能發電、生物能發電、地熱能發電、海潮能

發電與海水溫差發電等等。綠能是低污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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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善對環境的危害性、對環境友善性，可再

生性、永續性，又屬於永續能源(Sustainable 

Energy)。換言之，綠色能源亦指是可以直接或

經轉換提供人類所需的光、熱、動力等任一形

式能量的載能體資源。 

能源依能量的來源分類可分為以下兩種

[4]： 

(1) 初級能源(Primary Energy)：不必處理可直

接使用的能源。 

� 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係指

隨著大自然的運轉而永不枯竭的能

源。例如：太陽能、風能、水力能、

地熱能等。  

� 非 再 生 能 源 (Non-renewable 

Energy)：係指其有消耗性 ，蘊藏量

有限 並且會日漸減少，用完就不能

再利用的能源。例如：媒、石油、核

能、天然氣等。 

(2) 次級能源(Secondary Energy)：經轉換處理

而產生的能源。 

� 汽油、柴油、燃料油、電磁能、電能

等。 

核能發電雖然不會排放二氧化碳，但核廢

料處理不易，發生重大災難時更可能導致核污

染，因而備受爭議。於 2011年 3月日本發生福

島核災後，我國也將能源發展訂為「確保核

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

非核家園」[5]。核能雖然是清潔能源，但鈾燃

料不是可再生能源，而且幾乎所有的國家，包

括技術和管理最先進的國家，都不能保證核電

站的絕對安全。例如： 

(1) 前蘇聯的車諾比核事故(1986年 4月)[6]：

車諾比(Chernobyl)位於歐洲東方，黑海邊

緣，介於波蘭及俄羅斯之間。 

� 災變的起始事件是管理和技術人員

決定測試汽輪機在突然喪失電力的

情況下，反應器的應變情況。 

� 污染區遠遠超過離電廠 30 公里的範

圍，嚴重污染的地區遠達 300公里範

圍，被污染土地面積超過 16萬平方

公里，被疏散的居民超過 40萬人。 

(2) 美國的三里島事故(1979年 3月)[7]：美國

賓夕法尼亞州薩斯奎哈納河三哩島核電

廠。 

� 備用泵按照預設的程序啟動，但是由

於輔助給水系統中隔離閥在此前的

例行檢修中沒有按規定打開，導致輔

助給水系統沒有投入運行，導致溫度

過高造成 47%的核燃料已經融毀並

發生泄漏，系統發出了放射性物質外

漏的警報，但由於警報響起時並未引

起運行人員的注意，甚至現時的紀錄

報告都指出沒有人注意到警報。 

� 在以三哩島核電廠為圓心的 50 英里

範圍內，220萬居民中無人發生急性

輻射反應，但是泄漏事故造成核電廠

二號堆嚴重損毀，直接經濟損失達

10億美元之鉅。 

(3)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 (2011 年 3

月)[8]：日本宮城縣東方外海發生的規模

矩震級 9.0地震、與緊接引起的海嘯。 

� 大海嘯淹沒了緊急發電機室，損毀了

緊急柴油發電機，冷卻系統因此停止

運作，反應爐開始過熱。 

� 日本政府在輻射尚未擴散到廠外前

就已逐次疏散 20 公里內居民，因此

民眾接受的輻射劑量非常低微。福島

事故外洩的輻射量已確定約為車諾

比事故的 10%。 

3. 綠色能源的綠色能源的綠色能源的綠色能源的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台灣目前能源政策與措施現況，於民國 97

年世界環境日(6月 5日)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

領」，以發展無碳再生能源作為淨源策略。並

於民國 98年公布「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推廣

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

抽蓄式水力及廢棄物利用等再生能源，同時明

定政府可運用收購機制、獎勵示範及法令鬆綁

等方式提高開發誘因，使再生能源邁入新紀元

[9]。 

面對能源情勢之變遷與挑戰，行政院核定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與推動節能減碳計畫，

針對各種全球能源議題，並依據全國能源會議

結論與共識，推動低碳家園施政為主軸，達成

我國能源政策之總體目標，包括安全化、自主

化、多元化、效率化、潔淨化及永續化的基本

目標[10]。表 1所示為 2008 年至 2010年台灣

的能源政策與措施。在 2014 能源產業白皮書

中，更明列我國針對能源產業的政策方針、目

標、策略、方案與計畫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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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2008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0年年年年台灣能源政策與措施台灣能源政策與措施台灣能源政策與措施台灣能源政策與措施[10] 

年份 政策 內容 

2008年 6月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目標在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執

行方向在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潔淨能源及確保能

源供應穩定。  

2008年 10月 新能源產業旗艦計

畫(綠色能源產業旭

升方案) 

以太陽光電及 LED照明為主力，另外以風力、生

質能、氫能、電動車及能源資通訊 5大產業為輔。  

2009年 6月 通過「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 

目標是「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

改善環境品質，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條

例」。  

2009年 8月 國科會推動能源國

家型科技計畫 

4大主題是：能源科技策略、能源技術、節能減

碳，以及人才培育。  

2010年 1月 行政院節能減碳推

動會  

10大標竿方案，35件標竿型計畫。  

 

民國 98年 4月 15日在全國能源會議「能

源科技與產業發展核心議題」的總結報告中指

出，對能源產業發展與配套基礎設施「選定重

點產業，依產業特性與技術潛力加以扶植」，

民國 98年 4月 23日經行政院核定「綠色能源

產業旭升方案」。 

民國 101 年 8 月 18 日行政院召開「財經

議題研商會議-能源政策」議題討論，決議規劃

「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集中資源推動太

陽光電、LED照明光電、風力發電、能源資通

訊等主軸產業[12]。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的

重點產業如圖 1所示。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19 AIT / CEF 2015



圖圖圖圖 1、、、、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的重點產業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的重點產業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的重點產業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的重點產業[12] 

 

4. 能源的能源的能源的能源的產出產出產出產出  

在本節中將介紹綠色能源的產出，包括：

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水力發電、火力發電、

及核能發電[13]。 

首先定義能源的單位換算： 

� 1 KW = 1 千瓦= 1000瓦 

� 1 MW 1兆瓦=1000 千瓦=1百萬瓦  

� 1度電= 1 kWh。 

(1) 風力發電 

民國 101年底國內已建置完成 283部風力

發電機組，總裝置容量 55.966萬瓩，年發

電量 14億 8951度。圖 2所示為台電公司

民國 102年 12個月風力發電量曲線圖。 

 

 

 
圖圖圖圖 2、、、、台電公司台電公司台電公司台電公司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2年年年年 12個月風力發電量曲線圖個月風力發電量曲線圖個月風力發電量曲線圖個月風力發電量曲線圖 

註：台灣東北季風強盛，每年 1~3月及 10~12月的發電量約佔整年度 70%。 

 

(2) 太陽能發電 

台灣地區因為陽光充沛，日照充足，具備

良好的太陽光發電條件，因此太陽光發電

實為最具發展潛力的再生能源，亦為兼顧

環保、生態之潔淨發電方式。民國 101年

底國內已建置完成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總裝置容量 13.430萬瓩，年發電量約

1億 3846萬度。圖 3所示為台電公司 102

年 12個月太陽發電量曲線圖。 

 

 

 
圖圖圖圖 3、、、、台電公司台電公司台電公司台電公司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2年年年年 12個月太陽發電量曲線圖個月太陽發電量曲線圖個月太陽發電量曲線圖個月太陽發電量曲線圖   

 

 

(3) 水力發電 民國101年底國內已建置完成之慣常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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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總裝置容量 208.13萬瓩，年發電

量約 56億 4 812萬度。表 2所示為民國

97年至民國 103年水力發電發電量。 

 

表表表表 2、、、、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7年年年年至至至至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3年年年年水力發電發電量水力發電發電量水力發電發電量水力發電發電量  

項

目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2月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發

電

量 

(百

萬

度) 

3410.73 872.28 2956.85 772.48 3432.88 735.95 3094.65 880.76 4687.25 960.87 4539.06 861.46 362.05 106.08 

 

 

(4) 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為目前電力系統提供電力的主

要方式。 其發電原理是運用蒸汽循環

(Steam Cycle)方式，將化石燃料的化學能

透過燃燒反應產生熱能，加熱水使其生成

為高溫、高壓之蒸汽，繼而推動汽機，再

透過發電機將機械能轉換成為電能或電

力，輸送到各地。表 3所示為民國 93年

至民國 102年火力發電之成效。 

(5) 核能發電 

台電目前有核一、核二及核三廠共 3座核

電廠運轉發電中，龍門廠(核四)正在建

造。圖 4所示為台電核能民國 93年至民國

102年核能發電量。 

 

 

表表表表 3、、、、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3年至年至年至年至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2年年年年火力發電之成效火力發電之成效火力發電之成效火力發電之成效  

項目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毛效率(％)  
40.96 40.96 40.86 40.28 41.64 41.94 41.52 42.51  42.98  43.27  

廠內用電(%) 4.72  4.74  4.70  4.61  4.56  4.46  4.29  4.22  4.10  3.96  

可用率(%)  87.24 87.33 89.35 88.06 88.75 87.88 86.73 89.44  89.68  89.86  

容量因數(%) 58.10 59.22 61.02 60.38 59.93 52.71 58.02 59.90  62.93  62.27  

註:  

(1) 廠內用電率-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佔發電機輸出發電量

之百分比。 

(2) 容量因數-特定時間內發電廠(或機組)之平均負載(包括廠內用電)與其平均裝置容量之

百分比。 

(3) 可用率-發電機組可供電時數與全特定時數(全日、全月、全年)之百分比。 

(4) 毛效率-發電廠毛發電量(KWH)所相當之熱量(Kcal)與所耗用燃料(kcal)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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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台電核能台電核能台電核能台電核能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3年至年至年至年至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2年核能發電量年核能發電量年核能發電量年核能發電量  

 

台灣民國 102年電力系統供應量如圖 5所

示[14]。其中，再生能源佔電力供應量之 3.4%，

核能佔 18.8%。整體而言，目前台灣之綠色能

源所佔之比率仍顯低迷，因此可加強綠色能源

之技術與發展。 

 

圖圖圖圖 5、、、、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2年電力系統供電量年電力系統供電量年電力系統供電量年電力系統供電量  

 

針對於台灣電力公司民國 102年之供電量

統計如圖 6所示。可了解目前針對於能源之發

電佔最大比率為火力發電 76％，其餘為核能發

電位居第二。 

 

 

圖圖圖圖 6、、、、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2年年年年台灣電力公司發電供電量台灣電力公司發電供電量台灣電力公司發電供電量台灣電力公司發電供電量 

 

2010年全球能源之使用量如圖 7所示。從

圖中可了解對於全球能源之供應，化石燃料仍

是地球之主要資源，但自然資源總會有取之用

盡之時，雖目前再生能源之比例僅 19.4％，相

信未來再生能源之發展會更加顯現。 

5. 綠色能源的綠色能源的綠色能源的綠色能源的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政府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公布新能源政

策，加速開發我國再生能源潛能及擴大各類再

生能源推廣目標，規劃於 2025 年裝置容量達

995.2 萬瓩，新增裝置容量 660 萬瓩，提早 5

年達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定 20 年增加

650 萬瓩目標，2030 年進一步擴大成長至

1,250.2萬瓩[15]。各類再生能源推動目標，如

圖 8所示。 

台灣綠色能源發展評估，如圖 9所示[16]。

2009年我國在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

之「台灣綠色能源發展現況與展望」，指出台

灣綠能科技目前以太陽光電產業與 LED照明

產業獨占鼇頭，預估至 2015年 LED照明產值

將遠超過太陽光電產值。 

節能照明技術發展中，固態照明是非常重

要之主角，近三年 LED 照明產業迅速發展趨

勢，全球照明產業均寄望 LED能為 21世紀大

幅節省照明能源。臺灣位居全球 LED發展重要

地位，LED 光源產量居全球第一，具有發展

LED照明產業優勢，經濟部遂於 2009年 4月，

推動「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並且將 LED

照明光電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產業之一，一方面

推動 LED照明節能政策，節約國內照明用電，

響應全球節能減碳政策，另一方面發展綠能產

業，開創新的半導體照明產業發展經濟[17]。

圖 10所示為以應用領域區分高亮度 LED照明

市場成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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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7、、、、2010年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使用量比例年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使用量比例年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使用量比例年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使用量比例 

 

 
圖圖圖圖 8、、、、各類再生能源推動目標各類再生能源推動目標各類再生能源推動目標各類再生能源推動目標[15] 

 

 
圖圖圖圖 9、、、、台灣綠色能源發展評估台灣綠色能源發展評估台灣綠色能源發展評估台灣綠色能源發展評估[16]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23 AIT / CEF 2015



 
圖圖圖圖 10、、、、以應用領域區分高亮度以應用領域區分高亮度以應用領域區分高亮度以應用領域區分高亮度 LED照明市場成長情形照明市場成長情形照明市場成長情形照明市場成長情形 

 

 

6. 結論與未來走向結論與未來走向結論與未來走向結論與未來走向 

能源是人類一切經濟活動的動力，永續發

展需要永續能源，一方面傳統能源會逐漸枯

竭，能源價格逐步上漲，會造成經濟發展遲

緩，生活品質下降。另一方面傳統能源大量使

用，會造成溫室氣體效應，危及人類生活及生

態環境。 

以低碳生活形態為核心，所做的社會整體

運作結構調整。過去由於以經濟發展為主軸，

所從事之節約能源科技的應用，較屬遷就現實

社會結構所做的後端節能改良，其節能成效因

社會型態不易改變而有其極限[18]。欲使節能

成效更為顯著，宜由前端規劃整體的低碳生活

形態，及建立全民低碳價值觀著手，借重能源

環境管理科技的規劃與應用、配合教育資源的

投入，並逐步改變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再推動

後端的低碳生活塑造，如此在節能效益上較有

突破性改變，如圖 11所示。 

 

 

 
圖圖圖圖 11、、、、低碳生活型態推動低碳生活型態推動低碳生活型態推動低碳生活型態推動 

 

 

至於未來的走向，則可透過物聯網的技術

[19]，藉由環境監控將可即時掌握各點的環境

狀況，不管是國土安全或室內空間的能源管

理，都有助於其系統運作效益的提昇。諸如：  

(1) 智慧建築能源：以資通訊科技為基

礎，整合自動化監控節能控制等需

求，重點在於善用資通訊科技及自動

化技術，整合出有效的建築運轉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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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電網：將供電端到用電端的所有

設備，透過感測器連接，並對其中資

訊加以整合分析，以達到電力資源最

佳配置，提高用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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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消費者之線上持續使用行為： 

結合自動化及意識觀點 

 

 

摘要 
現今，網路購物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

購物管道。許多的經營者發現此巨大的商機，

紛紛從實體通路市場轉為經營網路購物平

台。導致網路購物市場的競爭變得十分激烈。

在此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促使顧客長期且持續

使用購物平台將是電子商務網站經營者追求

獲利與生存的目標。過去探討持續使用行為主

要分成意識學派－意圖以及自動化學派－習

慣。意識學派認為意圖能夠作為預測使用行為

的強力因子。而自動化學派則主張養成習慣的

用戶將會不假思索的產生持續使用行為。因

此，本研究透過此兩種學派之觀點探討持續使

用行為之前置因素。透過此議題的探討，期盼

研究結果將有助於電子商務經營者了解消費

者的線上行為。 

 

關鍵詞：意圖、習慣、信任、持續使用、電子

商務。 

Abstract 
Nowadays, online shoppi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any people’s life. 

Because of huge electronic commercial 

opportunity, many managers have 

transformed their business from a traditional 

face–to–face platform to online shopping. As 

a result, the market of online shopping is 

intensely competitive. Under thi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how to motivate consumers to 

continued shopping online on their websites 

is a primary goal for business managers. The 

determinants of continued usage are 

proposed into two streams: conscious 

perspective and automatic perspective. The 

scholars of conscious perspective argue that 

“intention” is a strong predictor of actual 

usage; the others indicate that when habit is 

established, user will tend to continue using 

the same platform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intention and habit to discuss 

the antecedents of continued usag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may help websites 

managers understand users’ online behavior. 

 
Keywords: Intention, Habit, Trust, Continued 

Usage, E-commerce. 

1. 前言 

在資訊科技日益發達的現今，網路已成為

許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部分的

人，經常會使用網路進行一些活動，例如：資

料收集、觀看影片甚至是在網路上進行購物。

根據美國網站Marketing Profs (2013)的調查指

出，超過六成的美國消費者，每個月至少一次

使用網路進行網路購物，僅有 1%的消費者從

未進行網路購物。根據 Eurostat 歐盟統計局

(2013)的報告指出，在過去 12個月內，超過七

成的德國以及芬蘭消費者，曾經使用網際網路

進行購買行為，英國的用戶甚至超過八成。

Clemes 等(2013)指出，網際網路更能容易、簡

單、方便和便宜的幫助企業與消費者進行互

動，並進行電子商務交易，而網際網路也正在

改變消費者購物行為的性質。根據上述的調查

可得知，網路的便利性逐漸改變消費者的購物

模式，而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利用網路平台進

行網路購物。這些行為的改變，已經成為許多

商家眼中不可限量的商機。因此，許多企業紛

紛從實體通路市場投入至電子商務網站的經

營。因為網路購物市場的進入障礙不高，使得

網路購物平台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導致於現

今電子商務網站的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對於

電子商務網路平台的經營者而言，了解如何取

得競爭優勢是刻不容緩的事。 

    「開發一個新顧客的成本，是留住一個既

有顧客的五倍」這句話已成為行銷領域中眾所

皆知的名言。既有顧客更容易成為忠誠的顧

客，不但會有重複購買的行為，還可能替經營

者進行免費代言(Reichheld 等, 2000)。全球最

鄭秀華 連志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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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網路鞋店 Zappos，銷售額逾三百七十億

元，占全美國鞋類銷售的四分之一，其成功的

原因在於，利用優良的服務形成口碑，並吸引

客人重複購買。在 2005年，Zappos 公司總裁

宣佈有 60%的顧客都是舊有顧客，並且 Zappos

的銷售額中大約有 75%來自舊有顧客。由此可

知對於網路平台經營者而言，促使用戶持續、

重複的使用網路購物平台進行購物，將可降低

成本，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在此前提之下，如

何讓使用者願意持續的使用網路平台進行網

路購物，也就變得相當的重要了。 

    而目前探討使用行為的前置因素主要分

成兩個學派：意識學派(Venkatesh等, 

2003;Limayem等, 2000; Kang等, 2013)以及自

動化學派(Liao 等, 2006; Limayem等, 2007; 

Lankton 等, 2010)。意識學派認為＂意圖＂是

影響持續使用的重要前置因素。此學派之觀點

已經透過Fishbein與Ajzen(1975)所提出的理性

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中

得到證實。且 TRA理論在十年後，又經由

Ajzen(1985)擴展成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其內容同樣強調行為

將決定於個人的行為意圖。隨後，行為意圖能

夠影響個人行為的此種觀點，透過後續學者反

覆的驗證，也得到了證實。因此，此學派認為

＂意圖＂能夠作為預測使用行為的強力因子

(Amaro 與 Duarte, 2015)，並且＂意圖＂能夠驅

使個人行為發生的機率(Fishbein與 Ajzen, 

1975)。 

    而，自動化的學派則表示習慣才是影響使

用行為的前置因素。因為，習慣是個人根據過

去的經歷，進而發展出自動化行為的傾向

(Ouellette 與Wood, 1998)。所以習慣建立之後，

個人的行為將傾向自動化執行。其他學者

(Orbell等, 2001; Wood 等, 2002 )亦指出習慣建

立後，個人的行為將會自動化的執行，這使得

人們不太需要放置有意識的注意力在行為之

中，並且只需要花費少量的精神力。有鑑於

此，使用者建立對於使用網路購物平台的習慣

之後，將可能導致使用者不假思索的進行持續

使用。 

    綜合上述，兩種學派皆具有其優點。本研

究認為，網站經營者若能提高用戶的使用意

圖，將能促使用戶實際使用購物網站的機率，

提升持續使用的可能性。而培養用戶的使用習

慣，將可能使得他們不易花費心力比較其他購

物平台所擁有的優勢，進而導致使用者不假思

索的進行持續使用。因此，在競爭激烈的網路

購物環境，這兩項觀點對於經營者來說似乎是

值得探討的議題。所以，本研究將從意識學派

－意圖以及自動化學派－習慣的觀點，探討影

響持續使用行為之因子。 

    然而，雖然網際網路的發展已日益成熟，

其便利性也改變了許多消費者的購物模式，不

過仍然有部份消費者不願意使用網路進行購

物。其主要原因在於電子商務無法提供實體的

線索，而導致許多消費者抗拒進行電子商務活

動(Featherman 與 Pavlou, 2003)。其他學者也指

出，由於網路購物的內在本質，消費者終究會

遇到一定程度的風險(Kim等, 2008)。本研究認

為，由於電子商務環境具有以上特性，將可能

使得用戶的使用意圖難以提升，或者使用習慣

不易形成。有鑑於此，如何屏除用戶對於電子

商務環境的疑慮，以形成意圖及習慣，將是我

們另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過往學者指出，在具有風險和不確定因素

的情況下，對於商家的信任可以使個人毫無畏

懼的向前，並且給予消費者可以控制的感覺。

(Pavlou, 2003)。這表示消費者能夠透過信任，

減輕他們對於電子商務環境的疑慮。本研究認

為，這可能進而提升用戶的使用意圖或者形成

用戶的使用習慣。據此，本研究將透過信任的

角度，探討其影響自動化以及意識學派之關

係。 

    本文的目的在於研究以下問題：在電子商

務的情境下(1)信任對於習慣以及使用意圖的

影響，(2)習慣以及意圖對於持續使用行為之影

響。 

2. 文獻探討 

2.1 持續使用 

Kang等(2013)的研究中，持續使用的衡量

標準是：過去一個月內是否頻繁的使用，以及

每天使用所花費的時間。在 Lankton 等(2010)

的研究中則以使用的次數作為衡量的標準。由

此可知，持續使用的衡量標準大同小異，皆是

以在特定時間內，用戶使用頻率的概念作為衡

量的依據。 

 
2.2 意圖 

意圖指的是，個人從事某種特定行為的主

觀機率(Fishbein 與 Ajzen, 1975)。另外在 Rho

等(2014)的研究則指出行為意圖指的是，願意

使用服務以及技術的意願程度。阮金聲、陳泰

霖(2010)則將使用意圖定義為個人面對目標，

採取特定行為的可能性。因此，根據上述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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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意圖的定義，本研究認為在電子商務的環

境下，使用意圖可以被看作是，消費者願意使

用電子商務網站的意願程度。 

 
2.3 習慣 

習慣的發展需要透過重複的執行或練習

(Aarts 等, 1998)。Verplanken 等(1997)指出習慣

是個人學習達成特定目標時所執行的行為順

序，並且將此行為的順序轉變為自動反應。

Verplanken 等(1998)亦指出習慣是個人學會如

何回應某種刺激。由此可知，當個人執行某種

特定行為以達成他們所設想的目標時，個人可

能從中學習執行行為－達成目標之中的關聯

性，並且此種關聯性經過反覆的執行或練習

後，可能導致習慣的形成。 

James (1890)指出，習慣減少個人執行行為時，

所產生有意識的注意力。其他學者也提及了類

似的概念：習慣建立後，涉及的認知將會降低

(Cheung等, 2005)，以及當行為是透過＂習慣＂

引導的時候，人們往往不會思考他們所要做的

事(Mittal, 1988)。根據上述可以了解到，執行

行為－達成目標已經被個人所學習並轉變為

習慣時，個人可能不會思考或降低執行行為所

需產生或付出的有意識的注意力。例如：喝水

(執行行為)－解渴(達成目標)，當個人為了解渴

不假思索地拿起水喝時，卻很少思考喝水(執行

行為)為什麼能夠達到解渴(達成目標)，這是因

為此種關聯性已經被個人透過學習後發展出

習慣。 

Ouellette與Wood(1998)指出習慣需要一個穩定

的背景。因為，當個人認為騎腳踏車(執行行為)

能夠以最有效益的方式到達學校時(達成目

標)，透過在穩定背景下重複的執行此關聯性

(騎腳踏車－到達學校)，個人將能夠容易的學

習此種關聯性。但是，當個人處在一個經常變

動的背景下(例如：經常搬家、轉學等)，此關

聯性就難以被個人學習。因為只要環境有所變

動，將導致個人需要重新的耗費時間與心力學

習何種行為能夠達成預定目標，這使得人們不

容易將關聯性發展成習慣。 

 

2.4 信任 

過去，有許多的學者定義信任，例如：信任是

相信別人的傾向(Rotter, 1971)；信任是對於受

託人的認知(Rempel 等, 1985)。Morgan 與 Hunt 

(1994)定義信任為＂對於交易夥伴具有可靠性

以及安全性的信心＂。然而，信任類型的增長

令人感到混淆(McKnight 等, 2002)，導致許多

學者發展出複合式信任的定義。例如：

McKnight等(2002)透過McKnight等(1998)的研

究建構一個整合模型，將信任信念(Trusting 

beliefs)和信任意圖(Trusting intention)共同稱之

為信任。信任信念與信任意圖的詳細說明如

下： 

(1)信任信念(Trusting beliefs)：信任信念指的是

委託人對於受託人的信心程度。McKnight 等

(2002)曾經探討在電子商務環境中，信任信念

的作用，他們認為信任信念代表著特定的Web

供應商，對於委託人具有的有利特性。

McKnight等(2002)提出導致正面的信任信念之

因素為聲譽歸類(Reputation categorization)。聲

譽歸類指的是，個人根據他人以往的資訊，而

導致對於他人的屬性分配。例如：在網路上進

行消費時，消費者能夠根據以往其他消費者對

於賣家的評價，而分配賣家的屬性(是否具有能

力、是否曾經進行詐欺行為)，McKnight等(1998)

認為，這種良好的聲譽，將快速發展個人的信

任信念。 

(2)信任意圖(Trusting intention)：信任意圖表示

委託人願意依賴，或有意依賴於受託人。

McKnight等(2002)認為 Currall 與 Judge (1995)

的研究可以用以代表信任意圖。在 Currall 與

Judge (1995)的研究中認為，信任是一種依賴的

主觀可能性，表示個人與他人分享資訊的可能

性。Mayer 等(1995)亦指出信任為不考慮自身

能夠監督以及控制他人的能力，而願意承擔受

到傷害(Vulnerable)的程度。而 Mayer 等(1995)

提出的信任模型中指出，受託人需要具備可信

賴度(Trustworthines)，才能使得委託人願意信

任他們。Mayer 等(1995)將可信賴度分為仁慈

(Benevolence) 、 能 力 (Ability) 以 及 誠 信

(Integrity)。 

(1)仁慈(Benevolence)：Mayer 等(1995)指出，

仁慈指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受託人排除個人的

利潤動機，並且認為應該做出對委託人有利的

事。 

(2)能力(Ability)：Mayer等(1995)指出，能力指

的是受託人具備滿足委託人的能力。在電子商

務的背景下，能力包括良好的產品知識、交貨

迅速，以及優質的客戶服務等等(Hong 與 Cha, 

2013)。 

(3)誠信(Integrity)：Mayer 等(1995)指出，誠信

指的是受託人堅持一套原則，並且委託人認為

這是能夠接受的 (Mayer 等 , 1995)。Lee 與 

Turban (2001)也認為上述三種可信賴性的特

性，將有助於信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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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模型與假說推導 

 
3.1研究模型 

    過去，已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證明習慣與持

續使用之間的影響關係(Limayem 等 , 2007;  

Lankton, 2010)，以及意圖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Venkatesh 等, 2003; Limayem等, 2000)。本研

究將繼續採用上述論點，並且探討在使用電子

商務的網路平台情境下，其結果是否一致。 

此外過往學者指出，由於電子商務無法提供實

體的線索，而導致許多消費者抗拒進行電子商

務活動(Featherman 與 Pavlou, 2003)。本研究認

為具有此特性之電子商務環境，將難以形成使

用意圖以及習慣。但是，Mayer 等(1995)指出，

信任可以幫助消費者克服對於風險的認知。信

任使得個人願意承擔風險(Johnson-George 與 

Swap, 1982)。在具有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情況

下，信任可以使個人毫無畏懼的向前，並且給

予消費者可以控制的感覺。(Pavlou, 2003)。在

電子商務中，因為消費者在網路上進行購買產

品時，消費者不能實際看到或觸摸到產品，所

以信任可能是一個關鍵  (Kim 等 , 2011)。

Ratnasingam (2005)亦指出在網路購物中，信任

是很重要的，因為買賣雙方之間有時間和空間

的距離。在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電子商務環境

中，因為消費者難以評估零售商是否會兌現承

諾，或者保護消費者的個人資訊隱私(McKnight

等，2002 年)，所以信任的重要性將會提升

(Pavlou, 2003)。因此提出信任作為使用意圖以

及習慣之前置因素。本研究之研究模型如下圖

一所示： 

 

 

 

 

 

 

 

 

圖一：研究模型 

 

3.2假說推導 

    因為電子商務無法提供實體的線索，很多

消費者都抗拒進行電子商務活動(Featherman

與 Pavlou, 2003)。雖然網路可以透過提供資

訊，讓產品擁有實質性，但是網路環境依然被

認為比傳統渠道更具有無形性 (Lee 與 Tan, 

2003)。過去學者認為無形性指的是＂無法看

到，嚐到，感覺到，聽到或聞到的東西＂(Mittal, 

1999)。網路環境的這種無形性，最終會導致感

知風險(Nepomuceno 等, 2014)。因此，可以得

知網路環境本身即具有一定的風險。其他學者

也指出，由於網路購物的內在本質，消費者終

究會遇到一定程度的風險(Kim等, 2008)。而，

感知風險通常被認為是對於使用產品或服務

可能造成的負面後果，而感覺到的不確定性

(Featherman 與 Pavlou, 2003)。感知風險已經正

式被定義為“不確定性加上，風險發生後造成

後果的嚴重性的組合＂(Bauer, 1967)。因此，

如前所述可以得知，風險本身的特點包含了不

確定性。而根據 Liu 等(2012)指出，環境不確

定性涉及了環境動態性以及環境不穩定。所以

具有風險的網站可以被視為環境的不穩定。然

而，過往研究指出，習慣的形成需要穩定的環

境(Ouellette 與Wood, 1998)。而具有風險的網

路環境，被視為不穩定的環境，進而抑制了習

慣的發展。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信任卻能

夠發揮具體解決風險的作用(Kim等, 2008)。因

此，在電子商務環境中，必須讓使用者屏除網

路本身具有的風險，才能使得使用者培養出使

用網站的習慣。 

    McKnight 等(2002)指出信任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幫助消費者克服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感

覺。其他學者亦指出信任使得個人願意承擔風

險(Johnson-George 與 Swap, 1982)。在具有風險

和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信任可以使個人毫無

畏懼的向前，並且給予消費者可以控制的感覺

(Pavlou, 2003)。因此，信任能夠有效的降低消

費者對於風險的疑慮。甚至，有些學者認為，

信任本身的特點就具有接受風險。在電子商務

中，因為消費者在網路上進行購物時，不能實

際看到或觸摸到產品(Kim等, 2011)，而導致不

穩定的環境，使得習慣的形成受到阻礙。此

時，當使用者信任網路供應商，就能夠排除使

用者對於風險的認知，進而讓使用者認為網路

的環境，並非想像中的不穩定，或者使用者雖

然認為網路的環境具有風險，但是信任網路供

應商，將使得他們預期網路供應商會做出對使

用者有利的行動，導致使用者願意接受風險，

並且毫無畏懼的向前。因本研究提出下列假

說： 

H1：信任將正面影響習慣。 

 

過往學者指出，在網路購物的環境之中，

信任的建立將能夠產生用戶的正面態度，以及

認知行為控制，並消除用戶的不確定感，進而

正面的影響用戶對於網路購物的正面意圖

(Pavlou, 2003)。而其他學者也相繼證實在電子

信任 

使用意圖 

持續使用 

習慣 
H3 

H4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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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情境下，信任確實能夠正面的影響意圖

(Kim等, 2008; Chiu 等, 2010; Gefen 等, 2003)。

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2：信任正面影響使用意圖。 

 

    Verplanken 等(2003)提出習慣的建立是個

人學習行為和滿意結果之間的關聯性。也就是

說，當使用者學習使用網路平台能夠滿足他們

預期的目標時，將可能導致個人的習慣建立。

其他學者(Ouellette 與 Wood, 1998)也指出，習

慣的反應是自動的，它們可以快速地與其他活

動同時進行，並分配最小的注意力。而習慣建

立之後，個人的行為就不需要耗費太多的注意

能力，並且自動化的執行。本研究認為，這將

使得他們不易花費心思比較其他網路平台所

擁有的優勢，而導致使用者不假思索的使用購

物網站。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3：習慣正面影響持續使用行為。 

 

    行為意圖可視為個人從事特定事物的主

觀傾向，並被證實可做為預測行為之重要指標

(Amaro 與 Duarte, 2015)。在沒有特定環境因素

影響時，個人的行為意圖愈強，代表其愈有可

能從事該行為(Fishbein 與 Ajzen, 1975)。因此

本研究推論，若消費者使用意圖愈強，則越有

可能發生持續使用之行為。根據上述的推論，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4：使用意圖會正向影響持續使用行為。 

 

4.結論 

    過去，已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證明習慣與持

續使用之間的影響關係(Limayem 等 , 2007;  

Lankton, 2010)，以及意圖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Venkatesh 等, 2003; Limayem等, 2000)。本研

究將繼續採用上述論點，並且探討在使用電子

商務的網路平台情境下，其結果是否一致。 

    此外，本研究更從信任的觀點探討意識學

派－意圖以及自動化學派－習慣之影響關

係，藉此希望能對網站的經營者做出更大的貢

獻。本研究所發展的研究模式將提供網站設計

者、經營者與後續研究學者參考，用以改善網

站的設計或是網站的經營模式。本研究預期之

貢獻說明如下。 

    1. 使用意圖以及習慣是影響使用者持續

使用網路平台的前置因素。本研究將從意識及

自動化的角度，探討兩者與使用者持續使用網

路平台的影響關係。藉由此觀點，幫助網路平

台的經營者在競爭激烈的電子商務情境中，理

解使用者願意持續的使用網路平台的原因，並

且供後續研究學者，探討持續使用網路平台之

參考依據。 

    2. 本研究從信任的角度，探討信任在具有

高度風險的電子商務環境是否能發揮其作

用，增進用戶的使用意圖，以及用戶的使用習

慣。藉由此觀點，幫助網路平台的經營者在競

爭激烈的電子商務情境中，理解使用者願意使

用網路平台的原因，並且供後續研究學者，探

討持續使用網路平台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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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大數據分析改善醫學儲傳系統(PACS)之滿意度 

 

 
摘要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與 2009 年

來政府醫療政策不斷的刺激下，民營醫療機構

的規模逐步的完善與擴大。在這一類型的醫療

發展中，病患對於醫療機構的服務要求已非單

一的就診結果，而是延伸到對於就診過程的品

質要求與醫療知識的取得。病患本人與其家屬

在醫療相關活動中的服務品質要求意識也非

過往經驗可以比擬。也為了適應醫療需求的不

斷增加，醫學院的數量相對應的快速增長，但

是社會功利主義現象，也似乎無所不在的影響

著醫學院的學生，進而導致學習品質下降甚至

有醫德不彰的狀況。為解決年輕醫生的經驗不

足、醫患間的矛盾，並落實循證醫學的宗旨，

相關醫療院所無不積極的導入電子病歷，尤其

在 醫 療 影 像 存 儲 和 通 信 系 統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 PACS)

更為重視[5]。PACS 是醫院現行臨床需求中，

資料傳輸、資料品質較為龐大與重視的資訊管

理系統。但各家醫院並沒有因為良好的 PACS系

統，就達成百分百的滿意程度，多數的研究與

醫生的直觀表示，年齡過低(<10歲)、過高(>70

歲)的病患，因溝通或行動不便之因素，將導致

結果的不確定性。本研究將以北京地區某三甲

醫院為研究對象，於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8月 31日止，共 68,740筆影像結果，運用

大數據分析探討病患性別、年齡、知識程度、

等待時間等因數，與影像品質有何關聯。經數

據分析之實證結果展現，影像結果品質的好與

壞與病患性別、年齡、知識程度、等待時間等

因數無關。 

關鍵詞：影像儲傳系統，醫患關係，大數據分

析，病患滿意度。 

 

1. 前言 

近年來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帶給民眾最

明顯的改變是大眾關注焦點由馬斯洛需求理

論中的生理需求進而到安全需求。民眾在就醫

的需求上急速的增加，對於醫療的結果、醫療

過程的品質無不要求，政府機關、醫療院所也

適應這個時代的趨勢加速了改善的進程。在這

跳躍式類型的醫療發展中，病患在醫療知識的

取得與就診過程的品質要求，對病患是相當重

要的。醫生的診斷過程、診斷依據，與病患溝

通的重要來源都是影像科室所產出的結果，故

影像科室正好是處於醫療品質改變的洪流中

一個受到影響的科室。近年來，各地醫療院所

無不積極的導入電子病歷，尤其在醫療影像存

儲 和 通 信 系 統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 PACS)更為重視。因

為 PACS 是醫院現行臨床需求中，保證資料的

傳輸、資料品質、影像品質極為重要的資訊管

理系統。 

自 1895 年德國物理學家 Roentgen 博士發

現 X 射線，並提出第一張 X 光片之後，X 光便

成為了人們的第三隻眼睛。X 光的應用相當廣

泛，範圍涵蓋了基礎科學、應用科學、醫學與

工程等領域，對人類的生活和科技產生極大的

影響。在對醫療領域的影響中，XX光改變醫師

的診斷習慣與流程，影像醫學成為醫師臨床診

斷中最常見也是重要的輔助工具之一[1][2]。

醫師除了依據相關疾病的病徵以專業知識、素

養直接對疾病提出鑒別診斷、診斷外，通常也

會藉由 X 光片的輔助加強對疾病的辨識、改善

診斷品質。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科室

因科技進步相關進行檢查的影像設備持續更

新、改善，醫學影像的品質由傳統增感屏攝影

技術，逐漸有透視 X 光攝影、血管影像檢查

(Angiography) 、 超 音 波 掃 描 檢 查

(ultrasound)，電腦斷層檢查(CT)、核磁共振

掃描(MRI)等高科技儀器設備加入輔助臨床醫

療的服務行列，提供醫師更精密、仔細的臨床

診斷輔助[6]。 

PACS 主要的功能包括影像之擷取、儲存、

顯示、傳輸、輸出等。依據 Huang於 2004年

所提出的 PACS 的完整架構中闡述，PACS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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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影像及資料的儲存、擷取、顯示，及經由網

路與各工作站間之電腦相結合所進行的資訊

管理系統。PACS 基礎架構圖及其資料流程（如

圖 1 ）[9]，透過符合 DICOM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標準的通訊協定，經由內外部的網路設備與其

他醫療資訊系統連結，再結合非單純資訊系統

之影像設備、影像儲存管理、影像瀏覽工作站

及報告系統建立完整的 PACS 架構。PACS 架

構是屬於開放式架構，完整的 PACS 系統是由

許多儀器、設備及子系統所組成的。而且在實

務上使用之儀器可能由不同廠商所提供，並透

過 DICOM 協定進行連結。所以 PACS 在建置過

程需整合許多不同之儀器與設備，才能使 PACS

功能正常運作。在早期儀器間並無統一之標準，

因此在整合上常付出極大之經費成本與時間

成本，甚至經常面臨不易整合或整合失敗而使

系統化的進程受阻[3]。 

 
圖 1 PACS 基礎架構圖及流程 

為解決系統間之整合問題，並使業界有遵

循之標準，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  ACR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及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協助下，

由  ACR 和  NEMA (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共同開發的醫療

影像交換標準，並於 1983 的會議中首次提出 

DICOM 的原型成為不同機器間的使用協定。

DICOM 早期發展是以 ACR 和 NEMA 兩個組織

所成立的委員會為命名，也稱為 ACR/NEMA 標

準，經過持續修正,到 1992 年所提出的版本

才正式稱之為 DICOM3.0，3.0 版本。此標準採

用物件導向的設計，亦成為醫療影像交換標準。

DICOM3.0 在 2000年的 RSNA（Radiological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年會上展示其協

定後，促使醫療影像儀器皆符合具備 DICOM 用

戶端的功能。也因此標準建立，相關符合 

DICOM3.0 要求的軟硬體在市場上急速成長。

為了整合時更加省時、省力，醫院也積極的採

購符合 DICOM 標準的影像儲存與傳輸系統，此

一舉動促使 PACS 的發展，也間接地宣告了放

射影像醫學正式跨入數位時代[10]。 

PACS 一詞最初由 Andre Duerinckx 於 

1982 年在洛杉磯一個放射學家、學術研究人

員和廠商代表參加的會議中所提出的概念

（Huang, 1992），當時不同的學者對數位影像

的成果賦予不同的名稱，共同的特徵是將不同

形式的影像連結到一個數位影像的網路。從 

1980 年代開始，不同領域的專家學者即逐步

投入 PACS 研究，直到今日之發展可與 RIS 

結合，符合 DICOM 的設定標準及 HL7 之規定

等等。亦即 PACS 主要的功能是將醫療系統產

生的影像以數位化方式儲存，藉由網路傳送到

相同系統中，供使用者在遠端電腦螢幕來閱讀

影像。因此完整的 PACS 包含了影像的擷取、

儲存、輸出、傳送、顯示及 HIS/RIS/PACS 整

合交換資料等之功能。 

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大數據(Big Data)

又稱為巨量資料或海量資料，其所涉及的資料

量應屬於巨大到無法通過目前常用軟體或工

具，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並整

理成為對企業、組織經營具有知識價值的資訊。

一般論述中普遍認為，大數據具有四個特性，

分別是海量化(Volume)、多樣化(Variety)、快

速化(Velocity)和價值化(Value)。所以大數

據分析就是從巨量數據中挖掘出隱含在其中

的知識。Big Data 這個術語首先出現在 1989

年 8月美國底特律召開的第十一屆國際人工智

慧聯合學術會議「數據庫中的知識發現」專題

討論會上，在往後的研究進程中，隨著研究、

發表文章增多和相關處理技術的發展逐漸成

熟，變成為了一項顯學，更成為了商業界尊崇

的一個標的。自 1995 年開始，有關大數據分析

技術的國際性會議，便成為了常態。因此，不

論是大數據分析技術的理論研究外，更發展出

了相當多樣化的大數據分析產品和應用系統，

得到了商業界的廣泛關注。然而，大數據分析

從 1989 年 8 月發展至今雖已有約二十六年的

歷史，但因其使用方式與分析結果，在不同領

域有不同的應用，各位學者或專家也分別從不

同的角度進行定義，導致大數據分析的定義不

完全統一。但從數據庫的角度來看，大數據分

析定義為從存儲在數據庫、數據倉庫或者其他

資訊庫中的大量數據中發現用戶感興趣的知

識的過程。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大數據分析是

指通過分析目標數據集，來發現可理解的、有

用的、經過整理歸納的數據，以及數據之間包

含的可信的、以前未知的關係，並且將其通過

可視化技術提供給數據擁有者的過程。從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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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角度來看，大數據分析是指從數據中抽

取隱含的、明顯未知和潛在的有用資訊。 

關聯式規則(Association Rules, AR)，又

稱關聯規則，是大數據分析的一個常見分析方

式，其目的用於從大量數據中挖掘出有價值的

多個數據項目之間的相關關係。關聯規則解決

了統計學上的部分盲點，如：統計學中使用平

均法、回歸模型只能瞭解單一商品的銷售情況，

例如：「如果一個消費者購買了產品 A，那麼他

有多大機會購買產品 B？」以及「如果他購買

了產品 C 和 D，那麼他還將購買什麼產品？」

[7][8]。正如大多數大數據分析技術一樣，關

聯規則的任務在於減少潛在的大量看似無關

的數據，使之成為易於觀察、閱讀、理解的知

識。關聯式規則多不考慮項目的次序，而僅考

慮其組合。關聯規則一個經典的實例是購物籃

分析(Market Basket Analysis)。超市對顧客

的購買記錄資料庫進行關聯規則挖掘，可以發

現顧客的購買習慣，例如，購買產品 X的同時

也購買產品 Y，於是，超市就可以調整貨架的

佈局，比如將 X產品和 Y 產品放在一起，增進

銷量。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以位於北京近郊的一家三甲醫院

(以下稱為個案醫院)為目標對象透過 IBM 

SPSS Modeler 14.1 軟體進行關聯式分析。首

先取得個案醫院 PACS中 49個影像欄位元資料，

此資料可區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為病患、病

情資料，第二大類為處理人員、時間資料，第

三大類為費用、費用歸屬單位資料，第四大類

為影像來源、品質資料。經過資料清洗，我們

將第一類至第三類定義為輸入資料，將第四類

之影像品質作為變數目標。本研究探究的是病

患性別、年齡、知識程度、等待時間等因數，

是否影響影像的品質，故我們採取以上的變數

設定，接著經由 Apriori 模型分析變數間的權

重關係及與目標變數間的規則，期待能找出影

響目標變數的因素來源，而後我們依據分析結

果， 

提出適當建議以茲參考。 

2.2 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個案醫院 2013年 6月 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止，共 68,740 筆影像

結果。資料簡述如下： 

1. 性別分類 

男 40,463 人、女 37,3504 人 

2. 年齡分類 

 
圖 2 年齡分類 

3. 每月病患數量分類 

 
圖 3 2013年每月病患數量分類 

 
圖 4 2014年每月病患數量分類 

4. 檢查質量 

 
圖 5 檢查質量 

3.3 資料清洗 

3.3.1 一致性檢查 

本次一致性檢查(consistency check)是

根據 PACS 所有欄位上之要求，進行每個變數

的合理取值範圍和相互關係查核，檢查變數值：

1. 是否合乎要求，2. 是否超出正常範圍，3. 

邏輯上不合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變數值。經檢查

造影時間有出現負值，不合乎邏輯。查證後證

實為由於 PACS 工作站電腦時間與主機時間相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35 AIT / CEF 2015



差 8分鐘，而開始處理時間已工作站時間為記

錄時間，而完成處理以主機接收到的時間為主，

而導致工作時間上之誤差。經資料修正後回復

正常邏輯值。 

3.3.2 無效值和缺失值的處理 

本次無效值和缺失值的處理是根據 PACS

所有欄位上之要求，進行每個變數的是否受到

調查、編碼和錄入誤差，導致欄位值中可能存

在一些無效值和缺失值，需要給予適當的處理。

經檢查無此類問題發生。 

3.3.3 數據排除 

本次研究因不進行文字的探勘，故在欄位

「诊断结果」、「诊断描述」的運用上不符合本

次研究，故排除之。 

3.4 數據轉換 

數據轉換目的在於通過平滑聚集、資料概

化、規範化等方式將資料轉換成適用於資料採

擷的形式。本次數據中目標欄位「檢查質量」

除了單純紀錄甲、乙、丙三個值外，多數醫院

同仁在此欄位附註其他資料，如：乙級、造影

模糊；乙級、範圍應適當擴大等文字，導致資

料值出現 187 種分類，過針對此一欄位進行數

據轉換，將現有分類中去除說明文字，僅保留

甲、乙、丙等三級。 

3.5 Apriori 模型分析 

本次研究將使用兩階段分析，將針對 2013

年 6月 1 日至 2014年 8月 31 日止，共 68,740

筆影像結果以 Ariori 進行第一階段析，找出

所有高頻項目集的長度，以登記品質、影像品

質為目標，排除不符合支持度小於 5%，且信賴

度小於 30%的檢驗部位項目。第二階段針對剩

餘項目以影像品質為目標，找出符合支持度大

於 5%，且信賴度大於於 30%的檢驗部位項目。

並進行分析與說明。 

3.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這品質至上的年代，醫療不外如是。若

能運用有效的方式，早期發現與品質相關的因

素加以改善，將有效的資進醫療效率、改善醫

患關係。為有效的達成此一目標，本研究個案

醫院 2013年 6月 1日至 2014年 8月 31日止，

共 68,740 筆影像結果資料進行分析，取得效

益說明如下： 

1. 影像結果品質的好、壞與病患性別、

年齡、知識程度、等待時間等因數無

關。 

2. 登記品質的結果與影像品質有關。 

本次研究屬於大數據分析前期研究，未包

含研究後的改善與證明，但在本次研究中，也

非想像中之順利，茲將所遭遇的困難及其未來

改善方向說明如下： 

1. 數據的龐大導致資料清洗的過程困

難，如：資料歸類、遺漏值等處理，

都花費許多時間，甚至因時間過長而

導致個人電腦不堪負荷。若能適當結

合其他大數據分析工具，如：Hadoop、

NoSQL 等，將有助於分析的廣度與深

度。 

2. 影像品質與醫生依據影像的主觀認

定有極大的關係，但本次研究未進行

文字探勘之研究，在所取得的資料中

排除了「诊断结果」、「诊断描述」兩

個欄位，若未來能加入文字探勘，以

醫生的最後認知為依據，將有助於改

善研究的質量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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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社群網路之景點推薦系統 

 

 

摘要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推薦系統廣泛運

用來協助使用者，精準與快速地找到使用想要

的項目，減少不必要的瀏覽時間。推薦系統常

見的問題有兩類：冷啟動與問題稀疏性問題。

如何善用這些資訊，降低上述兩類問題，提高

推薦系統的精準度與可適性是個重要的研究

課題。在本論文中，提出結合社群網路與情境

內容的推薦機制，運用使用者在社群網站上的

資料彌補稀疏性與冷啟動的問題。並考量情境

資料，以提高推薦的精準度。我們並建置旅遊

資訊系統，以驗證我們提出的方法，實驗結果

證明本論文提出的方法具可行性。 

關鍵詞：情境式推薦、協同過濾、使用者相似

度、社群網路、社群推薦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re widely used to 

help users precisely and quickly find the 

items they want. Cold start and sparsity are 

two common problems in recommendation 

systems. How to effectively use these 

information, reduce the above problems, 

enhance the precision and adaptabilit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mechanism combining social 

networks an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Data in 

social networks help alleviate the problems 

of cold start and sparsity an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enhance the recommendation 

precision. The proposed method is validated 

by a tourist attraction recommendation 

system and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chanism is 

feasible. 

Keywords: Context-based recommendation,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similarity, social networks, 

social recommendation 

1. 前言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普及化，許多企業會在

網路上建置網站平台提供給使用者瀏覽並找

尋所需的資訊。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成為

一個虛擬的社會，讓人與人之間產生互動交流，

社群網路存在個人累積而成的小數據(Small 

Data)及眾人匯集而成的大數據(Big data)。推薦

系統中透過資料探勘(Data Mining)將使用者可

能有興趣的資訊進行分析並推薦給使用者，社

群網路結合推薦系統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議

題。    

社群網站提供人與人之間一個互動的網路

平台，讓真實生活中的交友延伸到可以在網路

平台上，人們也透過社群網路中的朋友或同儕

來找尋求所需資訊。資料探勘是將數據中的資

料，經過前處理、分析、整合、評估，提供給

使用者感興趣的資訊。因此，在網際網路中如

何取得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做為

資料來源成為一個熱門議題。 

推薦系統是依據使用者的評分資訊進行有

效的推薦，然而以評分作為推薦使用者依據的

來源會有以下的問題產生[1][2]： 

 冷啟動(Cold Start Problem)，是指系統初期

沒有使用者加入，故在推薦時容易造成推薦

不佳的問題。一般是系統透過問卷調查方式

來取得使用者資料以避免冷啟動產生。 

 稀疏性(Sparsity Problem)，是指系統在進行

時，因為資料過於稀疏，所以導致推薦的結

果只偏於某些項目。為了改善以上問題產生 

，在取得使用者資訊上變成相當重要。 

在論文中我們的研究範圍包含：情境及社

群兩個領域。目的以群體推薦中每位使用者的

評比記錄進行預測使用者的需求，並結合情境

推薦與社群網路的群聚效應進而強化推薦的

精準度。運用使用者在社群網站上的個人資料 

、評分資料、及與社群間的互動資料，進行分

析及篩選，彌補冷啟動、新使用者、與新項目

資料不足的問題。 

2. 相關研究探討 

2.1推薦系統 

    推薦系統是一種將資訊進行過濾的應用，

系統將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資訊進行推薦，以

林清海 張欽智 

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生 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e-mail：m10102028@chu.edu.tw e-mail：changc@chu.edu.tw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38 AIT / CEF 2015



下為推薦系統常見的問題： 

1. 冷啟動(Cold start problem)，可再細分為：新

使用者問題(New User Problem)以及新項目

問題(New Item Problem)，主要是指系統初

期沒有使用者或項目加入時，因此系統推薦

時造成推薦不佳的問題。 

2. 稀疏性(Sparsity Problem) ，指系統在分析時，

由於資料過於稀疏，導致推薦結果偏向於某

些項目，故推薦結果不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為了改善上述的問題，收集使用者及項目

的資訊變成相當重要。在[3]中，取得使用者評

分資訊可分為隱性評分(Implicit Rating)及顯性

評分(Explicit Rating)，使用者對系統提出的問

題進行相關的評分即為顯性評分，如：以問卷

方式進行評分。根據使用者習慣紀錄或行為，

分析使用者的喜好即為隱性評分，如：使用者

的購物紀錄。結合兩種評分更能符合使用者的

需求。目前常見的推薦技術可分為四種[4][5]，

如表 1推薦技術差異表： 

1. 知識推薦法 (Knowledge-based Approaches 

Approaches)：使用者經由系統註冊後取得使

用者資料，並利用問卷調查記錄使用者的的

喜好及興趣，接著透過系統內部的定義規則

進行分析。 

2. 協同過濾法(Collaborative-based filtering)：

可分為評分或著群體過濾兩種，主要是透過

其他使用者的建議作為推薦。首先，找出與

使用者興趣相似、經驗雷同的群體進行比對，

接著計算使用者間的相似度找出相似度較

高的使用者，藉此找出相似度高的使用者可

能會喜好的項目推薦給目前的使用者。  

3. 內容式過濾法(Content- based filtering)：紀錄

每位使用者的歷史資訊，瞭解使用者對內容

的喜好程度，透過計算產生每位使用者可能

感興趣的項目，進而去推薦使用者喜歡的資

訊內容。 

4. 混合式方法(Hybrid Approach)：結合上述兩

點，並運用不同的特性及改善缺點，進行更

有效的推薦。 

表 1 推薦技術差異表 

推薦技術 優點 缺點 

知識推薦

法 

只需使用者已

知項目進行分

析。 

系統必須具備使

用者已知的項目。 

協同過濾

法 

只需將每位使

用者的評價與

經驗進行分析。 

稀疏性問題產生 

內容式過 找出使用者的 只能分析特定的

濾法 歷史資訊進行

分析出，瞭解使

用者的行為。 

項目，難以分辨項

目的好壞。 

混合式方

法 

結合上述的兩

種以上方法的

優點進行分析。 

此方法必須瞭解

系統才能進行分

析，故較為複雜。 

目前推薦技術都是以使用者為中心導向的推

薦，主要是讓使用者不必耗費時間在資料搜尋

上。 

    因此本研究，使用者資料來源同時採用隱

性及顯性評分，在推薦技術採用混合式方法(知

識推薦法、協同過濾法、內容式過濾法)進行過

濾及分析，進而推薦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2.2 社群網路 

社群網路是一個讓人與人在虛擬平台上

進行交流及分享自己的內容資訊平台，然而社

群網路上也隱藏著使用者本身的記錄的習慣。

在[6]中指出一個成功的社交網路部分原因須

歸功 Frigyes Karinthy 在 1929 年提出於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六度分隔理論)，現有著名

的社群網路：QQ 空間、Facebook、Google+、

Twitter等。 

本研究以 Facebook進行實驗開發，將使用

者在社群上的行為進行資料收集，其中我們運

用使用者在社群網路的行為包含：讚、留言、

分享，作為我們隱性評分的資料來源。Facebook

的開發方式，目前開發的方式有三種：(1)開發

在 Fcebook 上的應用程式、(2)外部網站透過

Facebook API進行開發、(3)開發在智慧型裝置

應用程式。並可透過 Graph API Explorer [7] 取

得使用者資料位置。 

2.3 個人化推薦機制 

個 人 化 推 薦 系 統 (Personalized 

Recommender Systems)收集使用者的特徵資料

(顯性評分、隱性評分)進行分析，讓每位使用

者皆有符合自己需求及興趣的個人化推薦。電

子商務是最常見的個人化推薦技術，可透過使

用者的行為模式進行分析，因此當使用者進來

消費時，系統進行計算及分析後，推薦給使用

者可能適合的項目[8]。 

3. 研究方法 

為了驗證提出的機制，建置旅遊資訊系統，

並分三類推薦方法：群體、情境群體、社群情

境化等三種推薦，並將使用者分兩類，無註冊

者與與註冊者。本研究以每位使用者的評比為

基底，採用不同方法預測使用者的需求，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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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分是將位置及時間做為情境因素，主要是

讓使用者輸入目前位置及記錄當下的時間(早、

午、晚)做為情境因素考量，並且結合使用者的

問卷資料(使用者個人資料、對景點喜好的相關

問卷)及 Facebook 使用者行為來進行相似度比

較，圖 1為系統推薦方法的架構圖，表 2為推

薦方法使用的資料篩選的差異表。 

圖 1系統推薦方法架構圖 

表 2推薦方法資料篩選差異表 

推薦比較表 

 群體推薦 情境推

薦 

社群情境

化推薦 

分類篩選 V V V 

評分篩選 V V V 

定位及時

間篩選 

X V V 

問卷篩選 X V X 

Facebook

資訊篩選 

X X V 

在使用者資料部分，顯性評分透過使用者

註冊問卷資料、景點評分資料進行收集，隱性

評分透過使用者 Facebook 社群上的行為進行

收集，下圖 2為使用者資料來源的示意圖 

 

圖 2使用者資料來源示意圖 

本研究為了瞭解使用者在系統及社群網路

上的行為，因此我們對系統景點及社群網路上

的貼文進行分類，共分成五大類：自然、文藝、

歷史、美食、其他，如圖 3。以便分析使用者

的興趣，下圖為景點及社群網路的分類示意圖 

 

圖 3景點及社群網路分類示意圖 

    在社群網路部分必須透過使用者的授權

機制才能對使用者資料進行存取，因此使用者

必須授權認證，將已授權碼(Access Token)附在

我們的網址上，以便取得資內部料。下圖 4為

Facebook授權的示意圖 

 

圖 4 Facebook授權示意圖 

 

群體推薦 

    由於使用者在景點評分資料可能不會對

所有的景點評分，因此[3]首先採用樸素貝氏定

理(Naive Bayesian Theorem)進行使用者評分預

測，此定理以機率及統計學為基礎的方法進行

預測未知樣本。由下列公式(1)求出預測使用者

評分部分。 

P(Y|X) =
∏ P(Xi|Y)×P(Y)d

i
P(X)

                   (1) 

 P(X)：X項目出現的機率 

 P(X|Y)：Y類別中出現 X項目的機率 

 P(Y)：Y類別出現的機率 

    將預測好的使用者進行評分可信度篩選，

因為使用者對項目的評分可能會出現極值的

產生，此極值即是不可信的評分，會影響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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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結果，故此研究中運用[9]的公式，以改

善此問題的產生。下列公式(2)可計算評分可信

度 

Tj̅ =
∑ C

−|diffj,a|
 m

a=1

m
                     (2) 

 a表景點，m表使用者 j對景點評比項目 

 C為常數值，以[9]的經驗 1.5為預設，C值

越高可信度越低 

篩選完的項目進行以下公式(3)的計算，將

各景點的人數及評分進行加總計算出各景點

的平均。若平均的評分結果景點分數相同，則

採用評分人數較多的景點。若評分人數也相同，

則採用景點更新時間，取更新時間最近的景點

作為推薦。 

 n ：景點評分人數 

 spotscore(k) ：使用者對景點評分的分數，

1 ≤ k ≤ n 

 Si ：景點編號，i ∈ N 

 Si＝ 
∑ spotscore(k)n

k=1

n
            (3) 

          

情境推薦 

情境推薦方法是結合群體評分並且加上

定位及時間過濾和問卷過濾進行推薦，圖 5是

此方法的推薦流程圖，在過濾部分以問卷為優

先考量，其次時間，最後定位。 

 

圖 5情境推薦流程式意圖 

 

    問卷部分是採用我們所提出的相似度方

法進行比較，並且將使用者的部分資料進行公

式 (4) 裝 箱 法 - 等 寬 分 割 法 (Equal 

Depth/Frequency) ，將使用者資料分隔成幾個

間隔相同的區間，以利資料的分析與項目的推

薦，再將裝箱過的使用者資料進行計算，找出

相似度最高的使用者。 

 將資料劃分為 N個區間，進行分類 

 max ：數值範圍中的最大值 

 min  ：數值範圍中的最小值 

 W 為每個區間的數量大小，若有小數取為

條件進位 

 W=(𝑚𝑎𝑥−𝑚𝑖𝑛)/𝑁                  (4)  

    使用者經過以上公式處理完畢後，並進行

公式(5)為使用者資訊相似度比較，找出相似度

最高的使用者 

 A(, a2, a3, … , an)：目前使用者 

 Bi(a1, a2, a3, … , an)：其他使用者 

 a：使用者個人資訊的項目，n ∈ N 

 k：使用者人數 

 S(A, Bi) = |A ∩ Bi|，i = 1,2, … , k      (5) 

    將相似度最高的使用者所點選的景點分

類，進行情境中的時間篩選，將篩選完畢的剩

餘景點進行公式(6)情境定位及群體推薦評分

的比值計算，並將結果以比值高低順序進行推

薦。 

 S：群體推薦分數 

 D ： Google Map計算目前位置與景點位置

的距離，以公里為一單位 

 T：距離與分數的比重 

 T =
S

D
                             (6) 

社群情境化推薦 

在社群情境化推薦主要是分析使用者在社

群網路上的行為並結合情境過濾達到個人化

推薦，由於我們建置系統時有將粉絲頁貼文進

行分類，因此我們透過社群網路中粉絲頁進行

使用者行為分析，此使用者行為是指使用者在

粉絲頁貼文中點選的讚、留言、分享。在推薦

部分，取得使用者與社群朋友在粉絲頁上的讚 

、留言、分享次數進行分析。首先將進行公式

(7)極值正規化(max-min normalization)1 到 10

之間，因為正規化可以將資料重新分布在一個

較小的範圍裡，避免資料間產生極大距離的差

距。 

 V ∶目前的數值 

 min ∶目前數值中的最小值 

 max ∶目前數值中的最大值 

 V′： 正規化後的新數值 

 V′ =  
V−min 

max − min
× (10 − 1) + 1        (7) 

    將正規化好的讚、留言、分享次數進行公

式(8)權重計算。在權重分配讚(likes)為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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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comments)為 0.28、分享(shares)為 0.46，

此權重是所有使用者註冊時所分配(讚、留言、

分享)優先順序，將所有使用者的對(讚、留言、

分享)順序進行平均過後的分數。 

 Number(… )：讚、留言、分享的次數 

 S(… ) ： 景點類型，包含 nature, calture, 

history, food, other 

 舉例：nature為景點類型 

S(nature)= Number(likes)Weight(likes) +

Number(comments)Weight(comments) +

 Numbershares × Weight(shares)  

    將所有使用者的對(讚、留言將權重計算完

畢的結果，進行使用者相似度比較。餘絃定理

(cosine similarity)是常用的相似度計算方式，可

用來計算數值資料之間的相似度。最後將結果

中相似度最高使用者的興趣取向，進行情境(時

間、定位)篩選，將最適合的景點推薦給使用者

作為參考。 

 Di：目前使用者 

 Dj：其他使用者 

 wk：使用者的資訊項目，1 ≤ k ≤ n 

 Simlarity(Di, Dj)：兩個使用者間的相似程

度 

 𝑆𝑖𝑚𝑙𝑎𝑟𝑖𝑡𝑦(𝐷𝑖 , 𝐷𝑗) =
∑ 𝑤𝑖𝑘×𝑤𝑖𝑗

𝑛
𝑘=1

√∑ (𝑤𝑖𝑘)2𝑛
𝑘=1  ×√∑ (𝑤𝑗𝑘)2𝑛

𝑘=1

    (8) 

4. 系統開發 

系統開發環境 

本研究中，系統的建置環境以 PHP5.0 進

行實作開發，並結合嵌入 Facebook API至系統

中 ， 主 要 開 發 工 具 Aptana Studio3 及

Apache2.4.10 在 Facebook API 是採用 Graph 

API Explorer V1.0進行使用者資料存取，如下

表 3所示。 

表 3系統開發環境 

硬體 CPU Intel i5-2300 2.8GHz 

記憶體 10.0GB 

網路介面

卡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RFID 

Reader 

Mifare/ISO14443 

13.65MHz 

軟體 作業系統 Windows 7 Enterprise 

開發平台 Aptana Studio3、

Apache2.4.10 

開發語言 PHP5.4.31 

SDK Facebook SDK for PHP 

資料庫 MySQL5.5.39 

 

系統架構 

本研究以景點資訊網站進行驗證，網站透過

Facebook API開發並加入情境過濾達到個人化

推薦，其本系統資訊網站必須藉由 Facebook

註冊才能完整呈現功能，其優點是可以利用

Facebook的大數據資料，取得相關權限進行分

析，我們參考Facebook Developers的Graph API 

Explorer 進行資料設定，將所需的語法嵌入在

我們程式碼當中。圖 6 為 Facebook 授權示意

圖，圖 7系統網站規劃佈局。 

 

圖 6 Facebook 授權示意圖 

 

圖 7系統網站規劃佈局 

使用者第一次使用此系統網站必須透過

Facebook登入授權過後，然後再進行註冊，下

圖 8為系統為使用者為登入狀態，圖 8為使用

者登入 Facebook填寫本系統的資料內容，卡號

所代表就是使用者的RFID標籤(實作範例為悠

遊卡)，下面使用者資料則是進行相似度計算時

所使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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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使用者註冊 

    使用者註冊完畢後，可使用卡號登入。登

入所呈現的畫面如圖 9，使用者可以進行圖 10

點選分類進行推薦或圖 11景點評分。評分完畢

的資料會儲存於資料庫的評分資料表中，進行

推薦過程會取用評分資料表進行三種方法的

公式推算，將結果推薦給使用者。 

 

 

圖 9系統網站登入狀態 

 

圖 10使用者對點選景點分類 

 

 

圖 11使用者對景點評分 

系統接收到使用者點選分類選項後，將使

用者的資料進行計算，找出適合使用者的景點，

以提供使用者做為參考，如圖 12 使用者以新

竹東門城作為起點並點選自然及其他類後系

統推薦的結果。 

 

圖 9推薦結果 

5. 實驗與分析 

    在前面的章節介紹了三種推薦機制及整

個系統開發的流程，並整合 Facebook社群網路

資訊及 RFID刷卡機制。在這章節中 

，我們將實際取得使用者的評分、與社群網路

上對景點評比的數據，並將三種方法進行分析

及比較。本系統共建置 38 個旅遊景點(自然景

點個數 11 個、文化景點個數 4 個、史蹟歷史

個數 6個、美食特點個數 9個、其他特點個數

8 個)，在 Facebook 社群網路部分，已發佈 17

篇圖文，使用者註冊方面為 50個使用者。 

    本次實驗室以平均精準度(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 [10]進行，平均精準度(MAP)

是可以計算每位使用者進行效能評估，它的方

式就是將系統所計算出來的結果進行排名，如

排名越前面，則 MAP 值越大，反之亦然。因

為我們系統的推薦結果是以排名方式呈現，故

採用 MAP 作為我們系統的實驗依據。其中推

薦總數 N為 4個是因為我們將個體的推薦 

 N：系統推薦的總數，N = 4 

 i：使用者景點排名順序 

 Rank：系統對使用者 i景點的排名順序 

 MAP =  
∑

𝑖

𝑅𝑎𝑛𝑘

𝑁

𝑖=1

𝑁
                      (9) 

    由表 4我們可以證實社群情境化的一般朋

友推薦與標記朋友推薦確實會影響到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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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抉擇，故在推薦時必須先以標記朋友為

優先，其次才是一般朋友。 

表 4社群情境化朋友MAP比較 

 人數 MAP值 

一般朋友 21 0.790736607 

標記朋友 29 0.811262755 

    由圖 13 可以發現群體情境推薦與社群情

境化推薦的結果與使用者較為相符，然而群體

推薦則不然。更進一步瞭解，當有使用情境推

薦的方法進行推薦時，使用者較能認同推薦結

果。由於情境推薦與社群情境化推薦皆有使用

到情境推薦的定位及時間篩選，故兩者推薦結

果起伏較為相似，但社群情境化推薦採用社群

網站朋友的推薦並結合情境推薦，推薦結果較

情境推薦高，在這部分也可知道朋友確實會影

響使用者的選擇。 

 

圖 10推薦結果MAP比較 

6. 結論與未來展望 

    在這個數據爆發的時代，誰能有效的掌握

與運用這些數據，就能成為各行業成功者，推

薦系統運應用這些數據，幫助使用者在大量的

資料中，快速而有效的推薦使用者所需的資訊。

推薦系統常發生的問題有兩類：稀疏性問題與

冷啟動問題，本論文針對此以問題提出改善方

案。 

    在未來部分，我們將可以更深度研究社群

網路上的推薦方式，並探討社群網路上的使用

者族群關係，如社團、粉絲頁、朋友等，也可

以增加語意辨識方面的功能，以強化推薦系統

的準確性。除此之外，現在人們使用智慧型手

機普及化，故我們也可將網站實作於智慧型手

機平台上，並整合 Android的 SDK以強化我們

系統。例如採用即時情境、NFC功能、將新景

點即時拍照上傳至系統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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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陽極氧化方式成長釓金屬氧化物之研究與探討 

 

 

摘要 
本研究以稀土族釓元素所組成的多晶系

氧化物與非晶系的二氧化矽，形成堆疊式閘極

氧化層，做為以矽基底所構成的金屬氧化半導

體。釓氧化物(Gd2O3)可提供良好的氧化絕緣品

質，而二氧化矽(SiO2)亦可降低釓/矽(Gd/Si)介

面間的閘極洩漏電流，以增強氧化層的崩潰電

壓。當原本只是非晶結構的二氧化矽層因釓氧

化層厚度逐漸增加，而使得堆疊層級變為結晶

氧化層結構，導致電場強度增大。這種氧化物

生長導致陽極類似斷裂現象且產生界面應力

之事實，彼此之間將互有關聯。相對的，氧化

物成長為島型結構亦將因界面間應力之變化

而隨之改變。因此，本研究以定電壓氧化配合

快速熱回火技術，於去離子水中以陽極氧化方

式，在矽晶片上生長結晶結構的氧化物薄膜，

做為電性量測及島型結構之探討。 

關鍵詞：稀土族，釓，洩漏電流，島型結構，

定電壓 

 

Abstract 
Silicon based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MOS) method were demonstrated using a 

stacked gate oxide consisting of poly crystal 

Gd2O3 (RE oxide) and amorphous SiO2.  

Gd2O3 provides a good oxide quality and 

SiO2 reduces the gate leakage current of the 

Gd/Si interface (Gd silicide) and enhances 

oxide breakdown voltage. An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increasing with thickness of Gd 

oxide film was obtained, which could be 

associated to changes from amorphous to 

crystalline oxide structure. This fact could 

produce internal stresses during the oxide 

growth resulting in an anodic fracture, which 

can be correlated, in turn, with island 

structure changes. Therefore, oxide prepared 

by this technique use constant-voltage anodic 

oxide and anneal by rapid thermal. So that 

this paper reports both the electricity measure 

data and crystalline growing processes of 

anodic oxide films growth on silicon in dilute 

water. 

Keywords: rare earth family，gadolinium，

leakage current，island structure，

constant-voltage. 

1. 前言 

矽積體電路製程技術的快速發展，導致金

氧半場效應電晶體的閘極氧化層已經到接近

~1.8 nm 的厚度了，此一厚度具有極高的直接

穿透電流造成元件的特性急遽下滑，除了大量

消耗功率外可靠度也是一個引發的問題。另外

在超大型積體電路(ULSI) 高密度、高速度化的

要求下，降低元件之尺寸已成必然趨勢，然而

元件尺寸能否成功降低關鍵之一在於氧化層

厚度。相關研究[1-4] 指出在氧化層厚度低於

一臨界厚度(Critical thickness) 後，電子之直接

穿透效應(tunneling effect) 以及氧化層中的陷

阱(trap)將造成大量之漏電流，如此閘極氧化層

將喪失其絕緣特性。有關 MOS 穿透結構中氧

化層之臨界厚度，現已成為半導體工業所面臨

之一大問題。目前國內外皆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進行閘極絕緣層之相關研究，其主要研究方

向可歸納為：(一)改善氧化層品質，及(二)尋找

替代性材料。雖然二氧化矽(SiO2)具有高密度

的氧化層 、低界面狀態密度、穩定的物性、

高絕緣特性等優點。多年來一直被應用在金屬

氧化半導體( MOS )電晶體中，做為閘極介電

層。但在較高層次的產品上，如快閃式記憶體

(flash memory)，所需的〝穿透氧化層(tunneling 

oxide)厚度，大約只有 50Å，若欲以二氧化矽

製作如此之薄膜，必然無法達到低漏電流之要

求。同時在微影技術的尺寸不斷縮小之情形

下，閘極氧化層厚度被要求縮小所引發的問題

除了穿遂電流(tunneling current)外， 猶有量子

效應 (quantum effect) 、複晶矽閘極空乏

(poly-gate depletion)、 硼穿透(boron penetration) 

等問題將使元件的製程、特性與可靠度的量測

分析更為複雜。 

因此尋求替代性材料來製作閘極介電層，

應朝 High-k 材質來發展。基於陽極氧化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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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我填充特性以及不須在真空環境下，及

可在常壓常溫或加熱的情況下來沉積薄膜，且

所需設備較少，不須高費用儀器製程之優點。

同時可適用在其他晶片上，諸如 GaAs、InP、

GaN[5]等 wafer。因此有許多的研究提出各種

材質及方法來成長高性能的閘極氧化層以取

代目前的超薄二氧化矽氧化層，其中稀土族金

屬元素氧化物薄膜具有高的介電常數(>10)、大

的崩潰場強度及低的洩漏電流密度等優點，已

經受到廣泛的討論與研究[1-4]。釓(Gd)金屬氧

化物具有高的介電常數、穩定的結構及良好的

薄膜特性，因此研究利用陽極氧化的方法，藉

由調變氧化之參數進行 SiO2[6]與 Gd2O3 閘極

絕緣層之成長， 再由電容-電壓，電流-電壓特

性分析，來尋求最佳品質之製程。 

2. 實驗步驟 

    本研究以 P-type (100)，3 – 8 Ω- cm，

直徑 4 英吋，硼摻雜的矽晶圓做為樣本基底，

再以 RCA 標準製程做為晶圓清洗後，將晶圓

放入氟化氫溶液 (HF:H2O=1:10)中，清除原生

氧化層後，再送入電子槍(E-gun)中蒸鍍釓薄

膜，而完整的製程步驟如下： (1) 將潔淨後之

晶片置於氧化槽之陽極上，陰極接上白金鈦

網，加上 30V 之定電壓，以去離子水(DI water)

當電解液進行氧化 30 min，先行生長一薄層二

氧化矽(約 20Å )。(2) 再將晶圓送入電子槍中，

在 6×10
-7

 Torr 真空度下，以 10Å /sec 的蒸鍍率

鍍上 100Å 的釓薄膜。(3) 以鍍上金屬薄膜的晶

圓再行進入氧化槽中分別進行 10 ~ 60 min 的

陽極氧化(定電壓--- 30V)。(4)最後，再以相同

的真空度利用電子槍在晶圓的正面與背面沉

積金屬以形成接觸點做為量測電極。 

    電容—電壓以及電流—電壓量測儀器所

使用的電極端子，其面積大小分別為 150×150 

m
2
 以及 100×100 m

2
 。另外，HP 4280 A  C-V

表可使用在信號頻率為 1 MHZ 以下的電容--

電壓特性曲線量測，而 HP 4156C 可用來做為

電流--電壓電性之量測。 

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二次離子質譜儀(SIMS)量測

顯示出四種陽極氧化樣本，在外加直流電壓為

30 伏特(DC 30 V)，氧化時間分別為 30~60 min

時，其氧化物各種組成位準與縱深分佈情形。

很明顯的，沉積在二氧化矽上的釓金屬薄膜於

常溫情況下可與氧離子起反應生成氧化物。因

氧對稀土族金屬具有相當的親和力，同時因為

受到化學性質的吸引可擴散而穿透釓金屬薄

膜，其輪廓縱深分佈如圖一(a ~ d)所示。釓金

屬氧化物初期的成長幾乎純然氧化，氧化釓薄

膜厚度也快速增加。同時，氧氣的縱深輪廓亦

隨著成長時間的增加而增加，如圖一(a,b)所

示。然而，當氧化物薄膜成長較厚時，其成長

速率變得較慢，此時若釓金屬氧化物之水解比

率大過氧化比率時，則氧化物薄膜的厚度將逐

漸遞減。相同的，釓與氧成分的縱深輪廓分佈

亦將隨著釓金屬氧化物之水解而遞減，如圖一

(c, d)所示。這個結果顯示出當氧化時間越久，

較厚的釓金屬氧化物其成長速率就越慢! 

    在某些稀土族元素之研究中，不被認為或

未曾在任何副本或資料中可以用來顯露陽極

氧化釓晶體結構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特點，現在

已被觀察出。本研究利用 Nanoscope III 輕敲模

式量測到氧化物表面均方根值之粗糙度，且將

這些影像皆顯示在圖二中。由圖可知陽極氧化

薄膜的形成，乃隨著氧化時間之增長而由非晶

狀態逐漸成長為結晶結構。更甚者，其三角形

結構的成長不僅越來越明顯，顆粒的大小也越

來越大。此外，三角島型的成長機制不但伴隨

著基底晶圓的方向外，同時亦由外往內成長來

形成，其狀態可由圖二(c) 演變成圖二(d)明顯

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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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三氧化二釓結構之二次離子質譜儀縱深輪廓分佈圖 

 

 

 

 

 

 

 

 

 

 

 

 

 

 

 

 

 

 

 

 

 

 

圖二. 常溫下在二氧化矽/矽基底上所成長的氧化釓薄膜之原子力顯微鏡三維影像圖 

 

    常溫下，本研究利用 HP4248 LCR 儀表來

量測電容—電壓特性，由圖三顯示出四個樣本

之電容—電壓特性曲線，得知當外加閘極電壓

由–5 至 +5V 時，發覺 30 min 與 40 min 兩種

樣本之曲線較為近似，可由圖三(a)與(b)看出。

隨著氧化時間的增長，造成氧化層厚度增加，

相對的導致電容量減少，以及特性曲線明顯的

向左偏移，就如圖三(c)與(d)可看出。當氧化時

間越久，特性曲線左移的傾向就越明顯，在氧

化層中的可移動電荷以及陷捕電荷將更多，島

形結構終將變成核晶狀態，導致結晶彼此相互

重疊以及交錯相疊成不相同的高度與厚度，就

如圖三(d)所示。很明顯的，多數小島型結晶集

結成一顆較大的晶體，造成晶體間之邊界亦相

對增大而產生孔洞，導致電容量變小，電容特

性變差，絕緣機制變弱，最終將導致洩漏電流

變大，就如圖四所示。 

    由於氧化時間增加而造成絕緣機制的變

化，甚至順向掃描與逆向掃描之特性曲線有所

偏移而造成曲線間隙變大，磁滯現象將更明

顯，如圖五所示。以 60 min 的氧化樣本 

之特性為例，就洩漏現象而言，氧化時間越

長，氧化層厚度應越大，理論上洩漏現象亦應

減少，但實際上洩漏現象卻越大。此說明了氧

化時間越久，小島形結構越多，再鍵結成大島

形的趨勢就越明顯，引發更大更多的間隙，孔

洞與缺陷變大，導致整體絕緣度變差，而此狀

態特以圖六來顯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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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陽極氧化  電容—電壓                   圖四. 陽極氧化  電流—電壓 

             特性曲線圖 (30 to 60 min)                      特性曲線圖 (30 to 60 min) 

            

 

 

 

 

 

 

 

 

 

 

 

 

 

 

 

 

 

 

圖五. 陽極氧化  電容—電壓 磁滯特性曲線圖 (30 to 60 min) 

 

    本研究以 NanoScope Analysis 1.5 軟體來

量測陽極氧化六項樣本(10 ~ 60 min )，繪出二

維與三維影像圖形來顯示出不同氧化時間，其

結果與現象有何異樣? 

    由 Anodic 10 min 樣本的 2D 圖形可以看

出紅色均勻區塊面積很廣，在 3D 圖形中可看

出顆粒結晶成長的現象，其高低落差較小，溝

槽現象亦不明顯。另外，由 Anodic 20 min 樣

本的 3D 圖形，可以看出顆粒大小與落差高低

變得特別明顯，但溝槽現象卻不明顯，由此現

象可確定整體成長皆在進行中。而由 Anodic 30 

min 樣本的 2D 圖形，可看出條列狀排序現象

特別明顯，而且有些微的溝槽。再由 3D 圖形

可看出其小顆粒結晶明顯減少，大顆粒結晶變

得大又多，且其排列方向頗為一致，似是一極

完美的長晶狀態。再以 Anodic 40 min 樣本的

2D 圖形來看待，其條狀之區塊排列狀況較為寬

廣且單純，其 3D 圖形中之結晶顆粒高低成長

落差較小，溝槽現象極為明顯，顆粒結晶狀態

也極為完整。若從 Anodic 50 min 樣本的 2D

圖形來觀察，其色澤落差較淡，但從其刻度落

差卻極大，且溝槽排列狀態最為顯著與整齊，

其顆粒之鍵結也極為完美。最後再以 Anodic 60 

min 樣本的 2D 圖形來看待，其色澤深淺差距

蠻大，可由此影像得知其顆粒之高低落差極

大，再由其 3D 圖形[7]確認，得知其溝槽數量

減少但卻相當深，由此可再進一步確認小型核

島已逐漸成形為大型核島，其雜亂空隙也越多

越大，其絕縁性質勢必大輻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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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陽極氧化--- 三氧化二釓薄膜其 AFM 二維與三維圖形 ( 10 ~ 60 min ) 

 

4. 結論 

    本研究利用多晶系氧化物與非晶系的二

氧化矽，形成堆疊式氧化層，做為以矽基底所

構成的金屬氧化半導體。釓氧化物(Gd2O3)可提

供良好的氧化絕緣品質，而二氧化矽(SiO2)亦

可降低釓/矽(Gd/Si)介面間的閘極洩漏電流，以

增強氧化層的崩潰電壓。本研究以定電壓氧化

配合快速熱回火技術，於去離子水中以陽極氧

化方式，在矽晶片上生長結晶結構的氧化物薄

膜，做為電性量測及島型結構之探討。  從電

容—電壓特性曲線與其磁滯特性，發覺當氧化

時間越久，磁滯間隙變得越大，C-V 特性曲線

左移現象越明顯。尤其以氧化時間增加至 60 

分鐘之製作，其絕縁性質非但沒增大反而因其

孔洞增大與缺陷增加，造成更大的電流洩漏現

象。 

    也因此研究過程而得知，以釓金屬利用陽

極氧化方式欲成長出良好的絕緣物質，其氧化

環境與空間以及氧化時間的掌控，將是極端重

大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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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心智圖教學對自然科學習成效之探究 

-以國小六年級「簡單機械」單元為例 

A Study Of The Learning Effect On Sixth Grade Students By Incorporating 

Digital Mind Mapping In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ses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數位心智圖融入教

學對國小學童自然科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採

用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 research)，以

台中市某國小兩班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包

含實驗組 28 人，控制組 28 人，實驗組學童接

受數位心智圖融入自然科教學，控制組學童接

受傳統教學。以國小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第八冊「簡單機械」單元為教材，進行為期

六週(18 節課)之教學。教學前後進行學習成效

測驗，比較兩組學童在自然科學習成效之差

異。研究發現運用數位心智圖融入教學有助提

升國小學童在自然科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心智圖法, Xmind,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簡單機械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know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n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by 
incorporating digital mind maps into science 

courses.By employing quasi-experiment research, 

two classes of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on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used as samples,which included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of 28 

students each.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x 
weeks,eighteen lessons by incorporating digital 

mind maps into the chapter of “Simple 

Mechanism”.After six weeks instructional 
methodology given,we compare with these two 

groups students between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s. The study 

find that Xmind can be used to teach sixth 
graders’ science courses and have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effect in students' abilities of science 

courses. 

Keywords:mind mapping,Xmind,Science and 

Technology,Simple Mechanism. 

1. 前言  

近年來，在學科學習上，除了傳統老師講

授的教學方法，身處和孩子們接觸的第一線現

場教師，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輔助教學模式，

在不斷充實自己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回歸到

孩子本身的學習。 

自然科教學包含多種教學策略，如探究教

學法、問題解決教學法、創造思考教學法、概

念構圖教學法、科學遊戲融入自然科教學，心

智圖教學…等[1]。持續帶領學生不斷進行的，

是心智圖融入自然科之教學策略。 

心智圖藉著顏色、線條、符號、圖畫等元

素讓概念有層次化的結構，並藉由關鍵字的連

結，不斷的聯想，讓學習的概念和學生的舊經

驗做一個完整的連結，改善以往大量筆記抄寫

和記憶的現象；同時，書面上的知識可以透過

心智圖轉化成視覺化學習的模式，改變原有的

直線性思考模式，不僅可以協助激發學生創意

思考，更透過知識與概念的整合，協助學生在

學習上的理解與記憶，達到有效學習的目的。 

而進入數位時代的現在，資訊融入教學已

是一股趨勢，林秀娥[2]指出數位心智圖可以省

去數次塗改的麻煩，也可隨時添加某部分，而

不會造成畫面凌亂，使心智圖更加精美，並具

有下列五項優點： 

(1) 快速繪製出心中所想的心智圖。 

(2) 數位心智圖可快速插入節點或變更心智

圖結構。 

(3) 在電腦中繪製心智圖可不受限於紙張大

小，使創意無限延伸。 

(4) 圖像繪製能力較差者，電腦可輔助繪製心

智圖。 

(5) 教師在教學上製作學習單時，引導學生思

考時，數位心智圖是利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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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是探討數位心智

圖教學策略運用於國小高年級自然與生活科

技課程的結果。針對研究動機研究者提出以下

研究問題： 

(1) 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童心智圖繪製表現。 

(2) 瞭解國小六年級學童接受 Xmind 心智圖教

學後，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成效。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運用數位心智圖教

學融入自然科領域對國小六年級學童自然科

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節將針對心智圖法、自然

科教學策略與資訊融入自然科教學、心智圖法

融入自然科教學的研究現況加以探討。 

2.1 心智圖法 

2.1.1 心智圖法的意義 

    心智圖法(Mind Mapping)是一種運用圖文

的學習策略，此學習策略是指能運用「關鍵詞」、

「樹狀結構與網狀脈絡」、「顏色」與「圖像」，

將各種資訊經由統整之後，用以組織概念、呈現

知識的過程，這樣的思考模式稱為心智圖法

(Mind Mapping)，而經由此一過程所完成的放射

狀組織圖稱為心智圖(Mind Map) [3]。 

    心智圖法是由英國頭腦基金會總裁 Tony 

Buzan 博士在 1970 年代創造並推廣，Buzan 在

大學時期曾遭遇到資訊整理與記憶困難等問

題，但當時他在查閱圖書館書籍時，卻發現相

關的書籍及研究相當稀少，因而投入研究心理

學、腦神經生理學、神經語言學、語言學、資

訊理論、記憶技巧、創意思考等領域。經研究

後，發展出一套輔助思考與記憶、幫助摘要資

訊並激發創意思考與圖像式的記憶方法，是為

心智圖法[3]。 

    Buzan 在「心智圖聖經」[4]一書中，將心

智圖法視為「放射性思考的最佳表現方式」，

他認為繪製心智圖的過程符合大腦的機制，是

一種釋放大腦潛能的圖形化工具，可以運用在

生活中的各個層面，不論是學習或釐清思緒都

可以有大幅度的績效提升，且心智圖法具有以

下四項基本要素： 

(1)將思考主題以具體圖像呈現在紙張的中央。 

(2)從主題產生的幾個主要概念，寫在從中心圖

像延伸出來的放射性支幹上面。 

(3)每一個聯想所衍伸的支幹上面只畫一個關  

鍵圖像或只寫一個關鍵字，次要概念接在上 

一個高層次概念之後。 

(4)所有的支幹形成一個節點狀的結構。 

    

 
圖 1 運用 Xmind 繪製文獻探討心智圖 

 

    如圖 1 所示，心智圖法藉由放射性思考的

方式，以顏色、線條、符號、關鍵字、圖畫來

繪製所想的概念，畫出知識整合之後的思考架

構圖，這樣的思考價構圖具有放射、整合、組

織的特性，有助於運用在腦力激盪和激發創造

思考。 

    運用在個人學習上，心智圖法透過關鍵字

和圖像來進行聯想和放射性思考，以開放且完

整的架構來呈現主題概念，藉由學習者的知識

背景與舊經驗來發展個人的心智圖的特色，將

新概念與既有概念進行有層次的組織與連

結，讓學習者更容易理解與記憶。 

 

2.1.2 心智圖繪製原則 

    心智圖在繪製上是自由的，每個人都可以

根據相同的主題繪製出不同風格的心智圖。但

在教學上，我們需要引導學生透過心智圖創始

人 Buzan 說明應遵循的原則，方能協助學生進

行有效的學習： 

 
圖 2 心智圖繪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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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數位心智圖 

    傳統上我們學習以手繪完成心智圖，手繪

心智圖有便於攜帶、風格個人化的優點，國內

多數研究也以手繪心智圖為主。然而近年來，

隨著科技的發展，讓我們能使用電腦來完成心

智圖，軟體工具的出現，不但可以發揮傳統心

智圖法操作上的效益，且透過各種工具的結

合，可在視覺化思考與知識管理上，開創出更

廣的應用層次。 

    常用的心智圖軟體大致上包含 Mindjet 、

Freemind、Coogle、Xmind，以下分別針對各

個軟體進行簡介。Mindjet[5]是由 Mindjet 公司

開發的一款商業專案管理的應用程式，可以讓

用戶透過心智圖的方法進行視覺化的知識管

理。商業用戶當中包括可口可樂、迪斯尼、IBM

及 Wallmart 等著名公司。Mindjet 可以讓使用

者透過心智圖來促進團隊的溝通協作和專案

管理。用戶可以將腦中的各種想法和靈感記錄

下來進行知識管理，並進行發散性思考將知識

進行創新和分享。Mindjet 可以透過使用雲端儲

存，讓用戶在多個操作平台對檔案進行檢視及

操作，還可以和其他許多軟體，如 PowerPoint、

Word、Excel、Adobe Reader 等進行關聯，進

行內容的匯入和匯出，拓展了應用的範圍和深

度。但因其商業版售價高昂，且若以免費帳號

使用個人版，功能備受限制。故 Minjet 不適合

在國小階段對學童進行推廣與教學。 

    FreeMind[6]是一款跨平台的、基於 GPL

協定的自由軟體，用 Java 編寫，是一個用來繪

製心智圖的軟體，可用來做筆記或進行腦力激

盪。FreeMind 可設定節點文字和背景顏色、形

狀，並支援多種格式的匯出 ,如 HTML、

OpenOffice Writer、PNG、JPEG、Flash、PDF

等。但其缺點為功能和畫面都比較簡單，較難

引起學童的學習動機。 

    Coggle[7]是一個方便的線上心智圖工

具，若是偶爾會需要使用心智圖來協助思考的

發想或進行事情規劃，Coggle 是個相當好用的

工具。使用時必須用 Google 帳號登入，並可邀

請其他網友瀏覽或共同編輯。操作時除了有許

多鍵盤快速鍵可用之外，還可支援圖片上傳功

能，可以直接用滑鼠拖拉桌面上的圖片上傳到

Coggle，並支援時光回溯功能，可讓我們仔細

檢查每一的時間點、每一個發想步驟的前後關

係與當時狀態。Coogle 能直接在瀏覽器上的方

便性是其優點，但在功能上的支援性以國小學

生學習來說，稍嫌不夠完整。 

    在眾多數位軟體中，Xmind[8]是一套發揮

心智圖法操作應用的好工具，設計上具有簡易

的操作方法、可靈活插入或設定心智圖各項元

素變化的強大編輯功能和漂亮的圖型色彩。功

能上除可繪製心智圖外，還可繪製魚骨圖、組

織圖、表格圖、流程圖、表格圖、樹狀概念圖，

甚至可以設定圖表之間的超連結。不管運用在

腦力激盪、會議紀錄、創意發想、專案管理、

寫作上都是協助思考的好幫手。其特點為：具

備多重圖面的「工作簿」功能，整合更多的資

料；擁有下鑽上鑽的操作功能，簡化龐大圖面

層次的顯示；建立專案任務資訊，檢視工作排

成甘特圖畫面；內容可夾附文件檔案、超連

結、圖標、圖片、音源檔等，適於電腦化的交

流。作品可會匯出成圖片檔（png/gif/jpg/bmp）

或常用文書格式檔案(.doc .ppt .txt .pdf .html） 

。特別的是邁入 Web 2.0 時代，著重資訊交流

的現在，可透過內建的線上分享服務，將所繪

製的心智圖上傳到網站內分享作品、創造思維

的激盪。 

    由此可知，Xmind 是一個操作簡易、功能

強大的心智圖繪製軟體。而本校建置的電腦教

室，除微軟的視窗介面外，亦安裝有教育部所

推廣的自由軟體 ezgo 作業系統；Xmind 為其內

建之軟體，適合讓小朋友透過其方便、好用、

強大的功能來認識自由軟體。因此本研究將此

Xmind心智圖繪製軟體作為輔助自然科教學及

輔助學童學習之工具。 

 

2.2 自然科教學之探討 

    科技相當進步的現代，自然科學教育對學

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領域。在九年一貫課

程中，將「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取代

以往國小的自然科課程與國中的物理、化學及

生物等課程，由此可知，此領域的教學是兒童

學習科學與科技的基礎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之目標如下：「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

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學習科學與技術

的探究方法及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於當前

和未來的生活；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及尊

重生命的態度；培養與人溝通表、團隊合作以

及和諧相處的能力；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

的能力，並激發創造潛能；察覺和試探人與科

技的互動關係。」[9] 

    由上述課程目標可以得知，自然科學教育

著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解決及創新發明

的能力，以培育具有基本自然科學素養的國民

為目標。 

而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方面，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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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相當多，大致可分為探究式教學法、建

構主義教學、創造思考教學法、STS 教學法、

概念圖教學法。 

    探究式教學法提倡以學生為主體，對於生

活中的現象加以假設、實驗，並且歸納結論，

和傳統老師講述式的教學最大的不同點在

於，傳統講述式的教學雖可讓學生獲得現成的

知識，但所學的知識無法應用於生活中，當在

生活中面對到不同的問題時，無法運用所學到

的知識加以解決；而經探究式教學法所培養出

來的學生，已從學習中知悉如何對問題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法，並且實地解決問題。 

    建構主義教學強調的是科學概念的學

習，透過學習者主動參與，進行迷思概念的釐

清，並在反覆的思辯過程中，不斷的對舊有知

識搭上新的鷹架，進而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知

識，這一個教學方法相當考驗教師對於課堂的

掌握程度，熟練運用後，對於學生思辯之訓練

及概念的認知是一個很棒的教學策略。 

    創造思考教學，是把教學的主要目標設定

在創造思考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學童在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教材中由教師的指導，在實驗

設計和生活科技學習方面可獲得創造思考能

力的提升。 

    STS 為 Science(科學), Technology(技學) 

和 Society(社會)三個字的簡稱，STS 教學法的

教育理念為延續杜威所提出「生活即教育」的

精神，即更加強調「教育的生活化」。在教學

上，是以學生日常生活中或社會上所發生與科

技有關之問題為主題，以科學的態度及探究的

過程、科學概念知識去尋找解決問題之道，讓

學童產生創造力或解決問題，並加以運用在社

會上，這種教學法，基本上並不需要固定的教

科書，教學主題常由學童自行提出，或由教師

從熱門社會議題中提出，教師再以此主題進行

教學。 

    概念構圖教學法是由Novak和Gowin在發

展概念構圖為學習策略，其目的是希望以圖形

化的影像，幫助學童找出並界定概念和概念之

間的聯結關係，以達成有意義的學習。Novak

也認為概念構圖（concept mapping）可以讓學

生對知識作概念的分析，而且能培養有效的學

習方法，理解個人的認知歷程，幫助學生瞭解

知識的構造和產生的過程。 

    關於圖像化教學，目前國內大多數研究以

概念構圖融入自然科教學為主，直到近年才逐

漸出現以心智圖法融入自然科教學的研究。將

心智圖教學應用在自然科的學習不但能培養

學童找出教材關鍵字，並且透過比較、分類等

技能，進而了解科學概念與原理找出主要概念

和次要概念，並透過思考將主要、次要概念做

有系統的分層、有組織的連結，顯現概念關係

的組織性。在教學過程中，學童不斷精進在概

念理解與組織之心智技能，此與自然與生活科

技學習領域教學目標相互契合，而且透過心智

圖的繪製，不僅可以加深學童的概念，更能促

使學童真正了解概念之前因後果，而非只是死

背老師所要傳授的知識。當學童運用心智圖將

主題概念內容轉換成文字與圖形時，便進一步

的運用傳達溝通的能力將符號、色彩及圖像來

表示各枝幹彼此的關聯性。且對國小學童而

言，心智繪圖像在畫圖一樣，較易引起學童學

習科學相關知識的興趣。 

 

2.3 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要結果及建議 

汪慶雲[10] 

「心智圖教學方

案」對國小學童

自然領域學習態

度與成就影響之

研究 

學習態度方面在「自然領

域價值信念」方面有顯著

影響；學習成就方面，實

驗組在「記憶」及「理解」

分數得分高於控制組，顯

示「心智圖教學方案」有

助於自然領域的學習。 

黃玉琪[11] 

自然科心智圖法

創造思考教學方

案對國小學童創

造力與自然科學

業成就之影響研

究 

實驗組在語文創造力之

流暢力、變通力、獨創

力，均優於控制組；在圖

形創造力之流暢力、變通

力、獨創力、精進力亦是

如此；最後在「動物狂想

曲」、「奇妙的水」單元達

到顯著差異，顯示實驗組

在自然科學業成就優於

控制組。 

蔡文山[12] 

心智圖教學方案

對國小五年級學

童創造力、學習

成就、學習動機

之影響-以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

為例 

接受心智圖教學方案的

實驗組學童，其創造力表

現、學習成就表現、學習

動機，優於控制組學童。 

 

趙健成[13] 

自由軟體心智圖

與合作學習教學

策略於國小自然

第一階段手繪心智圖教

學活動方面，學童認為繪

製心智圖能幫助掌握教

材的重點、了解相關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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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科技課程

之行動研究 

 

間的關係、組織學習的內

容、增進學習內容的記

憶，並且也可以使用心智

圖來學習其他科目，是不

錯的學習工具；第二階段

數位心智圖教學活動方

面，使用自由軟體

Freemind結合 Moodle平

台的學習環境，學童表示

使用電腦繪製數位心智

圖比手繪心智圖容易理

解且便利，然而手繪心智

圖比數位心智圖令人記

憶深刻。 

李祐臣[14] 

心智圖筆記對國

小五年級學童創

造思考、學習成

就之影響-以自

然科「植物世界」

單元為例 

「學習成就測驗」，從共

變數分析及變異數分析

結果發現，在創造性思考

測驗中「流暢」、「獨創」

及「開放」向度；學習成

就測驗中「記憶」、「應用」

及「分析」向度，心智圖

筆記組學童表現優於其

他兩組。 

林憶潔[15] 

心智圖結合資訊

融入自然科教學

之行動研究 

 

心智圖法融入於國小自

然領域教學具可行性，且

學習心智圖法有助於學

童提升專注力及理解學

習的概念。同時，資訊媒

材適時的運用能促進學

童學習、且心智圖軟體的

輔助有助於提升學童運

用心智圖的能力。 

吳慧貞[16] 

心智繪圖融入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教學對國

小四年級學童科

技創造力及學習

動機提升之行動

研究 

 

透過試驗期、調整期與精

熟期之歷程可成功將心

智繪圖融入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領域教學中。在

行動方案教學中，學童的

心智繪圖能力有所提

升，其中以線條運用與創

造力表現提升情形最為

明顯。而心智繪圖融入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教學後，學童科技創造力

和學習動機有所提升，也

對心智繪圖教學方案持

正面肯定之看法。 

張惠媚[] 

心智圖融入自然

心智圖教學方案可以運

用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與生活科技學習

領域教學對國小

三年級低成就學

同學習成就影響

之研究 

域中且對低成就學童的

學業成就表現有進步；同

時低成就學童對心智圖

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中採正面的看法。 

    經查詢國內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後，發現國內近年來關於運用心智圖法於國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有 8 篇，對於運用心智圖

進行教學後，學生之創造思考能力、學習成

效、學習動機、學習態度均有正向之提升。 

    故本研究欲應用數位心智圖教學策略於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學習中，試圖帶領

學生透過圖形組織的學習方式，將書面的知識

能轉化為視覺學習的內容，從原有的直線性思

考轉為非直線性思考，培養學生擴散思考能

力，提升學生科技創造力之表現。 

 

3.研究方法 
3.1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數位心智圖教學融入

自然科領域對國小六年級學童自然科學習成

效之影響。研究設計採「準實驗研究」之等組

前後測設計，以研究者任教之班級為實驗組，

實施心智圖教學；另隨機選取一班為控制組，

實施傳統教學。不同的教學方法進行為期六

週、每週三節課，每節 40 分鐘，共 720 分鐘

的實驗教學。本研究之前、後測診斷評量試題

以自然科領域中「簡單機械」單元之重要概

念，配合九年一貫自然與科技領域學生能力指

標，編製成前、後測診斷評量試題。以前測分

數為共變數，比較教學實驗後兩組學童再排除

共變數之影響後自然科學習成效的差異。 

 

3.2實驗設計 

    本實驗採準實驗研究之等組前後測設

計，以 Xmind為工具，引導國小六年級學童進

行自然科學習。實驗組進行心智圖教學，控制

組傳統教學。實驗設計整理如表 1： 
表 1實驗設計 

                                                                        

受試者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X           O3 

（心智圖教學） 

                                                                        

控制組     O2                                    O4 

（傳統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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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實驗前一週對實驗組實施試卷前測。 

O2：實驗前一週對控制組實施試卷前測。 

X：實驗處理，進行為期六週的 Xmind 心智圖

融入自然科教學活動。 

O3：實驗結束後對實驗組進行自然科單元一後 

測。 

O4：實驗結束後對控制組進行自然科單元一後

測。 

 
3.3研究架構 
    

 
圖 3研究架構 

    如圖三，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

討，擬定本研究架構。此含三類變項： 

(1) 自變項：本研究的實驗處理為教學法，以 

有無進行 Xmind融入自然科教學分成兩組，一

組為實驗組，接受「Xmind融入自然科教學」；

另一組為控制組，接受「傳統教學法」。 

(2) 依變項：本研究探討不同教學法下，學生 

於自然科之學習成效差異情形。 

(3) 控制變項：為避免實驗結果受干擾，本研 

究將教學時間、教學單元、起點行為列為控制

變項，以確保實驗結果之正確性。 

 

3.4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台中市某國小六年級普通

班兩班的學生，其中一般為實驗組，一般為控

制組。實驗組（28人）在進行研究前，研究者

先徵得該班學生家長之同意始進行研究。接受

本研究六週的 Xmind心智圖教學；控制組（28

人），事先徵得該班導師之同意，實施一般教

學，無實驗處理。實驗組及控制組人數分別如

表 2。 

表 2實驗組及控制組人數表 
                                              

組別        性別              人數    

             男         女          

實驗組     14         14          28 

控制組     14         14          28 

合計         28         28          56 

                                       

3.5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自然科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成

績作為分析的依據，使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六下）第一單元題庫光碟中，經過專家編審

之題目依據不同的難易度及不同的概念由研

究者編制而成。以前測分數為共變數，比較教

學實驗後兩組學童再排除共變數之影響後自

然科學習成效的差異。 

    同時以研究者自編之學習反應調查問卷

作為研究工具進行探討，進一步瞭解實驗組學

生對數位心智圖融入自然科教學的看法與接

受程度。 
 

4.研究結果 
   本節旨在探討數位心智圖教學對六年級學

童之自然科學習成效。以下為實驗組與控制組

學童於課程前後之學習成效分析。 

 

4.1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前測分析 

    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童在進行教學實驗之

前，先將兩組自然科學習成就測驗前測之成績

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以瞭解在進行數位

心智圖融入教學前兩組學童之能力是否有差

異，若無顯著差異，方進行本研究實驗。分析

結果(如表 3)顯示：實驗組學童共計 28 名，前

測成績平均為 74 分；控制組學童共計 28 名，

前測成績平均為 80.14 分。控制組學童之平均

分數略優於實驗組學童，但兩組學童在前測的

分 析 上 並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的 差 異

（t=-1.518,p>0.05），顯示兩組學童對自然科的

能力差異不大，符合實驗原則，因此可進行本

研究之實驗教學。 
 

表 3前測成績獨立樣本 t檢定摘要表 
                                                

來源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實驗組   28       74      14.173 

                                       

-1.518 

控制組   28       80.14    16.054 
                                                

 

4.2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後測分析 

    為瞭解數位心智圖融入自然科教學之成

效，研究者於實驗教學結束後，對實驗組及控

制組兩組學童實施「自然科學習成就測驗」 後

測，並將兩組得分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本研究以「自然科學習成就測驗」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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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得分為共變項，「自然科學習成就測驗」後

測之得分為依變項，並以組別為固定因子，先

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符合同質

性的基本假定後，才對兩組學童前後測成績進

行單因子進行共變數分析。 

    由表 4 得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

果：F=0.182，p>0.5，表示兩組間共變數對依

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並無顯著差異，代表前後測

總分間的關係不因自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4-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來源        型Ⅲ   自由度   F檢定   P值 

           平方和                             

組別 

*前測總分  17.674    1      0.182   

0.672 

                                

誤差       5054.79  52 
                                                

 

而如表 5可知，排除兩組學童在「自然科

學習成就測驗」前測成績對後測成績的影響情

況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後測成績之 F=37.4, 

p<.05，具顯著差異。 

表 5後測成績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檢定摘要表 
                                                

來源值   型Ⅲ    自由度    F檢定    P值 

        平方和                             

總和   3579.393   1       37.4      .01* 

                            

誤差   5072.464   53 

                                                

 

    由表 6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調整後的平均數

可知，實驗組調整平均後成績為 84.151，控制

組調整平均後成績為 78.92，實驗組成績優於

控制組，顯示數位心智圖融入自然科教學有助

於學童自然科學習成效之提升。 

 

表 6後測成績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 
                                                

來源           人數      平均數                     

實驗組        28           84.151 

控制組        28        78.92            

                                               

 

 

 

 

4.3實驗組「自然科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表

現分析 

實驗組學童前測平均成績為 74分，後測

平均為 82.5分，前後測平均相差 8.5分，後

測成績優於前測成績。針對實驗組前後測成績

進行相依樣本 t檢定，t=-3.867,p<0.001。由

此可知，實驗組學生在經過數位心智圖融入自

然科教學之前後測成績有顯著差異，顯示數位

心智圖融入自然科教學之教學策略有助於提

升學童自然科學習之成效。 

 
5.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數位心智圖融入教學

對國小學童自然科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者依

據文獻與學者建議，設計適合國小六年級學童

之心智圖教學課程。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

以台中市某國小六年級兩班學童為研究對

象，實驗組接受數位心智圖融入教學，控制組

接受傳統教學，教學時間為期六週。並於教學

前後進行學習成效測驗，比較兩組學童在自然

科學習成效之差異。依據研究結果得到以下結

論，實驗發現運用數位心智圖能有效促進國小

六年級學童自然科之學習，透過關鍵字和圖像

對所學之概念進行整理，將概念間的連結進行

有層次的組織，讓學生更容易理解、記憶；學

童在 Xmind心智圖軟體經過反覆運用熟悉後，

其靈活的編輯功能不僅可以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也促進概念理解，有助於學生之自然科學

習。 

    數位心智圖融入自然科教學有助於六年

級學生自然科之學習，研究者發現數位心智圖

教學尚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1) 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心智圖融入自然科教

學後，學生的學習成效，採取準實驗研究，

以實驗組及控制組分別進行不同的教學

後，分別進行的前後測來對學生的學習成

效進行分析。未來建議可以長期的行動研

究來探討數位心智圖教學應用在自然科的

不同單元有什麼不一樣的差異，透過學生

學習歷程的紀錄，依照學生的反應隨時做

教學、研究上的調整，相信對學生的學習

效果更有助益。 

(2) 本研究以自然科研究為主，建議為來可將 

數位心智圖軟體融入不同的領域，以訓練

學生創意思考及知識與概念的整合，協助

學生在學習上的理解與記憶，達到有效學

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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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在親師溝通之接受

度研究  
 

 
摘要  

    近年來行動裝置日益普及，即時通訊軟體

崛起，使得親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除了舊有的

家庭聯絡簿、電話、班親會、家庭訪問、班級

網頁…⋯等親師生溝通方式外，又多提供了一個

不同的選擇。即時通訊軟體因為擁有即時便利

性及眾多附加功能而廣為被接受使用。因此本

論文以台中市大里區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中

以「科技接受模式」為研究理論基礎，利用問

卷評量方式，作為使用意願之探討，以便了解

進而提供教育相關單位及研究者參考。本研究

透過量化分析發現，受試者在與舊有親師溝通

經驗相較下，認為透過使用即時通訊並非那麼

容易使用或替代舊有方式；而資訊能力越佳者

對於透過即時通訊進行親師溝通有較佳的適

應力，並且覺得容易透過此工具進行親師溝

通。	 

關 鍵 詞 ：即時通訊；表情貼圖；親師溝通；科技

接受模式；使用意願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mobile devices, the rise of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mak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way, but offers a different choice. 
However, Instant messaging (IM) software 
because they have a large function is widely 
accepted use, while desktop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has gradually been 
replace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requency in IM App and explores the use of 
process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communicate whether more help convey the 
right message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Keywords: Instant Messaging, Emotion Stickers, 
Parent-teach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Intention to Use. 

1. 前言  
近年來行動裝置日趨普及，即時通訊軟體

崛起，使得親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除了傳統式

的家庭聯絡簿、電話、班親會、家庭訪問、班

級網頁…⋯等親師生溝通方式外，又多提供了一

個不同的選擇，透過即時通訊不僅可以針對單

一家長進行親師溝通；透過群組功能，亦可以

進行大規模的訊息通知，增進訊息發佈的便利

性以避免喪失了時效性。	 

而在眾多的即時通訊軟體中，「LINE」擁

有龐大生動活潑有趣的表情貼圖和「Facebook	 

Messenger」因 Facebook 同時具有遊戲、分享

心事，轉貼趣事，增強人際關係…⋯等功能而廣

為被接受使用[1]。因此本論文想透過即時通訊

軟體的使用頻率，探討運用即時通訊軟體於親

師生間溝通的過程是否有助於親師生之間增

加互動頻率、傳達正確的訊息與提升溝通過程

中的相互認知，進而了解透過此溝通媒介是否

能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家長專業知能，了

解學童學習狀況，讓親師生之的關係更和諧融

洽。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的理論為主要架構

並結合問卷調查的方式，希望能達到以下目

的：	 

一、	 了解國小教師現行主要使用之親師

溝通工具，並了解透過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行

親師互動的意願及影響意願之因素。	 

二、	 探討國小教師對於使用即時通訊軟

體於親師生溝通中是否有正向影響。	 

三、	 了解國小教師參與即時通訊軟體應

用於家庭聯絡簿及親師生溝通的可能障礙與

需求，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師提高親師生

溝通效果的參考及提供另一種交流管道。	 

本篇論文共分為五個章節，在第一節說明

即時通訊、親師溝通、科技接受模式與本篇論

文的目的，在第二節進行文獻探討，第三節提

出研究設計方法，第四節進行資料分析，第五

節做出結論與建議。	 

蕭世岳	 陳榮靜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s10254608@gm.cyut.edu.tw	 crching@gm.cyut.edu.tw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59 AIT / CEF 2015



2.  文獻探討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進行相關的文獻探討，

共分成三章節：第一節、即時通訊簡介；第二

節、親師生互動及相關研究；第三節、科技接

受模式相關研究理論。	 

2.1  即時通訊	 

	 	 	 	 傳統手機功能具備語音通話及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簡寫為 SMS)功能。單則簡訊

能容量的字符為 70 個，超出則以第二則計算。

隨著時間演變，除簡訊外，個人電腦上出現了

即時通訊軟體。即時通訊軟體,從早期個人電腦

時代的 ICQ，後來 Yahoo！即時通,Windows 內

建 Windows	 Message 於 作 業 系 統 Windows	 

XP；MacOS 系統則有 iChat 等即時通訊軟體，

進 而 演 變 到 現 在 內 建 於 iOS 系 統 內 的

iMessage、Facetime；兼具語音通話與文字訊息

的 Skype。而現在因為行動裝置的普及，3G 網

路的便利性，加上 4G 業者陸續開台，以及無

線網路的涵蓋率高，因此改用行動裝置的使用

者增加，於是即時通訊軟體投入進行行動裝置

開發 APP，目前現行即時通訊 APP 有較多使

用 者 的 有 Line ， 	 Facebook	 Messenger ，

Whatsapp，WeChat，QQ，而又以 Line、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 三個即時通訊 APP 於生

活周遭的社交聯繫上使用頻率較高[1]。各個即

時通訊軟體各有不同的特性（如表 2-1）。語音

通話、文字簡訊、貼圖功能、圖片傳送、群組

聊天是上述即時通訊 APP 皆具備之功能，另有

錄音傳送、視訊功能。	 

表	 2-1	 即時通訊與傳統通訊比較表[2]	 

	 文

字	 

簡

訊	 

通

話	 

功

能	 

錄

音	 

傳

送	 

視

訊	 

功

能	 

圖

片	 

傳

送	 

貼

圖	 

功

能	 

社

群	 

功

能	 

語音	 

通話	 
O	 P	 O	 O	 O	 O	 O	 

SMS	 P	 O	 O	 O	 O	 O	 O	 

Line	 P	 P	 P	 P	 P	 P	 P	 

Facebook	 

Message	 
P	 P	 O	 O	 P	 P	 P	 

Wechat	 P	 P	 P	 P	 P	 P	 P	 

Whatsapp	 P	 O	 P	 O	 P	 O	 P	 

	 

	 	 	 	 語音通話功能可透過 3G、Wifi 的方式進行

連線達到取代傳統語音通話功能，同時亦可以

減少長時間通話產生的高額語音通話費用；文

字簡訊功能可取代傳統 SMS 付費簡訊外，輔以

表情貼圖來取代舊有 ASCII 字元所顯示(如表

2-2)，以及純臉部表情符號。早期透過文字組成

的表情符號使用 ASCII 可顯示的字元，而發展

至今，已轉變為透過臉部表情、融入動作、情

境等表情貼圖來呈現面對面時之間的肢體語

言和表情，簡單明瞭，甚至令人會心一笑，因

此大大地彌補了純文字傳達時的不足。透過電

腦 輔 助 溝 通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CMC)，更精準的傳達所要表

達的情緒、想法或感覺，進而讓現實生活中的

溝通更加通暢。	 

表 2-2	 表情圖示轉變表	 

	 

	 	 	 	 表情貼圖更能提供一種情境上的了解或

是場景上的介紹，使得原本要打一連串文字才

能表達的意思，卻能用簡短、有趣、可愛、幽

默的表情貼圖來取代，因而即時通訊軟體紛紛

加入表情貼圖的功能。文字的傳達，有時會因

為接收者當下的情緒、對文字的解讀方向、甚

至語調上的聯想而有不同的理解，在文字的

前、中、後加入不同的表情符號或是表情貼

圖，都能夠使原本看似沒有情緒的文字加入當

時的情境，如使用可讓接收者了解傳達者表示

驚訝的情緒；而使用此種含有情境之貼圖，甚

至能透過一鍵傳送的方式快速地傳達想要傳

達的訊息，甚至減少文字輸入的不便，讓接收

者快速了解訊息所表達的意義，建立雙方間的

良好互動。	 

	 	 	 	 圖片傳送，能即時將所見所聞，分享或傳

ASCII 碼	 顏文字	 
MSN 時期

表情符號	 

即時通訊

表情貼圖	 

:	 )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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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給好友。群組聊天，可以一次將多人的通知

訊息傳遞給所有需要的人，並且直接進行意見

上的交換，不需在不同的訊息中重複打上相同

的文字。群組聊天，能建立個別的人脈社群，

進行一對多的群組聊天，將一則訊息傳至群組

中，便能讓群組內的人皆能看到該則訊息，減

少一則多發的重複動作，適用於訊息的公告、

活動的通知、政策的宣導、廣告的宣傳。錄音

傳送，對於於不方便打字或是文字字數較多，

甚至是透過文字、符號、貼圖，仍無法表達清

楚，亦或只是增加聊天過程的趣味性。透過錄

音傳送的方式，將訊息傳遞給對方。視訊功

能，個人電腦中的 Skype 視訊功能，也能透過

行動裝置的即時通訊 APP 來進行，減少環境、

硬體設備的限制性。	 

2.2  親師生互動及相關研究	 

親師溝通是指教師與家長之間互相溝通的

歷程，其目的為了了解學生在校的行為表現、

學習態度、生活常規、學習狀況、個性發展、

人際互動；了解親師間的教育想法、理念，親

子之間的期許，師生之間的互動，進而協助學

生的學習、成長。在民主的溝通環境中，彙整

教師與家長的教育理念、管教方式、輔導策

略，整合雙方意見，並針對問題提出具體的解

決方針[3]。也就是說，親師溝通是教師與家長

透過各種方式傳達、分享學童在校之生活及學

習訊息，增進彼此之間的關係，了解對教育的

期望，以期協助學童的學習與成長，並建立親

師生三方共同成長的理念，使家長能透協助、

配合、參與班級事務，進而提升教師班級經營

之能力。因此，親師溝通就是親師兼利用各種

溝通的方式、管道來進行對孩子的學習狀態、

學校生活狀況分享、討論、意見交換的一個過

程。	 

隨著教育普及，觀念的提升，讓教育不只

侷限於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也受到

重視，而學童從家庭教育走入學校教育進而踏

入職場工作學習社會教育。家庭教育更是扮演

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讓教育不再只是教師的責

任。父母與老師之間形成一個協助孩子學習的

重要連結，透過良好的互動，讓親師間能更了

解學童在家、在校的狀況，進而提供更恰當的

協助與輔導策略。親師間若能有良好的互動、

密切的聯繫，將對學童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讓孩子能夠在良好的親師互動的情形下快樂

的學習成長，並讓孩子感受到其重要性，也能

健全孩子的心理，以期達到親師生三贏的局

面。	 

涂怡如[6]認為親師溝通是親師交流的歷

程。透過親師交流的歷程，彙集教師與家長的

教育理念、管教方式、溝通策略，整合雙方意

見，以凝聚共識，並提出明確具體問題解決的

方針。郭明德[7]認為溝通可以透過語言或非語

言的方式來傳達訊息，不論透過家庭聯絡簿、

班訊等方式，加上現今科技發達，只要能夠進

行良好溝通，均能增進親師之間的關係。郭紫

宸[8]認為親師溝通如同在家庭與學校的聯繫

上搭起一座互動的橋樑，最終目的在於幫助孩

子成長。	 
	 	 	 	 本論文認為親師溝通的主要目的在成為親子

之間的潤滑劑。隨著學童在求學階段的成長，經驗

的累積，想法的轉變，使得親子之間漸漸出現了所

謂的代溝，而教師為除了家長外，陪伴學童學習最

長時間者，因此對於學童的行為、個性、想法往往

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而建立良好、暢通的親師溝通

管道，不僅能夠讓親師間更能掌握學童學習過程中

所遭遇的問題、困難，不論在家的行為表現；在校

的學習狀況、人際相處，都能即時快速的呈現在親

師之間，甚至能適時的調解學童與家人間形成的想

法衝突與摩擦。而現在處於資訊爆炸的時代，因此

親師溝通之工具將不再受限於舊有的親師溝通工

具，更應找到更適切的工具，以期讓親師溝通管道

保持暢通無阻。	 

	 

2.3 科技接受模式相關研究理論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del,	 TAM)，主要是依據 Fishbein	 ＆	 Ajzen

的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及 Ajzen 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發展而來。科技接受模式理

論解釋人類對於使用電腦科技資訊系統的因

素，透過此模型驗證說明大多數的科技使用行

為。科技接受模式理論包含了外在變因、知覺

構面、態度、意圖與實際行為等構面，架構圖

如圖 2-1，而資訊科技的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及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 為 主 要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 behavioral	 

intention）的主要兩個因素但卻又無法完全解

釋，因此需考量外在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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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科技接受模式架構圖（Davis,	 1986）	 

	 

	 	 	 	 後來修正去除態度變因後，發現可以讓知

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和意圖之間的關係更容

易被瞭解。因此 Davis 於 1989 年提出修正後的

架構圖如圖 2-2	 

	 
圖 2-2 科技接受模式架構圖（Davis,	 1989）	 

	 	 	 	 	 

	 

	 	 	 	 Davis(1989)主要想透過利用知覺有用性與

知覺易用性來預測使用者面對新接觸之資訊

科技時的態度和行為。科技接受模式中認為外

在的變因將會影響兩個構面-知覺有用性、知覺

易用性，進而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圖，最後決

定是否使用。知覺有用性-使用者覺得這項新的

科技資訊方式是有助於進行親師溝通的，提升

溝通的效率。知覺易用性-使用者覺得使用這項

新的科技資訊方式是簡單、易用的，便會選擇

使用。外在變因-使用者本身的態度、過去經驗

的連結與對於科技資訊使用上的接受程度，都

可能影響是否持續使用。	 

3.  研究設計與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參考國小教師透過	 Facebook	 進行

親師互動之意願探討[9]論文所提出之架構，以

Davis 提出之修正後科技接受模式理論為基

礎，繪製成如圖 3-1 之研究架構圖，並以此圖

了解各假設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目的在於以科

技接受模式理論探討國小教師使用即時通訊

軟體進行親師溝通之關聯。主要採問卷調查法

來蒐集、透過敘述統計、SPSS、SmartPLS 進

行問卷分析研究所需之相關資料。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	 

	 	 	 	 本論文探討之外在變因以教師資訊素養

與舊有互動經驗為考量。	 

	 	 	 	 依據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的定義，資訊素養是

指一個人具備覺知何時需要資訊，並能有效地

搜索、評估和使用所需資訊的能力。H.	 B.	 Rader,	 

認為資訊素養是指具備有效檢索與評估資訊

以解決問題與決策的能力。在本研究中為教

師、家長對透過即時通訊，使用訊息、傳送圖

片、表情符號、貼圖..等功能進行親師互動、溝

通的資訊能力。推論教師資訊能力較佳時，教

師會認為透過即時通訊進行親師溝通互動是

有用且易用。因此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說：	 

H1:教師資訊素養對知覺有用性是有正向影響

的。	 	 

H2:教師資訊素養對知覺易用性是有正向影響

的。	 

舊有互動經驗是指以往教師透過各種方式

（家庭聯絡簿、電話、班級網頁、部落格、社

群等）與家長進行親師溝通的經驗。依據本身

之擔任班導師之經驗，現行主要透過紙本家庭

聯絡簿做為親師溝通工具；輔以電話以達到方

便、快速及訊息準確性之傳遞與聯繫；簡訊傳

送書面訊息通知；班級網頁、部落格更新學生

在校進行之特殊活動如運動會、戶外教學、班

級慶生會…⋯等。而即時通訊軟體，同時具備語

音、簡訊搭配表情符號、表情貼圖補足文字傳

達上語意、情緒不清之處、群組公告、聊天互

動、照片分享。。。等。綜合以上歸納出舊有

的親師溝通方式、經驗及需求與透過即時通訊

軟體的相容性越高，以及感覺即時通訊軟體是

容易操作且簡單易學時，推論以下研究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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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舊有互動經驗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H4:舊有互動經驗對知覺易用性有正向影響	 

	 	 	 	 Davis	 et	 al.	 [10]	 研究結果得到知覺易用性

會對新科技的知覺有用性有影響,	 且知覺易用

性與知覺有用性兩者是呈正向的關係。故推論

教師認為透過即時通訊進行親師溝通是簡單

容易的與覺得透過即時通訊進行親師溝通是

有效果、有用的，則越願意透過即時通訊來與

家長進行親師互動溝通，也就是對行為意願有

正向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說：	 

H5: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是有正向影響的。	 	 

H6:知覺有用性對國小教師透過即時通訊進行

親師互動之使用意圖是有正向影響的。	 	 

H7:知覺易用性對國小教師透過即時通訊進行

親師互動之使用行圖是有正向影響的。	 

本研究目前以台中市大里區國民小學現職

教師為研究對象，故採樣上難免會有些偏差，

而在這初步的研究中，預期了解是否不同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學童之關係、網路的

使用程度的差異，在不同的資訊素養下，是否

對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來進行親師溝通有所影

響。在科技接受模式下，知覺有用性、知覺易

用性是否會對其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來進行親

師溝通有所影響。	 

期望透過驗證以上各種假說的方式，來進行更

完整的研究。	 

4.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中市大里區國民小學現職教師

為母群體。透過問卷調查方法來蒐集資料研究

進行中所運用的研究工具為問卷，透過 SPSS

及 SmartPL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基於親師生

溝通日益重要及資訊科技不斷推陳出新；同時

行動通訊設備與即時通訊軟體之應用也日漸

普及、廣泛，因而想了解即時通訊軟體應用於

親師生溝通之關聯。初步決定以國小教師使用

即時通訊軟體在親師溝通意願之探究作為研

究題目。	 

	 	 	 	 前測發放問卷 40 份，回收 36 份後，進行

信度分析。刪除信度不佳題目後進行後測，如

表 4-1。	 

	 

	 

	 

表	 4-1	 前測構面信度分析表	 
構面	 Cronbach	 

的	 Alpha	 

更正後項目

總數相關	 

Cronbach	 

的	 Alpha

（如果項目

已刪除）	 

資訊能力	 0.943	 

0.777	 0.943	 

0.899	 0.921	 

0.804	 0.938	 

0.874	 0.925	 

0.888	 0.922	 

舊有互動經

驗	 0.718	 

.681	 .483	 

.670	 .517	 

.374	 .925	 

知覺有用性	 0.918	 

0.571	 0.919	 

0.887	 0.894	 

0.792	 0.902	 

0.838	 0.898	 

0.806	 0.901	 

0522	 0.924	 

0.657	 0.913	 

0.755	 0.905	 

知覺易用性	 0.920	 

0.786	 0.905	 

0.752	 0.909	 

0.866	 0.893	 

0.636	 0.928	 

0.813	 0.900	 

0.851	 0.896	 

使用意圖	 0.959	 

0.891	 0.950	 

0.934	 0.944	 

0.866	 0.952	 

0.889	 0.949	 

0.797	 0.961	 

0.869	 0.952	 

	 

後測發放問卷 175 份，收回後，有效問卷

147 份，以 SPSS、SmartPLS 分析後得到各構面

相關係數，如表	 4-2，Cronbach	 α 指數介於

0.760~0.944 之間。符合 Nunnally(1978)提出之

門檻 Cronbach	 α 大於 0.7，而檢視本研究之平

均萃取變異(AVE)及組合信度(CR)，平均萃取變

異均大於 0.5 且組合信度全部大於 0.7，因素負

荷量大於 0.5，表示題項具有收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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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構面相關係數表	 

構

面	 

因素負

荷量	 
Cronbach	 α	 

AVE	 

平均萃

取變異	 

CR	 

組合信

度	 

資

訊

素

養	 

0.866	 

0.908	 0.735	 0.932	 

0.858	 

0.736	 

0.900	 

0.913	 

舊

有

互

動

經

驗	 

0.706	 

0.754	 0.669	 0.857	 
0.923	 

0.809	 

知

覺

有

用

性	 

0.789	 

0.853	 0.615	 0.926	 

0.853	 

0.866	 

0.871	 

0.807	 

0.733	 

0.673	 

知

覺

易

用

性	 

0.781	 

0.908	 0.583	 0.892	 

0.775	 

0.819	 

0.575	 

0.771	 

0.834	 

使

用

行

為

意

圖	 

0.868	 

0.945	 0.786	 0.956	 

0.894	 

0.911	 

0.913	 

0.847	 

0.886	 

4.2 研究模型  

    圖 4-1	 之 PLS 研究模型路徑係數，除舊有

互動經驗與知覺易用性、舊有互動經驗與知覺

有用性不成立，資訊素養與知覺有用性為負

值，表示有負向影響，其餘路徑係數均為顯著

Ｔ值>1.96。將資料整理如表 4-3	 

 

圖 4-3	 路徑係數	 

表 4-3	 假說檢定 PLS 路徑係數表	 

假說

檢定	 

路徑係數

估計值	 
T 值	 

檢定顯著

結果	 

H1 -0.242 2.115 成立	 

H2 0.749 15.819 成立	 

H3 0.102 1.437 不成立	 

H4 -0.078 1.395 不成立	 

H5 0.711 6.341 成立	 

H6 0.596 11.854 成立	 

H7 0.333 5.150 成立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樣本由於資訊時代來臨，科技日新

月異，即時通訊軟體也不斷的推陳出新，透過

即時通訊軟體來進行互動的人也日益增加，而

家長與老師間的親師透過即時通訊來互動也

較為被接受。本次研究以台中市大里區國民小

學教師為研究之母群體，在研究數據中顯示舊

有互動經驗與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之假設

未能成立，代表受訪者在與舊有親師溝通的經

驗比較下，認為透過使用即時通訊並非那麼容

易可以使用或替代傳統方式進行親師溝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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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構面均能成立，尤其又以教師資訊素養對於

知覺易用性的影響最為顯著，表示資訊能力越

佳的教師對於透過即時通訊進行親師溝通有

較快的適應力，並且覺得容易透過此工具進行

親師溝通。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進行量化分

析，未來可輔以個案訪談以期進行更深入之了

解，讓研究結果更完整，以提供教師及家長在

親師溝通上有更多元的選擇，更期許在暢通的

親師溝通管道中，共創親師生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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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電阻式觸控液晶螢幕的數位控制電路設計與應用 

 
 

摘要 
 

    本論文針對傳統電阻式觸控螢幕，提出數位控

制電路的硬體架構，並以 VHDL 硬體描述語言設計

觸控液晶控制電路系統，再將電路實現於場可程式

邏輯閘陣列(FPGA)晶片，應用於彩色觸控液晶。 
    本論文所提出的觸控液晶驅動電路，包含時脈

控制、記憶體配置、資料傳輸與影像解碼等基本控

制電路，搭配記憶體配置電路與多媒體影像存取電

路，建立簡單的彩色觸控液晶輸出入控制系統。 
    最後，本論文設計了一個圖形解鎖電路，與前

述的驅動電路及對應的周邊電路整合之後，實現出

一個沒有任何軟體程式、沒有中央處理器的彩色觸

控液晶數位控制系統，具有低功耗、面積小、高穩

定性及高安全性的特性，可以用來實現加密型系統

及保安系統的核心。 
 
關鍵詞：FPGA、VHDL 硬體描述語言、電阻式觸

控螢幕、彩色觸控液晶 
 
1. 簡介 
  我們將針對目前市場上所能接觸到的各種觸

控液晶技術，依照其種類、工作原理及特性進行分

析，依照研究動機與應用需求，我們使用 Digilent, 
Inc.研發的 Atlys� Spartan-6 FPGA 開發套件作為

FPGA 實驗平台，觸控液晶螢幕選用同為 Digilent, 
Inc.研發的 VmodTFT 彩色液晶觸控螢幕，利用原廠

所提供的部分觸控液晶螢幕的基礎驅動電路作為

基礎，並參考目前文獻中對於觸控液晶必需的時脈

控制[1]、記憶體配置[2][3]、資料傳輸[1][4][5]、影

像解碼[5][6]等相關技術，嘗試以純硬體描述語言來

設計彩色觸控液晶完整的驅動電路，接著，我們再

參考目前多媒體液晶系統常見的基本元素，如基本

顯示控制[3][6]、基本記憶體配置[2][3][6]、單點觸

控控制[1][4][7]等，來建立簡單人性化的輸出入控

制介面電路，最後，我們整合驅動電路與所有的多

媒體應用電路，進一步將其實現為一個以純數位電

路開發，具有完整驅動控制、多媒體影像存取及圖

形解鎖控制應用的多媒體觸控液晶控制電路系統。 

 
2. 觸控式顯示液晶介紹 
 
  在現今市場上廣泛應用的觸控式顯示液晶，是

可接收導體(手指或者觸控筆等)輸入訊號的感應式

液晶顯示裝置，依照其種類、工作原理及特性可分

為電阻式(類比或數位)與電容式(表面電容或投射

電容)，另外，大尺寸觸控液晶又可區分為光學式(紅
外線或 CMOS 影像)、電磁式、表面聲波式、以及

目前最新研發的嵌入式，而嵌入式又包含 LCD 
On-Cell 型式以及 LCD In-Cell 型式[8]。以下我們將

依序介紹不同形式觸控液晶的製作程序、工作原理

以及驅動方式。 

 
2-1 電阻式觸控液晶 
 
    電阻式(Resistive)觸控液晶[9][10]的結構，以

銦錫氧化物 ITO (Indium Tin Oxide)為主，又稱為氧

化銦錫，其中包含上下兩組透明導電薄膜 (ITO 
Film)和透明導電玻璃(ITO Glass)，依 X、Y 軸佈

線，並在上下層電極之間設置隔層，由具絕緣性

質的微小間隔物(Dot Spacer)支撐，使上下層不會

因為距離過於貼近而意外導通，邊緣再印上銀電

極以提供外接電源，如圖 2-1-1[11]所示，觸控時利

用壓力使上下電極導通，經由觸控式螢幕控制器

(Touch Screen Controller)測知液晶的 X、Y 軸電壓

變化，再計算出對應的壓力接觸點位置，完成整

個液晶螢幕觸控輸入動作，如圖 2-1-2[8]所示。 
 
    在 2010 年全球市場觸控液晶仍以電阻式

(Resistive)為主，約佔了 60%的市佔率，依照其性能

和普遍性來說，可以分為類比式與數位式，其中，

常見的類比式電阻觸控液晶可分為四線電阻、五線

電阻、六線電阻、七線電阻及八線電阻等，如圖

2-1-3[11]所示，類比式的優點在於感應的信號線數

較少，在較大偵測面積或解析度使用時，不像數位

式受限於感應信號線數，而有解析度較差與使用面

積範圍較小的缺點。目前四線式的觸控液晶因成本

及技術較成熟，主要應用於中小尺寸，是觸控液晶

廠商常用的規格。四線電阻式線路 X、Y 軸分別分

布在透明導電薄膜(ITO Film)和透明導電玻璃(ITO 
Glass)，當透明導電薄膜被嚴重刮傷時將會形成斷

路，而造成觸控液晶無法動作。後來發展的五線式

算是四線式觸控液晶的改良型，整個電場均勻地建

立在透明導電玻璃，上層透明導電薄膜純粹為一導

體，所以當透明導電薄膜遭到刮傷時只有該處無法

使用，而其他部分依然可以動作，但是假使傷及下

層透明導電玻璃依然會造成觸控液晶的故障，五線

式解決了四線式的缺點，更延長了其使用壽命以及

耐用度，成為目前電阻式中大尺寸的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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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容式觸控液晶 
 
    電容式觸控技術[12]大致上分成兩個種類，一

種則為表面式電容技術 SCT(Surface Capacitive 
Technology) ， 另 外 一 種 為 投 射 式 電 容 技 術

PCT(Projected Capacitive Technology)，雖然兩種同

樣是電容式觸控技術，但在技術層面上有很大的不

同。由於 Apple, Inc 目前採用投射式電容技術 PCT，
為了在很短的時間內追上 Apple, Inc 的技術或是取

得 Apple, Inc 的訂單，大部分的廠商皆朝著此技術

進行發展，也使得投射式電容技術 PCT 在現階段

內，成為消費性電子所使用的觸控技術中，發展最

為完全的技術。 
 
2-3 光學式觸控液晶 
 
    光 學 式 (Optical Imaging Touch) 觸 控 液 晶

[17][18][19]，在字面上較難以推測其工作原理，也

較少人理解此種技術採用了哪些元件，在目前市場

上的主流仍是以電阻、電容式觸控液晶主導，而光

學式觸控技術的發展因隨著螢幕使用尺寸需求越

來越大、品質要求越來越高，以及製造商製作大尺

寸的電阻、電容式觸控液晶的成本壓力推波助瀾之

下，使其漸漸浮上了檯面。再加上近幾年來，LED
元件技術獲得巨大的提升，市場上越來越多產品使

用光學式觸控技術，取代舊有的電阻、電容式產

品，尤其目前常用的桌上型液晶螢幕尺寸越做越

大，使得投入製造的製造商也越來越多，光學式觸

控技術未來在中大尺寸及多點觸控的發展將扮演

重要角色。 
 
2-4 電磁式觸控液晶 
 
    電磁式 (Electromagnetic Digitizer) 觸控液晶

[20][21][22]自 1964 年即問世，1970 至 1980 年代將

用途擴展至智慧型數位板上，許多高階電腦輔助繪

圖系統(CAD)像是 AutoCAD 等使用廣泛，當年的

Apple, Inc.研發的 Apple II 也將電磁式觸控液晶作

為配備。在電腦系統由純文字的 DOS 系統開始導

向視窗化之初，電磁式觸控液晶和滑鼠就開啟了視

窗控制介面主導技術的競爭。在滑鼠方面，因具有

價格優勢而在市場上的佔有率位居上風，另外，電

磁式觸控液晶則因使用上的耐久度較佳以及高靈

敏度方面佔據優勢，尤其電磁式觸控液晶具備了滑

鼠難以達到的手寫輸入效果，因此在特定的市場上

仍占有不可或缺的地位。 
 
    電磁式觸控液晶就規格而言，主要包含數位天

線板 (Sensor Board) 、含 ASIC 之電路控制板

(Controller Board)以及壓感電磁式觸控筆，上述三

項元件，傳統應用於手寫輸入板或稱為 Digitizer。
電磁式觸控板的基本原理是靠電磁觸控筆與液晶

下的感測器產生磁場變化來判別，電磁式觸控筆為

信號發射端 (Transceiver)，天線板為信號接收端

(Receiver)，當靠近感應時磁通量發生變化，藉由運

算而定義觸碰位置。 
 
2-5 表面聲波式觸控液晶 
 
    表面聲波式(Surface Acoustic Wave)觸控技術

[23][24][25]，又被稱為超音波式觸控技術，在介質

如玻璃或金屬等剛性材料之表面淺層傳播的機械

能量波，根據表面波的波長設計出對應的介質，使

其可以發射定向、小角度的表面聲波能量。表面聲

波的性能相當穩定、易於分析，並且在聲波傳遞的

過程中具有非常尖銳的頻率特性，在許多應用領域

發展得非常成熟。 
    表面聲波式觸控液晶，顧名思義就是使用表面

聲波來做為觸控式液晶的媒介，在目前的市場上絕

大多數採用全玻璃製成，沒有任何的塗層和覆蓋

層，並在玻璃的三個角落裝設表面聲波傳送轉能

器、表面聲波接收轉能器、反射板及控制器所組

成，在中間區域形成一個均勻聲波力場，利用聲波

碰到軟性介質會被吸收掉能量的特性來進行觸控

定位。 
 
2-6 嵌入式觸控液晶 
 
    目前市場上既有的觸控液晶，依據整合的方式

主要可區分為外掛式(add-on)與嵌入式(embedded)
兩種，外掛式(add-on)觸控液晶顧名思義就是在不具

觸控功能的平面顯示器外部直接疊加上觸控液

晶，這方面的技術已發展的相當成熟，加上架構簡

單，所以良率高。不過由於是雙層結構包含顯示器

液晶與觸控液晶，整合後的觸控液晶較為厚重，且

整體透光度較差。傳統觸控液晶依照其感測原理，

可分為常用於中小型觸控液晶的電阻式、投射電容

式以及 CMOS/CCD 光學式，以上三種皆需外掛一

塊玻璃或光學元件才能進行觸控感應操作。但這些

觸控傳導介面會隨著液晶尺寸越大，而使製造良率

相對降低，連帶使製造成本大幅度提升等缺點。因

此製造商紛紛投入研發與現有 TFT 液晶設備相容

的嵌入式觸控技術，在中大型尺寸的 LCD 液晶上

附加觸控應用，使其成為最具成本競爭力的新興技

術。 
    嵌入式(embedded)觸控液晶[26][27][28]主要包

含一個 TFT 基板及一個彩色濾光片基板。TFT 基板

包含一網狀讀取電路及複數個陣列式排列的導電

接墊。與一般常見的外掛式觸控液晶不同的是，嵌

入式觸控液晶是將觸控感測器直接整合進平板顯

示器的生產製程中，只有單層構造，不必再外掛觸

控液晶，藉以減少液晶的玻璃及薄膜厚度，因此比

外掛式觸控液晶更加輕薄且透光率更高，常用於手

持式裝置上。嵌入式觸控液晶根據觸控感測器所在

的位置則又可再細分為外嵌式(On-Cell)觸控技術以

及內嵌式(In-Cell)觸控技術兩種。在外嵌式(On-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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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中，一般是將觸控感測器配置在彩色濾光片基

板與第二片偏光板之間；而內嵌式(In-Cell)在架構

上則是將觸控感測器直接置入 LCD Cell 的結構

中，優點是感測器電路可以直接整合在液晶的薄膜

電晶體基板上，但由於感測器在液晶內部結構中，

因此較容易受到信號的干擾，此為技術上需要克服

的難題。 
 
3. 彩色單點觸控液晶基本控制電路 
 

在現今的產業面上，舉凡手機、平板、個人

電腦螢幕以及公共場合所使用的公共資訊系統，

都脫離不了觸控液晶，然而，絕大多數的控制方

式通常都是以軟體為核心，根據以往的經驗，一

般是以軟體為驅動核心的，絕大多數不是被載入

到微控器就是載入到大型嵌入式系統，大型嵌入

式系統就會有 CPU、作業系統、軟體…等等。 
    在此架構之下，我們發現使用的系統越複

雜，出錯的機會就會越高，因此本文的核心精

神，就是將單點式觸控液晶控制器，嘗試以純硬

體設計的方式來實現，希望以更單純的方式達到

相同的控制效果，並提供一種數位電路控制架

構。在本章節中，我們將介紹觸控液晶的基本架

構、FPGA 開發系統、觸控液晶的技術規格、時脈

需求，以及基本單點觸控控制電路設計和基本觸

控與顯示電路設計。 
 

3-1 彩色觸控液晶基本控制架構 
  

  目前市場上常見觸控顯示液晶的種類，其中依

照其電器特性，驅動的方式主要分為四種，第一種

是以個人電腦驅動觸控顯示液晶，第二種是以微控

器驅動觸控顯示液晶，第三種是嵌入式系統驅動觸

控顯示液晶。本章節我們將透過 FPGA 開發系統搭

配彩色單點觸控液晶，嘗試以硬體描述語言設計數

位電路，達到彩色單點觸控液晶基本控制的效果。

以下為各種平台驅動觸控液晶的種類，如表 3-1-1
所示，根據其開發平台與軟硬體需求，做出基本的

分析。 
 
表 3-1-1 各種平台驅動觸控液晶的軟硬體開發需求 
開發平台 
需求 

個人電腦 嵌入式系

統 
微控器 純電路設

計 
作業系統 是 是 否 否 
APP 撰寫 否 是 否 否 
程式設計 是 是 是 否 
電路設計 否 否 是 是 

    目前市場上所有驅動觸控液晶的開發平台，以

個人電腦開發最為簡單，因為驅動程式都採公版架

構，所以只要具備基本程式整合的能力，觸控液晶

的驅動不會有太大的困難；相對來說，嵌入式系統

雖然其中也包含了作業系統，但還需要具備程式設

計與 APP 撰寫能力，對於設計者的能力要求較為廣

泛，出錯機會也相對多，因此，嵌入式系統開發難

度較高；微控器相對於個人電腦及嵌入式系統，雖

沒有作業系統或 APP 撰寫能力的需求，但還是需要

程式設計的能力，並且需要一些基本電路設計能

力，開發難度則又在個人電腦之上。純電路相較於

其他開發平台則大不相同，並不需要作業系統、APP
撰寫、程式設計的能力，能力需求相對於其他開發

平台來說來的單一，只需要具備電路設計能力。 
    現今手機、平板等等皆是嵌入式系統為架構，

其中包含了作業系統，也增加了當機的風險，以純

電路來說，除非設計錯誤，只要設計是對的，就只

怕過熱、過載，雖然設計上侷限較多，相對來說會

比較辛苦，但其穩定度較高，也較簡易進行除錯。 
    以下為各種平台驅動觸控液晶的優缺點比

較，如表 3-1-2 所示，以目前來說，個人電腦在開

發成本方面，僅需透過一套觸控液晶開發平台以及

開發軟體即可進行設計，因此在開發時間上相對來

說較短；而穩定度方面，因為完全由軟體進行控

制，穩定度則相對較低；複雜度方面，進行設計時

需要編寫演算法，所以頗為複雜；在體積以及功耗

部分，因為需要透過與電腦傳輸資料，所以與電腦

密不可分，相對來說需要的功耗也會很大，體積也

無法再縮小。 
    嵌入式系統在開發成本方面，由於需要系統整

合並且涵蓋所有微電腦控制的裝置，即是以微電腦

與周邊設備構成核心，其開發成本較為昂貴；但在

開發時間方面，也如同個人電腦一般，僅須透過開

發軟體進行內部核心的軟硬體設計，因此需要時間

也相對少；而穩定度方面，因為採用嵌入式作業系

統(如μLinux)，其穩定度則較個人電腦高；複雜度

方面，進行設計時需要同時兼顧軟硬體整合，尤其

需要精準的時序控制，所以最為複雜；以體積與功

耗方面來說，運算核心與周邊設備皆可透過套裝軟

體設定調整，因此多數狀況在體積與功耗方面都比

個人電腦略小。 
    微控器可以說是較為低階的嵌入式系統，因為

其在開發成本上較為低廉，僅包含單晶片及簡略或

自訂的周邊設備；但在開發時間部分，由於其所需

要的人力需求不需要太大，程式的複雜度也不高，

因此其開發時間不至於太長；在穩定度方面，與個

人電腦及嵌入式系統相同，以軟體作為控制核心，

因此穩定度有限；在複雜度方面，因為僅須透過組

合語言及 C 語言即可進行設計，所以不會太過於複

雜；而體積與功耗部分，微控器相較於個人電腦與

嵌入式系統來說，體積相對算小，而功耗部分則和

嵌入式系統差不多，所以為中等。 
    純電路設計在硬體成本上只要適當選擇，與微

控器可以不相上下，而在開發時間上，純電路使用

硬體描述語言設計，也同樣與微控器差不多；但在

穩定度方面，由於純電路設計屬於硬體電路，不同

於其他以軟體作為核心的開發平台，並不會有當機

的問題，因此穩定度最高；在複雜度部分則與微控

器相似；而在體積與功耗部分，純電路設計可視其

需求自訂需要使用的周邊電路，體積甚至可以比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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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器還小，以功耗來說，大多的純電路設計皆以省

電為設計目標，也因此在功耗部分最低。 
 
表 3-1-2 各種平台驅動觸控液晶的優缺點比較 
開發平台 
比較 

個 人

電腦 
嵌入式系

統 
微控器 純電路設

計 
開發成本 中 高 低 低 
開發時間 短 短 中 中 
穩定度 低 中 中 高 
複雜度 中 高 低 低 
體積 大 中 小 自訂 
功耗 高 中 中 低 

 
3-2 FPGA 開發系統 
   
    本論文所使用的FPGA開發系統，選用Digilent, 
Inc.研發的 Atlys� Spartan-6 FPGA 開發套件作為實

驗平台，內建 Xilinx, Inc.所研發具有 324-pins BGA
封裝的 Spartan-6 LX45 FPGA，以及具有 16 bit 資料

頻寬和 128Mbyte 傳輸速率的 DDR2 記憶體，板上

配備了 10/100/1000 Mbps 乙太網路晶片，以及用於

編程與資料傳輸的 USB2 埠，可接於滑鼠/鍵盤的

USB-UART 及 USB-HID 埠，並具有兩個 HDMI 影
像輸入埠及兩個 HDMI 影像輸出埠，而 AC-97 編

解碼器則用於音訊輸入、音訊輸出、麥克風和耳

機，此外還具有資料儲存的 16Mbyte x4 SPI Flash、
100MHz 的 CMOS 振盪器，48 組 I/O 佈線至擴充連

接埠，GPIO 包括了八個 LED、六個按鈕及八個滑

動開關，並附帶一個 20W 的電源及 USB 連接線。 
    該 Atlys 板包括 Digilent, Inc.最新的 Adept 
USB2 system，提供了裝置編程、即時電源監控、

自動化測試電路板、虛擬 I/ O，並簡化了使用者資

料傳輸的設備。 
 

3-3 彩色觸控液晶控制系統 
     
  在本節中，我們將實驗平台所使用的觸控液

晶，依照其電器特性分為：概觀、功能描述、啟動

順序、影像時序、背光控制、觸控螢幕、觸控螢幕

控制器等等，我們在設計彩色觸控液晶控制系統的

時候，就可以根據以上的硬體需求，將我們的控制

電路逐步利用硬體描述語言撰寫出來，並透過實驗

來加以驗證。 

    本論文所使用的觸控液晶螢幕，選用 Digilent, 
Inc.研發的 VmodTFT - Color LCD Touch Screen 作

為實驗平台，是為四線電阻式觸控液晶，內建

Analog Devices, Inc.研發的 AD7873 觸控控制器，液

晶的硬體規格為 4.3 吋彩色單點觸控液晶，其解析

度為 480 × 272 像素，色彩深度為 24bpp，最大更

新速率為 80Hz，最大觸控取樣頻率為 125kSPS，其

中內建溫度傳感器，可以檢測-40℃至 85℃，並有

脈衝寬度調變(Pulse-width modulation)控制的 LED
背光源，最後由 VHDCI 連接埠作為資料的輸入與

輸出。 
    VmodTFT觸控液晶面板可以透過VHDCI連接

埠，將觸控液晶螢幕連接到任何 Digilent, Inc.研發

的 FPGA 開發系統板上，是為同時具有輸出與輸入

的裝置。VmodTFT 觸控液晶面板上配備了 4.3 吋寬

幅式生動的彩色 LED 背光液晶螢幕，該螢幕擁有

480 x 272 固定解析度的顯示液晶，每像素 24 bits
色深。四線電阻式觸控液晶的表層由防反光塗層蓋

了整個觸控液晶螢幕，如圖 3-3-1 所示，其中跳線

JP1 為類比/數位模式切換，負責背光控制之調整。 
    本論文所使用的觸控液晶是為兩板四線電阻

式觸控液晶，並在上下 X、Y 兩板側邊以四條模擬

線路連接，透過觸控控制器建立起 FPGA 操控介

面，此觸控控制器可以使得觸控液晶透過數位串列

介面，同時驅動觸控液晶並且接收觸控控制信號。

液晶顯示部分則是透過數位並列式介面進行驅

動，LED 背光源透過板上提供的主要電流源來驅

動，LED 背光源的亮度控制可以使用脈寬調變

(Pulse-Width Modulation)進行數位化的調整，或者

可以設置如圖 3-3-1 中的跳線 JP1 進行模擬預設背

光的設定。液晶螢幕與觸控螢幕是可以獨立使用

的，當液晶螢幕啟動時，假使觸控螢幕受到干擾，

可以過濾雜訊，進而得到快速的觸控取樣頻率，在

觸控螢幕取樣期間關閉液晶螢幕時，將能得到最高

的精度和觸控取樣頻率。 
    在液晶啟動時需要遵循特定的正確操作順

序，一旦驅動信號被定義，彩色單點觸控液晶將只

能連接到具有 3.3V 電壓的 VHDCI 連接埠的 FPGA
開發套件，彩色單點觸控液晶的啟動順序如圖

3-3-2[31]所示。液晶啟動 /重置時脈需求如表

3-3-1[31]所示，t1 為液晶致能信號啟動至接收到第

一筆像素匯流排信號(TFT-EN high to first pixel bus 
signal)之所需時間，通常為 0.05-100 ms，t2 為有效

像素資料傳輸到液晶信號，使液晶顯示(Valid pixel 
data to DISP high)之所需時間，通常為 0-200 ms，t3
為液晶信號啟動使得背光開啟及背光關閉(Disp 
high to backlight on; backlight off to DISP low)之所

需時間，通常為 160 ms，t4 為液晶致能信號重置脈

衝(TFT-EN low pulse)的寬度，通常為 100 ms。 
 

 
圖 3-3-2 彩色單點觸控液晶啟動程序圖 

 
表 3-3-1 啟動/重置時脈需求表 

參數 說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單位 

t1 TFT-EN high 
to first pixel 

0.05 1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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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signal 
t2 Valid pixel 

data to DISP 
high 

0 200 ms 

t3 Disp high to 
backlight on; 
backlight off 
to DISP low 

160  ms 

t4 TFT-EN low 
pulse 

100  ms 

 
圖 3-3-3 彩色單點觸控液晶影像時序圖 
 
表 3-3-2 典型 LCD 影像時序參數表 

參數 說明 數值 單位 

fCLK Pixel clock 9 MHz 

tVA Vertical active period 272 lines 

tVB Vertical blanking period 16 lines 

tHA Horizontal active 
period 480 CLK 

periods 

tHB Horizontal blanking 
period 45 CLK 

periods 
 
    一般來說，在液晶要顯示影像時，液晶必須不

斷地與正確定時地進行資料傳輸，這筆資料包含了

來自於影像訊框的水平線資訊與遮沒週期，每個框

架由 272 條有效線和數個垂直遮沒線組成，每條線

由 480 個有效像素週期和數個水平遮沒週期組成，

影像時序如圖 3-3-3[31]所示。典型 LCD 影像時序

參數如表 3-3-2[31]所示，fCLK 為像素的時脈信號，

通常為 9 MHz，tVA 為垂直有效週期，通常為 272 
lines，tVB 為垂直遮沒週期，通常為 16 lines，tHA
為水平有效週期，通常為 480 個 CLK 週期，tHB 為

水平遮沒週期，通常為 45 個 CLK 週期。  
影像資料被傳輸到與時脈信號同步的平行介面，該

介面的時脈參數如表 3-3-3[31]所示，1/tclk 為 LCD
時脈頻率，通常為 7-12 MHz，tdes 為啟動信號在時

脈信號下降之前建立，通常為 10 ns，tdeh 為啟動信

號在時脈信號下降之前保持，通常為 10 ns，tds 為
資料在時脈信號下降之前建立，通常為 10 ns，tdh
為資料在時脈信號下降之前保持，通常為 10 ns。

LCD 啟動/重置信號特性，如圖 3-3-4[31]所示，CLK
為時脈信號， DE 為液晶啟動信號，DATA 指的是

從 R、G、B pin 組合的像素資料。 
 

 
圖 3-3-4 液晶資料傳輸與時脈交流特性圖 

 
表 3-3-3 LCD 啟動/重置時脈需求表 
參數 說明 最小

值 
最大

值 
單位 

1/tclk LCD clock 
frequency 

7 12 MHz 

tdes DE setup before 
falling CLK 

10  ns 

tdeh DE hold before 
falling CLK 

10  ns 

tds Data setup 
before falling 

CLK 

10  ns 

tdh Data hold before 
falling CLK 

10  ns 

 
    觸控液晶的背光控制，可以經由外部的跳線

JP1 切 換 類 比 和 數 位 控 制 模 式 ， 並 且 由

LED-EN(TFT_BKLT_O)pin 提供類比或數位控制的

背光亮度。在類比模式中，背光亮度由 R7 和 R10
組成的分壓器進行設定，如圖 3-3-5[31]所示，有效

值為 0.7V(最暗)到 1.4V(最亮)，在數位模式中，

FPGA 能夠驅動該腳位為 100Hz – 50kHz 的脈寬

調變信號。 
    由於我們是以數位電路驅動整個數位液晶，因

此在這組電路中我們是採用數位模式，所以 JP1 我

們調整為數位模式。在這個觸控液晶數位模式的背

光控制裡面，我們需要一個脈寬調變信號，依據觸

控液晶的規格輸入，我們發現能夠驅動該 pin 為 100 
Hz - 50 kHz 的脈寬調變信號。 
    在整片 LCD 上，最上層的部分為四線電阻式

觸控液晶，包含了兩個透明導電層，由上下兩板重

疊組成，中央由空氣層隔開，這兩個導電層形成 X
板和 Y 板，每個板在相對的兩側上，具有恆定電阻

的電極。當有足夠的力量觸碰液晶螢幕，使得 X、

Y 兩板連接導通，並形成電阻分壓器，經過適當地

給液晶螢幕偏壓和測量電極上的電壓，所觸碰液晶

螢幕上的座標將可以被確定。舉例來說，將 Y+和
Y-連接到電源上，隨著觸控的 Y 座標，X+或 X-的
電壓將呈現線性變化。相同的，將電源提供給 X
板，測量 Y 電極也可以確定 X 座標。 
    VmodTFT 觸控液晶螢幕採用 AD7873 觸控控

制器，可以將類比觸控螢幕的信號轉換為數位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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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該控制器除了可以提供觸控螢幕電流之外，還

可以測量觸控螢幕的電壓差，並透過內部的 12-bit 
類比數位轉換器加以輸出，因此藉由該控制器即可

擷取當前觸控的座標與壓力值。 
    根據這樣的電路，理論上當沒有被觸碰的時

候，我們應該輸出的電壓是 0V，經過控制器的數

位類比轉換之後會得到 000h。反之，如果我們用最

大施力去壓的話，在類比端會讀到接近 VCC 的電

壓，數位類比轉換之後會得到 FFFh 的數值，經過

實際的量測我們得到一些實驗結果，如表 3-3-4[31]
所示。 

表 3-3-4 實際的 12-bit 電壓讀數 

觸控邊角 X 讀數 Y 讀數

Top Left 096h 12Ch 

Top Right F6Eh 12Ch 

Bottom Left 096h ED8h 

Bottom Right F6Eh ED8h 
 
    根據上述的實驗值，使我們更容易判斷觸控座

標換算到觸控液晶的有效區域，如式 3-3-1 及式

3-3-2 所示，其中 Vx 和 Vy 在 X、Y 板上為電壓讀

數。 
x= (V_X-96h)/(F6Eh-96h)×480 

             (3-3-1) 
y= (V_y-12Ch)/(ED8h-12Ch)×272 

               (3-3-2) 
    上述公式假設這個液晶所使用的 X 電阻板近

似於 1024 歐姆，Y 電阻板近似於 256 歐姆。在此

同時，電路中的 PENIRQ 中斷信號可檢測液晶是否

被觸碰，較低的值表示液晶被觸碰。我們還可以利

用 Z 座標反映液晶被觸碰的壓力，控制器會對液晶

螢幕施力度進行計算出施力大小並使其顯示。 
 
3-4 基本單點觸控控制電路設計 
 
  在本節中，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在 VmodTFT 觸

控液晶面板上設計一個單點觸控控制電路，使我們

可以透過 FPGA 連結觸控液晶裡面的觸控控制器及

其驅動電路，達到使用觸控板即可驅動顯示液晶。

首先在這 VmodTFT 觸控液晶面板上進行連續不斷

地進行觸控取樣，並且當觸控發生時，立即將觸控

取樣的 X、Y、Z 座標回傳至 FPGA，使其進行座標

轉換並對應至觸控液晶之記憶體位置，最後繪製出

線條在觸控液晶上。 
    首先在主電路的部分，我們在其中分別整合了

系統控制單元電路、TFT 資料顯示電路、觸控資料

擷取電路，如圖 3-4-1 所示，我們以系統控制單元

電路作為整個數位電路的時序控制核心，負責 TFT
資料顯示電路與觸控資料擷取電路的時脈控制、重

置信號，以及按鍵信號的輸入處理；我們以 TFT 資

料顯示電路作為液晶的初始化、背光控制，並接收

換算出的 X、Y、Z 座標，輸出至液晶的記憶體位

置使其顯示；我們以觸控資料擷取電路作為液晶觸

控檢測、接收 X、Y、Z 座標並且換算其記憶體位

置，再輸出至 TFT 資料顯示電路，在本節中我們將

逐一進行介紹。 

 
圖 3-4-1 彩色觸控液晶控制電路方塊圖 

 
3-4-1 系統控制單元電路 
 

在此電路中，主要的功能是提供電路的時脈信

號和重置信號所設計的，目的是為了讓時脈週期盡

可能不會產生延遲或重置，需要一些較低頻的相對

穩態保護，所以，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或透過重置(即
穩定的時脈週期)所有狀態機和所有的控制信號進

行傳播(即不是所有的控制信號已經重置，而是依賴

基本邏輯被重置，並在重置後通過邏輯傳播的效

應)。需要這個，主要是因為在重置後，我們可能不

會得到穩定的時脈週期(即重置後取決於 PLL/DCM
的鎖定狀態)。 

 
    由於液晶啟動時需要特定的操作程序，且影像

輸出時需要配合液晶的工作時脈，我們透過工作時

脈產生電路，產生 TFT 資料顯示電路以及觸控資料

顯示電路所需的基本工作時脈，並依照其工作需求

建立步驟，利用計數器搭配適當的 enable 信號完成

時序控制，配合液晶的影像時序以及液晶初始化時

脈，如圖 3-3-1、圖 3-3-2 所示。 
 
3-4-2 TFT 資料顯示電路 
 
    TFT 控制器電路主要在 VmodTFT 觸控液晶螢

幕上驅動 AT043TN24 V.7 TFT LCD，目前提供給液

晶 480 x 272 的解析度和 1-bit 的色彩深度，為了證

明顏色差異，所以在每個像素的亮度上進行 1-bit
的編碼，我們設置最暗的黑色是 0B，可以達到最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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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素是 1B。 
    我們為了對應液晶 480 x 272 的解析度以及其

長寬，建立了一個記憶體空間，我們建立的記憶體

空間，就是一個 480 x 272 的矩陣，裡面的記憶體

配置，是一個循序編碼的記憶體位置，記憶體的編

排 方 式 為 0-479 、 480-959 、 960-1439 …

130080-130559。以硬體來說，我們建立的方式是用

一個基本時脈產生器，驅動一個計數器，計數器的

數值本身，剛好就是這些記憶體的位置，再透過工

作時脈產生器，驅動這個計數器，使其產生掃描信

號，透過掃描電路，依照工作時脈與計數器需求(記
憶體位置)，把所有需要顯示的使用者資料一筆一筆

的，透過這個計數器，把資料傳送到該對應的記憶

體位置上，畫面就會逐步產生，依次更新。 

 
3-4-3 觸控資料擷取電路 
 
    在 VmodTFT 觸控液晶面板上，觸控控制器電

路負責驅動 ADS7846 觸控轉換器，當觸控取樣產

生時，觸控控制器會獲得 X、Y 和壓力(Z)的讀數，

並利用液晶內建的 MCU 計算讀數，並且轉換成對

應的座標，再將計算出來的座標回傳至 FPGA，其

計算速率達到 3D(X、Y、Z)每秒 3900 個座標。這

些經過觸控取樣產生的座標，可以依據各種觸控液

晶的特性，縮放到實際的液晶座標，當觸控取樣持

續進行，如果只有一個觸控取樣(Z /= FFF)，那在

X、Y 軸座標上即是唯一有效的。 
    我們透過計數器產生的掃描信號，掃描整片液

晶的每個記憶體，用以判定觸控取樣是否成立，我

們將 Z 軸讀數當成偵測標的，看 Z 軸讀數是否為 0，
若為 0 則繼續掃描整片液晶。當觸控取樣發生時(即
Z 軸讀數不為 0)，先透過觸控液晶的韌體將 X、Y、

Z 軸的讀數回傳至 FPGA，並在 FPGA 記錄下來，

再將 X、Y、Z 軸讀數轉換成對應的座標，轉換完

成的座標透過 TFT 資料顯示電路，將預設的顏色填

入該座標所對應的記憶體位置，最後將 X、Y 軸座

標值輸出至 LED 使其顯示，Z 軸座標顯示於 LCD
上以確定其觸控取樣發生的位置。最後將液晶顯示

結果，輸出至栓鎖電路中，使其結果持續顯示在觸

控液晶上，流程如圖 3-4-3 所示。 

 
圖 3-4-3 彩色單點觸控液晶觸控取樣流程圖 

3-5 基本觸控與顯示電路設計 
 
    我們根據 3-4 節所敘述的電路架構，設計一個

基本觸控與顯示電路，我們希望的功能有：當我們

觸碰液晶的時候，會發生兩件事情，第一個是在顯

示介面上顯示 X、Y 軸座標值，第二個我們希望在

觸控液晶上看到顏色的變化，用來顯示我們觸控的

強度，同時也希望可以擁有記憶功能，所以當我們

觸控不同位置的時候，我們之前所觸控過的地方，

那些顏色都不會改變。 
    首先我們將整片觸控液晶點亮，並在記憶體位

置填入暗紅色，如圖 3-5-1 所示，在沒有任何觸控

發生的狀態下，整片觸控液晶呈現暗紅色。當觸控

取樣發生時，如圖 3-5-2 所示，該觸控的點呈現亮

紅色，用以檢測觸控取樣是否發生，並以 Atlys 板
上所提供的八個 LED 顯示 X 軸座標，如圖 3-5-3 所

示，以及透過 Pmod 連接埠輸出至 LED 板顯示 Y
軸座標，如圖 3-5-4 所示，Z 軸座標則由觸控液晶

顯示亮紅色，如圖 3-5-5 所示。 

 
圖 3-5-1 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未觸控時 

 
圖 3-5-2 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一次觸控 

 
圖3-5-3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一次觸控X軸座

標顯示 

 
圖3-5-4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一次觸控Y軸座

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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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5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一次觸控Z軸座

標顯示 
 
    在第一次觸控完成以後，由於其觸控的結果會

輸出到栓鎖電路，所以結果會保留在觸控液晶上，

如圖 3-5-6 所示，我們緊接著進行第二次觸控，第

一次觸控的結果仍顯示於觸控液晶上，第二次觸控

不會將第一次觸控的結果覆蓋，經過 3-4 節的電路

設計流程，我們一樣將觸控結果的 X 軸座標值輸出

至 Atlys 提供的八個 LED，如圖 3-5-7 所示，Y 軸

座標值輸出至 Pmod 連接的 LED 板上，如圖 3-5-8
所示，經過兩次觸控結果後，Z 軸座標仍然顯示於

觸控液晶上，如圖 3-5-9 所示。 

 
圖 3-5-6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二次觸控Z軸座

標顯示 

 
圖3-5-7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二次觸控X軸座

標顯示 

 
圖3-5-8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二次觸控Y軸座

標顯示 

 

圖 3-5-9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第一次與第二次觸

控結果 
    經過這些討論之後，我們發現坊間大部分做出

的單點觸控液晶，大致上的功能僅有如此而已，雖

然市場上有很多多點觸控液晶，但在成本上終究比

單點觸控液晶高出許多，接下來我們希望以單點觸

控液晶做出一些改良，使其擁有更多變化。 
 
4. 彩色單點觸控液晶電路設計 
 

根據第三章的介紹以及規格需求之描述，我們

將透過四線電阻式彩色單點觸控顯示液晶進行設

計，目的是將液晶螢幕設計為一個數位畫布，在這

個研究題目之下，我們的電路設計必須含有色彩配

置的功能，我們所使用的方法是依照記憶體的區

塊，套用一些規則，使我們規定的區塊變換出應有

的顏色，接下來我們依據色彩配置，將觸控與顯示

的功能結合，將其設計成具有按鈕功能的電路。再

利用 Matlab 將影像編碼，並透過資料傳輸與影像解

碼電路，使液晶螢幕可以還原顯示出相片。 
 
4-1 基本記憶體配置電路設計 
 
  我們的方法是先在觸控液晶上填入標準色，並

且將標準色的最高 2 位元改成暫存器，也就是將最

高兩位元定義為 Z 軸，當沒有觸控時，將最高兩位

元填入＂00＂，使第一區塊紅色區塊分成暗紅色和

亮紅色，綠色區塊分為暗綠色和亮綠色，藍色區塊

分為暗藍色和亮藍色。當有觸控時，我們記錄 X、

Y、Z 軸座標讀數並轉換成對應的座標，接下來根

據 X、Y 座標值將觸控點劃分至該對應區塊，依據

對該點施力的大小，去改變這 2 位元，再將其數值

填入觸控的位置，顯示的顏色自然就會由暗變亮，

若觸控發生在第一區塊，則該觸控的點將填入亮紅

色替代原本的暗紅色，若觸控發生在第二區塊，則

該觸控的點將填入亮綠色替代原本的暗綠色，若觸

控發生在第三區塊，則該觸控的點將填入亮藍色替

代原本的暗藍色，以此檢測觸控事件。 
    我們電路的設計概念，先將觸控的判定設定為

Z 軸座標，被觸發時 X、Y 座標就會被擷取下來，

再依據其觸控為至的座標值進行篩選，並依照其所

對應的區域，將 Z 軸運算出的座標值與後面 6 位元

做位元合併，再依照剛才 X、Y 軸的數值，將顏色

填入該區域剛才所觸碰的位置。 
    本論文所使用的觸控液晶，如 3-3-1 節所介紹，

解析度為 480 × 272 像素，並將橫軸定義為 X 軸、

縱軸定義為 Y 軸。經過 3-4 節所介紹的單點觸控控

制電路設計，我們依照觸控液晶 X 軸的解析度將其

分割成四個區塊，填入色彩深度設定為 8 位元，我

們使用的方式類似 NTSC 掃描的方式，先用一個掃

描信號去掃描整塊液晶的每個記憶體，偵測是否觸

控，如果觸控成立，再依照施力大小的程度與公

式，將最高兩位元與 Z 軸進行運算，後面再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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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把新的顏色填入原先位置後，繼續進行

靜態掃描，由於掃描速度夠快，因此手會移動無所

謂，每一個位置基本上都會掃到一次或以上，那就

可以成功的把曾經觸碰過的路徑上所有的點，全部

依照施力大小更改顏色，若將其 X、Y 軸分別分割

成兩個區塊，在觸控液晶上即會顯示為十字分割成

四個區塊，再使用 RGB 三原色並分別填入 R(紅
色)、G(綠色)、B(藍色)，由於左下角區塊也必須填

入顏色，所以我們將左方區塊填入 R(紅色)以及下

方區塊填入 B(藍色)，使其混色呈現紫色，如圖

4-1-2，經手指觸控後的結果如圖 4-1-3 所示。 

 
圖 4-1-2 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十字分割 

 
圖4-1-3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十字分割顏色變更 

 
4-2 單點觸碰控制電路設計 
 
  根據 3-5 節與 4-1 節的電路設計之後，我們盡

可能地將觸控與液晶顯示結合，所以我們希望能先

將觸控液晶設計成為一顆按鈕，並同時具備壓力偵

測的功能。首先在壓力偵測的部分，承襲了 4-1 節

的作法，我們一樣依照施力大小的程度與公式，將

最高兩位元與 Z 軸進行運算，但本次實驗是在後面

填上＂000000＂，以明顯區別出是否觸碰。在最高

兩位元基本上有四種情況，我們以＂00＂作為沒有

觸碰的定義，以＂01＂作為輕度施力的觸碰定義，

以＂10＂作為中度施力的觸碰定義，以＂11＂做為

重度施力的觸碰定義。經過全液晶不分割當作一顆

按鈕實驗成功後，得知我們的設計理念是可行的，

我們以此為基礎，再結合 4-1 節的電路設計，將其

設計流程導入至單點觸碰控制電路，如圖 4-2-5 所

示，我們將橫軸定義為 X 軸、縱軸定義為 Y 軸。經

過 3-4 節所介紹的單點觸控控制電路設計，我們依

照觸控液晶X軸的解析度將其X軸垂直分割成三個

區塊，再使用RGB三原色並分別填入R(紅色)、G(綠
色)、B(藍色)，使其順序由左至右分為 R、G、B 三

個區塊，其色彩深度設定為 8 位元，都設定為標準

色的色塊，並沒有使用混色，再將觸控的判定設定

為 Z 軸座標，被觸發時 X、Y 座標就會被擷取下來，

再依據其觸控為至的座標值進行篩選，並依照其所

對應的區域，將 Z 軸運算出的座標值與後面 6 位元

做位元合併，再依照剛才 X、Y 軸的數值，將顏色

填入該區域剛才所觸碰的位置。 
 

圖 4-2-5 單點觸碰控制流程圖 
 
    本次實驗同樣在後面填上＂000000＂，以明顯

區別出是否觸碰。在最高兩位元基本上有四種情

況，我們以＂00＂作為沒有觸碰的定義，以＂01＂
作為輕度施力的觸碰定義，以＂10＂作為中度施力

的觸碰定義，以＂11＂做為重度施力的觸碰定義。

在觸控液晶螢幕的左邊區域，我們先以狀況一

(Condition 1)作為判定，流程如圖 4-2-5 所示，再依

據上述的規則，如果觸控並沒有發生，觸控液晶將

不會顯示顏色，如圖 4-2-6 所示。如果只是輕度施

力的觸碰，觸控液晶左邊區域將顯示暗紅色，如圖

4-2-7 所示。如果只是中度施力的觸碰，觸控液晶左

邊區域將顯示紅色，如圖 4-2-8 所示。如果只是重

度施力的觸碰，觸控液晶左邊區域將顯示亮紅色，

如圖 4-2-9 所示。 

 
圖 4-2-6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單點觸碰垂直分割

未觸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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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7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單點觸碰左邊區域

輕度施力 

 
圖4-2-8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單點觸碰左邊區域

中度施力 

 
圖4-2-9觸控液晶單點觸控實驗_單點觸碰左邊區域

重度施力 
 
    以此類推，根據前面的實驗方法，結合 4-1 節

的電路設計，將其設計流程導入可以將觸控螢幕分

割為自訂的區域，觸控液晶會依照使用者觸碰的位

置顯示對應的色塊，並以亮暗程度來顯示施力大

小。 
 
4-3 多媒體影像存取電路設計 

 
根據 4-1 及 4-2 節的實驗結果，我們延伸記憶

體配置電路的設計理念，希望將每個記憶體位置分

別填入不同的色彩深度及色塊，目的是將其設計成

為一個數位相框，因此我們聯想到將多媒體影像存

取到數位電路中，並試圖將資料傳輸到液晶螢幕上

使其顯示，以下為我們電路的設計方法。 
    我們首先利用影像軟體Photo Cap 6.0將電腦裡

的影像擷取裁切成需要的大小，再透過 MATLAB 
R2009b 將影像分離成 R(紅色)、G(綠色)、B(藍色)
三層，由於本論文所使用的液晶螢幕色彩深度為

24bpp，即每像素 24 bits 色深，所以我們將影像分

離成 R、G、B 三層，再將單色色彩深度設定為 8 
bits，得到的最大值為二進制的＂11111111＂即為十

六進制＂FF＂，最小值為二進制＂00000000＂即為

十六進制的＂00＂，然後我們利用 MATLAB 把影

像的每一像素轉換為我們所需要的 R、G、B 數值

後， MATLAB 原始影像，如圖 4-3-1 所示，再透

過影像解碼電路將每一像素的 R、G、B 數值以

VHDL 硬體描述語言設計成 DRAM 記憶體的形式

儲存，最後我們將 R、G、B 三層的數值重疊在一

起，再將資料輸出至液晶螢幕，結果如圖 4-3-2。 

 
圖 4-3-1 多媒體影像存取實驗_原始影像 

 
圖 4-3-2多媒體影像存取實驗_圖形顯示於彩色觸控

液晶 
 

5. 觸控液晶圖形解鎖電路設計 
 
  在現今觸控技術發展之下，單點觸控已經逐漸

的無法滿足現實所需，因此本論文的研究方向，試

圖將單點觸控技術延伸，我們以第四章的實驗結果

為基礎，將其整合在同一個電路架構之下，目的是

將其設計成為一個滑動解鎖電路。在此之前，我們

必須在電路中加入滑動控制的功能，以下為我們電

路的設計方法。 

5-1 滑動控制電路設計 
 

  一般而言，我們所知的線條是由無數個點所組

成，而滑動則是一個物體在另一物體的接觸面上不

斷的移動。依據 4-2 節的實驗結果，我們在觸控液

晶上滑動，觸控液晶便會顯示一些線段，為了能對

於此種動作加以定義並且使其具有功能，我們便把

單一的觸控點在滑動時所產生顯示亮點的功能取

消，但在觸控部分則透過單點觸碰控制電路、計數

除頻電路以及減法電路結合，將單一的觸控點先擷

取下來，並將其設定為被減數，再啟動計數除頻電

路開始計數，在滑動的過程中計數除頻電路並不會

中斷。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再次擷取當前的單

一觸控點，並將其設定為減數，再透過減法電路，

與第一次擷取的單一觸控點作相減的動作，如此一

來，我們相減所得到的值，即是第一次擷取的單一

觸控點與第二次擷取的單一觸控點的差值，也就是

位置向量，透過上面的方法，我們可以將單點觸碰

控制電路延伸為滑動控制電路。 
    根據以上的論述，我們將第一次擷取的單一觸

控點設為 A(x1,y1)，第二次擷取的單一觸控點設為

B(x2,y2)，在滑動的過程中，透過計數除頻電路計

算滑動時需要的時間，經過我們數次的測試所取得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75 AIT / CEF 2015



的平均值，將其設定在計數除頻電路內部之後，所

測得的滑動控制的辨識成功率將達到最高。接下來

我們將兩次擷取所得到的 A、B 兩點，並將其輸出

至暫存器後，透過比較器判定其座標大小，再透過

減法電路取得兩點之間的差值，即為位置向量，確

定其滑動方向，最後以栓鎖電路將其滑動結果鎖

定，以顯示於觸控液晶上。 
    根據以上的電路設計方法，我們將其燒錄至

FPGA 內部，並透過彩色觸控液晶驗證，並依據

3-3-7 節的座標讀數以及 4-1 節的實驗結果，將其設

計成只有三種結果。舉例來說，當手指或導體觸碰

在螢幕上時，由於接觸面積過大使得感測過於敏

感，導致觸控液晶可能判定為滑動，為了在滑動時

降低誤判的機率，我們將觸控區域設計為接近手指

大小，並將未滑動時設定為紅色，如圖 5-1-1 及 5-1-4
所示，接著我們把向左滑動的動作設計成顯示綠

色，如圖 5-1-1~5-1-2，以及將向右滑動的動作設計

成顯示藍色，如圖 5-1-3~5-1-4 所示。 

 
圖 5-1-1 滑動控制實驗_向左滑動起始 

 
圖 5-1-2 滑動控制實驗_向左滑動 

 
圖 5-1-3 滑動控制實驗_向右滑動起始 

 
圖 5-1-4 滑動控制實驗_向右滑動 

 
5-2 滑動控制解鎖電路設計 
 

依據 4-1 及 4-2 節的實驗結果，我們首先依照

基本記憶體配置電路以及單點觸碰控制電路，將液

晶螢幕的大小進行等比例分割，並將液晶螢幕分割

後的區塊，分別予以定義，再透過多媒體影像存取

到數位電路中，並試圖將資料傳輸到液晶螢幕上使

其顯示，以下為我們電路的設計方法。 
    我們將基本記憶體配置電路的設計概念延

伸，使整片液晶螢幕顯示為紅色，再將本論文所使

用解析度 480 × 272 像素的液晶螢幕，我們在 X、

Y 軸座標編碼上取等比例，並依照 X、Y 軸分別平

均分割成四等份，由於 X 軸與 Y 軸因液晶螢幕的解

析度而造成長度不同，因此在進行等比例分割之

後，顯示出的分割區塊將會成為長方形，共分為十

六個區塊。接下來我們依據 4-2 節的實驗結果，將

上述實驗依照等比例分割出的十六個區塊，分別定

義出觸碰區間，換句話說，就是將整片觸控液晶設

計成十六個按鈕，如圖 5-2-1 所示，使各個按鈕可

以單獨執行並進行點亮的動作，其中，我們把 Reset
鍵觸控區域設計為滑動控制解鎖後的重置功能。 
    在觸控與顯示電路設計完成之後，我們透過5-1
節的實驗結果，將滑動控制的設計概念導入其中，

目的是把觸控液晶設計成滑動控制解鎖電路。我們

首先將滑動控制作為控制的基礎，再透過有限狀態

機將其設計為滑動控制解鎖的順序，當滑動控制解

鎖成功時，我們把 4-3 節的實驗結果作為依據，將

水平與垂直都分割四份，形成十六個區間，就可以

當作十六個按鈕作為滑動控制解鎖的介面，若滑動

控制解鎖失敗時，我們依據有限狀態機將其設計為

不進行任何動作，以待使用者透過滑動控制繼續輸

入直至解鎖成功。 
    根據以上的電路設計方法，我們將其燒錄至

FPGA 內部，並透過彩色觸控液晶驗證，並依據 4-1
節、4-3 節以及 5-1 節的實驗結果，將其設計成滑動

控制解鎖電路，而滑動控制解鎖順序示意圖，如圖

5-2-1 所示，彩色觸控液晶滑動控制解鎖電路完成滑

動控制解鎖的動作後顯示影像如圖 5-2-2 所示，滑

動控制解鎖後的重置功能，如圖 5-2-3 所示。 

 
圖 5-2-1 滑動控制解鎖實驗_滑動控制解鎖順序示意圖 

 
圖 5-2-2 滑動控制解鎖實驗_解鎖成功後顯示影像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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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滑動控制解鎖實驗_解鎖成功後重置功能 
 
  在本論文中，我們針對傳統電阻式觸控液晶的

控制，提出實現於場可程式邏輯閘陣列(FPGA)架構

的數位控制電路，來達成應用於彩色觸控液晶的目

標。文中除了簡介觸控液晶的基本驅動原理，並詳

細介紹整個數位控制電路以及相關的周邊電路的

設計概念與步驟，透過彩色觸控液晶來驗證數位控

制電路的可靠性。就整篇論文的架構、內容與貢獻

而言，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的結論： 
 
1.我們使用 Atlys� Spartan-6 FPGA 開發套件搭配

Digilent, Inc.研發的 VmodTFT彩色液晶觸控螢幕作

為實現的平台，以 VHDL 硬體描述語言來實現觸控

液晶驅動電路中所需的時脈控制、記憶體配置、資

料傳輸與影像解碼等基本控制電路，並結合其他周

邊或介面電路完成彩色觸控液晶的驅動電路。 
2.我們以 VHDL 硬體描述語言來實現簡易的彩色液

晶顯示與單點觸控控制電路，來建立具備簡單又人

性化的多媒體液晶系統輸出入控制介面電路，所有

的創意與想法皆透過實驗來驗證，包含了基本觸控

與顯示電路、基本記憶體配置電路以及單點觸碰控

制電路等，研究開發的彩色觸控液晶的驅動電路。 
3.我們將研究中所開發的驅動電路、多媒體應用電

路與相關周邊電路整合之後，實現一個以純數位電

路為基礎，沒有軟體程式、抗干擾能力強、不會中

毒或被駭客，具有完整驅動控制、多媒體影像存取

及圖形解鎖控制應用的多媒體觸控液晶控制電路

系統。 
    除了上述研究所獲得的初步結果之外，我們也

發現電路開發時會受限於所使用 FPGA 開發套

件，就是若不透過該開發套件的 VHDCI 連接埠及

Pmod 連接埠，數位控制器與觸控液晶就可能無法

進行高速輸出/入，進而達到相同的控制效果。假設

同時考硬體成本、體積以及功耗的前提下，如何將

整個多媒體觸控液晶控制電路系統移植至其他

FPGA 開發套件上，如何自行開發高速的連接器，

是本論文後續研究可以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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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PGA 模糊控制器設計外掛式溫度控制系統 

 
 

摘要 
 

  本文針對外掛式溫度控制系統，以模糊控制設

計控制架構，並且將模糊控制器實現於 FPGA 晶片

上。本系統可以運用在現有的加熱系統或致冷系統

上。我們使用 VHDL 硬體描述語言來設計模糊控制

器，可依工作需求搭配合適的溫度感測元件，透過

類比數位轉換器感測到的類比訊號轉換為數位訊

號，再傳到 FPGA 中，而回傳的溫度訊號與內部設

定的參考溫度運及時運算溫度差與溫度差變化交

由模糊控制器進行推論，產生溫度增減命令再經由

固態繼電器控制加熱器或致冷器，從而達到閉迴路

溫度控制的目的。整個系統是由溫度偵測電路、類

比轉數位電路、迴授訊號電路、誤差判斷電路、模

糊控制器電路、數位脈寬調變電路與固態繼電器所

組成，其中，對於模糊控制中的前件部歸屬值運算

電路、模糊推論引擎與規則庫對應的運算電路，選

用特定演算法產生較簡單的電路結構，可有效減少

電路面積與提高模糊控制器的運算效能。 
 
關鍵詞：外掛式溫度控制系統、FPGA、VHDL 硬

體描述語言、模糊邏輯控制器 
 
1. 簡介 
  “模糊”是人類感知萬物,獲取知識,思維推理,決
策實施的重要特徵。“模糊”比“清晰”所擁有的信息

容量更大,內涵更豐富,更符合客觀世界。而模糊控

制理論是由美國著名的學者加利福尼亞大學教授

Zadeh L. A. 於 1965 年首先提出,它以模糊數學為基

礎,用語言規則表示方法和先進的電腦技術,由模糊

推理進行決策的一種高級控制策略。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的思維中有許多模糊的概

念,如大、小、冷、熱等,都沒有明確的內涵和外延,
只能用模糊集合來描述。人們常用的經驗規則都是

用模糊條件語句表達,例如,當我們擰開水閥往水桶

里註水時,有這樣的經驗:桶里沒水或水較少時,應開

大水閥;桶里水較多時,應將水閥關小些;當水桶里水

快滿時,則應把閥門關得很小;而水桶里水滿時應迅

速關掉水閥。其中,“較少”、“較多”、“小一些”、“很
小”等,這些表示水位和控制閥門動作的概念都具有

模糊性，即有經驗的操作人員的控制規則具有相當

的模糊性，模糊控制就是利用電腦模擬人的思維方

式,按照人的操作規則進行控制，實現人的控制經驗

[1]。 

 
  模糊邏輯本身是由演算法所構成，多數的模糊

邏輯控制是以軟體來實現[2-4]，因為以軟體編寫演

算法較為容易，但是以軟體實現會有加密性不足、

可能會當機等等問題，因此逐漸發展出以硬體進行

實現，而非純粹以電腦模擬等軟體實現。 
 

  目前主要的硬體實現方式，主要可分為特殊應

用積體電路(ASIC)與場可程式邏輯閘陣列(FPGA)
兩種，本文採用方式為後者，控制晶片採用 FPGA
做為系統設計，目前為止已經有相當的成果

[5-15]，亦有搭配其他週邊電路應用於馬達控制

[16-18]。 
 

  目前多數的模糊邏輯控制器(FLC)電路，其前

件部的歸屬值運算方式，大多使用查表法的方式

[19]，優點是能夠以記憶體儲存複雜的歸屬函數，

但其缺點是當輸入數值的解析度越高時，相對需要

記憶的歸屬函數數值也越多，而會佔用龐大的電路

面積。因此，本文引用文獻[20-23]的方法，前件部

的部份使用三角形模糊集合，改良其電路結構，並

可以節省較多的電路面積。 
 

  現在的社會總是會要求速度與效率，希望可以

在更短的時間內完成事情，或是在同樣的時間內完

成更多的工作，而傳統的家電產品，幾乎都是固定

的工作時間及工作效率，本文中提出兩種常用的溫

度型家電：傳統烤箱及傳統冰箱，通常傳統烤箱及

傳統冰箱都是按照固定的模式在進行工作，因此它

們無法節省消耗的能源，烤箱再進行烘烤時還必須

要有人在旁邊守著，避免烤箱烘烤時間超過導致食

物烘烤過度，浪費掉許多的時間、能源及人力成

本。在現代，人們開發出許許多多的控制器，賦予

以前只能做固定工作的電器產品更多的功能，同時

也增加這些電器的安全性，如果我們可以讓傳統的

加熱、致冷類型家電擁有自我學習的能力，並且可

以不用花大錢購買新的產品，只需要將舊的產品外

掛上一組額外的控制器，就能夠擁有像智慧型家電

般的功能，這樣既節省金錢、時間，同時也節省掉

人力，並且也提高傳統型家電的安全性，使其更為

可靠，因此我們選擇以外掛的方式來進行，並且以

模糊邏輯控制器作為核心，達到以上的目標。 
 

  本研究以傳統型的家電：冰箱及烤箱作為改良

的對像，利用溫度感測元件測量傳統型家電內部的

溫度，接著將溫度感測元件回傳的類比電壓值透過

ADC0804 轉換為數位電壓值，再傳送至 FPGA 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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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運算，利用 LCD 液晶顯示器顯示目前的溫度

以及控制器啟動的總時間，再以模糊邏輯控制器比

較目前時間、溫度與設定的時間及溫度的誤差值作

為輸入，模糊邏輯控制器會輸出適當的訊號，並經

過數位脈寬調變電路，作為控制外部的固態繼電器

的訊號，因此溫度控制可以維持在一個適當的範圍

內。 
 

  本文的第二章為溫度的模糊控制系統架構簡

介，第三章為數位溫控模糊控制晶片設計的流程，

第四章為實驗架構與實驗結果，將感測元件與相關

周邊電路結合，最後第五章中提出本論文的結論。 
 
2. 溫度控制系統架構 
 
  本章主要的內容在於介紹整個溫度控制系統

架構的理論，並且說明模糊邏輯控制的數學架構，

以範例來說明溫度控制系統的設計方式，作為整個

溫度控制系統架構電路的設計基礎。我們設計的溫

度控制系統架構可分為下列四大部分，架構方塊圖

則如圖 2.1 所示。 

 

(1) 控制器，使用模糊控制器 

(2) 制動器，使用固態繼電器 

(3) 受控廠，加熱型家電或致冷型家電 

(4) 溫度感測器，使用 AD590 

 

 

圖 2-1 溫度控制系統架構方塊圖 

 
  其中，控制器是以模糊控制進行設計，模糊化

介面的功能是將從外界輸入的明確訊號(crisp 

signal)轉換成適當的語意式模糊訊號，將明確的

輸入映射(mapping)到特定的模糊集合空間。模糊

知識庫內含應用領域的專家知識與控制目標等資

訊，由資料庫及規則庫組成，其主要功能分別為資

料庫與規則庫。 
 
  模糊推論引擎為模糊控制器的主要核心，又可

稱為決策邏輯(decision making)，藉由近似推理作為

模擬人類思考判斷及決策的能力。最後一個步驟為

解模糊化，進行等級對應工作，將模糊輸出變數的

範圍轉換成對等的輸出論域，並將模糊推論引擎所

運算的結果轉換成明確的輸出值(Crisp output)訊
號。 
  常用的解模糊化方法有重心法 (Center of 
gravity method)、面積法(Area)、高度法(Height)、加

權平均法(Weight average method)、最大歸屬度法

(Maximum)，其中電路設計較常用的方法，加權平

均解模糊化法並沒有重心解模糊化法計算面積中

心(centroid of area)的複雜程度，在計算上的速度也

明顯比重心法快速許多，雖然其解模糊化後的明確

輸出值不如重心法的準確，但是其誤差在可以接受

的範圍內且可以減少大量的運算，因此加權平均法

在模糊邏輯控制器硬體實現中常被拿來使用。制動

器我們使用固態繼電器，因為我們的控制主要是藉

由控制通電時間來控制家電的運作，因此必須要選

擇可以耐得住高頻率切換的固態繼電器。 
  
  受控廠主要為控制家電的加熱器及致冷器，藉

由數位脈寬調變的功能來改變加熱及致冷的時

間，達到控制溫度的效果。溫度感測器我們選用

AD590，因為 AD590 在溫度改變時有良好的線性電

流變化，只要透過電阻就可以得到溫度改變時的類

比電壓。 
 
3. 數位溫控模糊控制晶片設計 
 
  本章節主要的內容為介紹數位模糊控制晶片

的控制理論、數學模型及電路架構[23]，並以範例

來說明模糊邏輯控制晶片的設計方式。模糊邏輯控

制晶片主要分為四個區塊，以下將介紹模糊邏輯控

制晶片的四大電路。 
 

3-1 歸屬值即時運算電路 
  

  歸屬值即時運算電路可分為唯讀記憶體方式

與即時運算方式，唯讀記憶體儲存方式為前後件部

模糊集合的輸出入資料用唯讀記憶體的方式儲存

於數位晶片，此種方法優點為存取快速，設計簡

單，且適用於複雜的歸屬函數，但缺點為儲存的位

元數越多雖然精準度越高，但相對的空間成本提

高，歸屬函數越多時，晶片需要儲存的空間越大，

如圖 3-1。 

 
圖 3-1 唯讀記憶體歸屬函數 

 
  另一種方式為及時運算方式，及時運算方式為

前後件部模糊集合的輸出入資料經由晶片內合成

的數位電路計算後才會得到歸屬值，此種方法優點

為當歸屬函數較多或位元數較多時，比較省面積，

在針對簡單的歸屬函數且形式相同時，有更多節省

面積的途徑，其缺點為較難實現複雜的歸屬函數，

與位元數少的唯讀記憶體設計方式相比，相對比較

耗時，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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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及時運算歸屬函數 

 
  我們選用的方法為及時運算，因為及時運算的

歸屬函數為三角形，斜率為正或負 1/2，對 N 而言，

其斜率關係為 N-63/X-0=-1/2，N=63-X/2→N=63-(X
右移一位元)，N 與 Z 的左邊互補，P 與 Z 的右邊互

補，N 與 Z 的右邊歸屬值相同，P 與 Z 的左邊歸屬

值相同，如圖 3-3，只要做出正斜率與負斜率兩組

即可，以 VHDL 設計電路架構時，可以節省電路面

積及提高電路運算速度。 

 
圖 3-3 及時運算歸屬值分析 

 

 
圖 3-4 歸屬函數值模擬結果 

 
圖 3-5 歸屬函數值實驗結果 

 
3-2 規則庫對應電路與精簡化模糊推論 

 
  規則庫對應電路為儲存應用領域的專家知識

與控制目標等資訊，由資料庫及規則庫組成，其主

要功能分別為資料庫與規則庫，當溫度誤差量及溫

度誤差變化量輸入至規則庫對應電路時，電路會經

由資料庫及規則庫產生與之相對應的輸出。如果要

分析 αβγε 四點，並建立電路。我們利用水平分割

法來分析歸屬值已建立模糊邏輯規則庫，歸屬值中

只要分析到資料有"周期性"，那麼只要"平移"，就能

以一種電路就分析到 αβγε四點。 

 
圖 3-6 利用水平分割法分析歸屬值 

 
  定義(初點 0)減少時間(LN),(交會點 63)稍減時

間(SN),(頂點 127) 維持(ZE),(交會點 191)稍加時間

(SP)，(終點 255)增加時間(LP)，將歸屬值定義成我

們的設計理念(圖 3-7)，完成後，可以看到輸出的變

化量(圖 3-8)，將歸屬值函數圖整理後可得輸入變

數、如圖 3-9，輸出變數、如圖 3-10。 

 
圖 3-7 歸屬值分析圖(1) 

 

 
圖 3-8 歸屬值分析圖(2) 

 
  根據我們所進行的歸屬值分析，可得到 5 個規

則庫，分別為 LN(減少時間)、SN(稍減時間)、ZE(維
持)、SP(稍加時間)、LP(增加時間)，其中改變的時

間是模糊控制器對後端驅動電路的控制時間，藉由

改變時間的長短達到控制受控廠溫度的目的。因此

我們可利用輸入變數與輸出變數建立規則庫，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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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輸入變數歸屬值 

 

 
圖 3-10 輸出變數歸屬值 

 

 
圖 3-11 歸屬值規則庫圖 

 
  模糊推論引擎為模糊控制器的主要核心，又可

稱為決策邏輯(decision making)，藉由近似推理作為

模擬人類思考判斷及決策的能力，根據溫度誤差與

溫度誤差變化量所觸發到的模糊集合(Index1)與
(Index2)，以查表法的形式產生出每一條規則的對應

的規則輸出(C1、C2、C3、C4)。 
 

  我們假設輸入變數溫度誤差量 E=-2，溫度誤差

變化量 dE=2，可得到圖 3-12 及圖 3-13 的結果。 
 
 

 
圖 3-12 輸入溫度誤差量為-2 

 
圖 3-13 輸入溫度誤差變化量為 2 

 
  上述輸入對於第八條規則的合適度  W8 = 

min(0.4,0.6)= 0.4  SP，min 取(E、dE)較小的值。合

適度皆取得較小的值，因為只考慮發生機率小的數

值，例如，一個 FLC 中，有 80%機率不會有問題，

但我們會考慮較小機率的20%那些會出問題的可能

性。因此我們可以將規則庫整理為圖 3-14。 
 

 
圖 3-14 規則庫與觸發規則對應表 

 
  我們將所有輸出單值對所有規則算出的合適

度的作加權平均運算，並且將整理出的觸發規則對

應表作為模糊邏輯控制器的規則庫電路。 

 
LN<="00000000"; 
SN<="00111111"; 
ZE<="01111111"; 
SP<="10111111"; 
LP<="11111111"; 

 

 
圖 3-15 規則庫電路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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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3-15 可以看出，當 clock 為正緣時，規則

庫電路會將經過歸屬值產生電路的結果 x1、x2 進

行計算，並藉由 index 找出觸發規則，輸出 A1、A2、
A3、A4、C1、C2、C3、C4。 

 

 
圖 3-16 規則庫電路實作結果(1) 

 

 
圖 3-17 規則庫電路實作結果(2) 

 
3-3 加權平均解模糊化電路 
     
  本文所提出之加權平均解模糊化電路，根據前

件部歸屬值產生電路所運算完成的歸屬函數(A1、

A2、A3、A4)以及輸入變數觸發模糊區間的旗標訊

號(Index1)、(Index2)來決定後件部的規則庫的規

則(C1、C2、C3、C4)，使用循序累加相乘的方式來

減少電路面積，以加權平均解模糊化運算出

(Quo)，後件部電路細分為累加相乘電路與除法電

路。 

 
在相加與相乘電路方面，我們選擇使用兩種方

式，第一種為面積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如圖

3-18，第二種為速度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我們

所使用的加權平均之公式為： 
((A1*C1)+(A2*C2)+(A3*C3)+(A4*C4)/(A1+A2+A3+A4) 

(3-1)式 

 

在面積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中，主要優點為

面積小，可重複使用暫存器，但缺點為因為暫存器

需要使用 CLK，所以無法立刻求解，同時因為使用

CLK 會正負緣觸發，觸發的時候(也就是 CMOS 切換

的時候)較為耗電，所以比起速度取向者而言，耗

電量較高。 

 

 

 
圖 3-18 面積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方塊圖 

 
 

 
圖 3-19 面積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模擬結果(1) 

 
圖 3-19 中，我們模擬溫度誤差量 x1=45，溫度誤差

變化量 x2=57，經過前件部運算電路後得出 A1=4、

A2=4、A3=24、A4=39、C1=191、C2=127、C3=127、

C4=63，接著在經過本章節中的加法器及乘法器電

路。在電路中，M_AREA 為分子，N_AREA 為分母。 

 

M_AREA=(4*191)+(4*127)+(24*127)+(39*63)=6777 

N_AREA=(4+4+24+39)=71                      (3-2)式 

 
圖 3-20 中，我們模擬溫度誤差量 x1=122，溫度誤

差變化量 x2=166，經過前件部運算電路後得出

A1=6、A2=6、A3=18、A4=45、C1=255、C2=255、

C3=255、C4=191，接著在經過本章節中的加法器及

乘法器電路。在電路中，M_AREA 為分子，N_AREA

為分母。 

 

M_AREA=(6*255)+(6*255)+(18*255)+(45*191)=16245 

N_AREA=(6+6+18+45)=75                      (3-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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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面積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模擬結果(2) 

   

由圖 3-19 及圖 3-20 可看出，面積型加法器及

乘法器電路的相乘累加方式為每 1個 clock 計算一

次數值，因此從開始計算到計算完成，總共需要耗

時 6 個 clock，因此從開始輸入數值到計算完成後

輸出總共需要 7 個 clock。若比對(3-2)式與圖

3-19，比對(3-3)式與圖 3-20，我們發現理論值計算

與電路實際輸出結果一致。 

 

在速度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中，主要優點為

沒有 clk，速度快、效率高，但缺點為因為純使用

邏輯閘運算，面積大，可能出現不同步輸出使結果

錯誤。 
 

 
圖 3-21 速度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模擬結果(1) 

 
  圖 3-21 中，我們模擬溫度誤差量 x1=45，溫度

誤差變化量 x2=57，經過前件部運算電路後得出

A1=6、A2=6、A3=18、A4=45、C1=255、C2=255、

C3=255、C4=191，接著在經過本章節中的加法器及

乘法器電路。在電路中，M_SPEED 為分子，N_SPEED

為分母。 

 

M_SPEED=(6*255)+(6*255)+(18*255)+(45*191)=16245 

N_SPEED=(6+6+18+45)=75                     (3-4)式 

 
圖 3-22 速度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模擬結果(2) 

 
  圖 3-22 中，我們模擬溫度誤差量 x1=122，溫

度誤差變化量 x2=166，經過前件部運算電路後得出

A1=6、A2=6、A3=18、A4=45、C1=255、C2=255、

C3=255、C4=191，接著在經過本章節中的加法器及

乘法器電路。在電路中，M_SPEED 為分子，N_SPEED

為分母。 

 

M_SPEED=(6*255)+(6*255)+(18*255)+(45*191)=16245 

N_SPEED=(6+6+18+45)=75                     (3-5)式 

 
若比對 (3-4)式與圖 3-21，比對 (3-5)式與圖

3-22，我們發現理論值計算與電路實際輸出結果一

致。此外，由圖 3-21 及圖 3-22 的時脈也可看出，

速度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的相乘累加方式完全

使用邏輯閘，並沒有使用到任何 clock，因此在速

度上較面積型快許多，但是速度型加法器及乘法器

電路必須要耗費比面積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更

多的邏輯閘，因此在電路空間消耗上也比面積型加

法器及乘法器電路來的更多。 

   
本文之加法器及乘法器電路選擇使用面積

型，因為速度型的輸出結果與 clock 無關，速度型

的輸出結果較難和需要 clock 的模糊控制晶片結

合，因此我們犧牲一部分時間，使用面積型加法器

及乘法器電路，以確保輸出為正確的。 
 
  除法器方面，我們使用 QuartusII 內建的矽智產

(IP)中的除法器進行加權平均中的除法電路運算。 
 

  我們選擇了 3 種現成的除法器電路進行比較，

分別為利用 QuartusII 中的 Help 呼叫除法器 IP，如

圖 3-23；利用 QuartusII 中的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調用除法器工具建立除法器電路，如圖

3-25、3-26；利用 ieee.numeric_std 函式庫給予除法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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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QuartusII 除法器 IP 

 

 
圖 3-24 IP 除法器模擬結果 

 
  由圖 3-24 可以看出，QuartusII 內建的 IP 中的

除法器，輸出的數值為上一個 clock 時輸入的數值，

故我們可明白這個除法器的運算時間必須要 1 個

clock 以上才可得到正確的輸出數值。 
 

 
圖 3-25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除法器 

 

 
圖 3-26 利用 Block Diagram 畫出圖形 

 

 
圖 3-27 使用 MegaWizard 除法器模擬結果 

 
  由圖 3-27 可以看出，利用 QuartusII 內建的

MegaWizard 調用的除法器，其結果與輸出的數值約

為輸入數值後經過 25ns 才可得到正確的輸出結

果，故我們可明白這個除法器的運算時間必須要

25ns 以上才可得到正確的輸出數值。 
 

 
圖 3-28 使用 ieee.numeric_std 函式庫模擬結果 

 
  由圖 3-28 可以看出，利用 QuartusII 內建的ｃ

函式庫調用的除法器，其結果與輸出的數值約為輸

入數值後經過 10ns 以上才可得到正確的輸出結

果，故我們可明白這個除法器的運算時間必須要

10ns 以上才可得到正確的輸出數值。 
 
  以上三種方法呼叫除法器皆可使用，雖然呼叫

及使用上相當方便，但是除法器相當耗費電路面

積，且運算速度皆需要最少 25ns 以上的時間才可以

得到正確的計算結果，因此我們採用另外一種除法

器電路。 
 
  此種除法器不需要 clock，因此可以將電路的速

度最大化、減少電路占用的面積，同時可以節省電

路的電量消耗，達到更省電的效果，因此我們選擇

這種除法器做為我們解模糊化中的除法運算電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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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使用不須 clock 的除法器模擬結果 

 
 
4. 實驗架構與實驗結果 
 
  本章節中我們以受控廠(加熱、致冷裝置)為對

象，配合 FPGA 的控制運算來完成整個控制系統的

架構。實驗平台如圖 4.1 所示，圖中由左至右分別

為：固態繼電器、開關、LED 顯示通知電路、類比

轉數位電路、FPGA 開發版及 LCD 液晶顯示器，其

中 FPGA 為 Altera 的 CycloneIV EP4CE10E22C8N 
FPGA 開發版。本章我們將依序說明電路的工作原

理、AD590 溫度感測元件、固態繼電器及 LCD 顯

示內容。最後將詳細介紹實作與測試之硬體實驗結

果。 

 
  

圖 4-1 外掛式溫度控制系統實體圖 
 

4-1 實驗架構 
 
  本節將介紹外掛式溫度控制系統的工作原

理，當電路啟動時，誤差計算電路會將 FPGA 內部

的溫度命令及外部回傳的溫度訊號進行誤差計

算，計算出的溫度誤差量和溫度誤差變化量會傳送

到模糊控制器中進行模糊推論，模糊推論的輸出結

果分為兩組，一組控制數位脈寬調變，另一組控制

LCD 解碼電路，LCD 解碼電路會解出正確的訊號，

並讓 LCD 顯示目前的溫度與目前的時間，而數位

脈寬調變電路會輸出訊號控制固態繼電器，固態繼

電器再對加熱、致冷器進行控制，達到控制受控廠

溫度的功能。當受控廠溫度改變時，溫度偵測電路

會回傳不同的數值到類比轉數位電路(ADC)，類比

轉數位電路再將新的溫度訊號傳送至 FPGA 中，使

FPGA 進行下一次的溫度誤差計算。 

 

 
圖 4-2 電路方塊圖 

 
4-2 AD590 溫度感測元件 
 
  AD590 溫度感測器是一種 IC 化的溫度感測

器,它會將溫度轉換為電流。AD590 的基本規格

為：(1)、溫度每增加 1ºC,它會增加 1μA 輸出電流。

(2) 、可量測範圍-55ºC 至+150ºC。(3) 、供應電壓

範圍+4V 至+30V。AD590 是一個兩端子的溫度轉

換元件，它的輸出電流與絕對溫度成正比關係且以

絕對溫度零度( -273 ºC)為基準，與操作電壓無關，,
每增加 1ºC,它會增加 1μA 輸出電流,因此在室溫

25ºC 時，輸出電流為 298.2μA，公式如(4.1)式所

示，只要在輸出端接上電阻，就可以將溫度的變化

轉換為類比電壓。 
 

(273.2+室溫)=輸出電流       (4-1)式 
 

 
圖 4-3 AD590 實體圖 

 
4-3 LCD 液晶顯示器 

 
本文中 LCD 液晶顯示器應用於顯示目前的溫

度及顯示目前啟動的時間，溫度以攝氏溫度為單位

顯示，時間以秒為單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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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LCD 液晶顯示器 
 

4-4 實驗結果 
 
  在本節中，我們將說明該系統應用於加熱型家

電上之上的結果。首先，我們將總時間設定為 7 分

鐘，溫度在 3 分半鐘以前設定為 100 度，3 分半鐘

至 7 分鐘設定為 150 度，並且在家電內部設置一個

溫度計，以確定實際溫度與顯示溫度之間是否一

致，實際測試結果如圖 4-5。 
 

 
圖 4-5 未經溫度補償的溫度曲線圖 

 
  我們發現，實際溫度與顯示溫度有誤差存在，

溫度在 100度以前顯示溫度高於實際溫度，而在 100
度以後實際溫度高於顯示溫度，為了消除這個誤

差，我們在 FPGA 中加入了一個溫度補償的計算公

式，圖 4-6 為加入了溫度補償後的測試結果，由圖

中可以看出顯示溫度與實際溫度的誤差不會超過

10 度以上。 
 

 
圖 4-6 經過溫度補償的溫度曲線圖 

 
5. 結果與討論 

 
  我們針對外掛式的溫度控制系統，提出使用

FPGA 架構的模糊邏輯控制器，來達成加熱或致冷

的溫度控制目標。文中除了簡介模糊系統的基本原

理之外，並詳細介紹整個模糊控制晶片與周邊控制

電路的設計想法與步驟，每個子電路都經過數學模

型及軟體模擬的驗證，接著合成完整的控制器電

路，並且在經過電腦與 FPGA 版的測試及驗證，最

後透過加熱型家電的實際測試來驗證模糊控制晶

片的控制效果及穩定度。未來將繼續延伸本文所製

作之模糊控制系統，並加入其他的儲存裝置，讓使

用者可以自訂使用時間及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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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叢聚型錯誤更正能力之矽穿孔即線修復結構 

 
 

摘要 

在三維晶片中的矽穿孔(Through-Silicon 
Via, TSV)，可能作為電源、時脈、同步或非同

步的連線，但最常見的使用，僅允許使用少量

級的數位邏輯以便在一個時鐘週期內進行更

正以及修復。本文提出了修復並更正叢聚型錯

誤(Cluster Error)和一個快速且調適性結構應用

在內建自我修復來校正和監測。所述架構包含

三個主要模塊，包括二維奇偶校驗檢查(Two-
Dimensional Parity Checking, 2DPC)方式與內建

自我繞線(Built-in-Self Router)電路和一個自適

應老化監視器(Adaptive Aging Monitor)，來達

到線上偵測與更正因外界雜訊干擾或製程變

異以至於讓 TSV 造成的錯誤。放大概率模型中

發展一個線性反饋移位寄存器 (LFSR-based 
noisy channel emulator)用於驗證和評估性能。

評估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架構可以在奈秒的時

間內自我測試、維修、檢測、糾正和監控錯誤。 

關鍵詞：3D-IC、TSV、Cluster Error、2DPC、
BISR、Aging Monitor。 

1. 前言  

因為積體電路規格日益嚴格、要求速度與

容量日漸提昇，在高速、低功耗與面積縮小化

的需求下，三維晶片自然成為發展的主軸。當

前的三維晶片技術是指利用 TSV 連接、晶圓薄

化與晶片接合，將傳統二維平面晶片轉變成立

體堆疊的技術，此技術將成為復興摩爾定律來

擴展限制解決問題的關鍵[1-2]。其中所遇到的

瓶頸很多，像是記憶體的多位元翻轉、TSV 連

線受到電磁干擾、熱雜訊及老化因素的影響，

就算是在測試階段後，三維記憶體的可靠性也

將成為亟待克服的難題。 

目前國內外文獻和研究計畫中，尚未發現

對即線即速修復的適用範圍及必須性做一分

析，更未對即線即速修復提出解決的策略。我

們對於 3D-IC 中的內部連線設計有系統的分類

歸劃，進一步針對即線即速修復提出嶄新的概

念與技術。由於 TSV 會受到外界的干擾而發生

錯誤，我們使用錯誤更正碼(Error Correction 
Code, ECC)來提高 TSV 的可靠性，期望修復電

路運作所產生的延遲時間，不致於影響到正常

的同步交互即線即速操作。以下為在測試後正

常操作下 TSV 擇優分配使用的情形說明；初始

運作時如圖一左(a)，一旦三維晶片受到局部方

位之電磁干擾時，TSV 可能會修復成如圖一中

(b)的情形；又當受到熱雜訊影響，TSV 可能又

會修復成如圖一右(c)的情形。為了提高 TSV 的

可靠性，我們可以通過在生產過程中的測試階

段來評估。但對於複雜製程以及干擾介面中的

TSV，任何永久性故障模型無法完全捕獲所有

間歇性故障、軟件錯誤和疲勞症狀。儘管如此，

可靠性不應僅依賴測試和修復，並且包含即線

校正和老化的監控。 

 

圖一 即線即速矽穿孔修復的概念 

關於在線和實時，在不同的設計領域和通

訊各層可能是不同且容易混淆的項目。在系統

階層延遲範圍應用一個接收器會耗費許多時

間來進行錯誤校正，和 /或自動重複任務

(Automatically Repeat and Quest, ARQ)。但在大

多數 3D-IC 架構是以 TSV 作為在各層之間高

速且即時傳輸的實際訊號通道 (circuit-level 
real-time, CLRT)。因此，即線操作時僅允許使

用少量級的數位邏輯以便在一個時鐘週期內

進行更正以及修復。在 1994 年 Blaum 提出了

使用迴轉位移的方式，把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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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完全的分散開來改善修復更正叢聚型錯誤

的問題[3]，然後再利用奇偶校驗碼來檢查錯誤

並更正它。在文獻[4]中，應用二維雙殘餘碼於

3D-IC 來即線檢測和更正 TSV。由於餘數計算

方式的影響，實際上會有嚴重的時間損失，而

性能明顯放緩。事實上在先前的文獻[5]，作者

們強調了在即線修復中快速解碼的必要性，並

用一個額外的對角奇偶校驗提出了二維奇偶

校驗(2DPC)碼。 

在 3D 集成電路互連測試之中，診斷和修

復的研究已經發展的相當完善[6]。備用 TSV 的

冗餘和重新建構已應用於克服永久性故障。各

種類型的邊界掃描電路已經開發成熟，除了用

來發送和施加測試樣式外，還用來獲取和分析

結果，並且還提供了重新配置的控制方法[7-9]。
在本文中，我們將著眼於提高即線操作的可靠

性。 

本文其餘部分安排如下，首先第二章先說

明修復更正叢聚型錯誤的概念，再來第三章講

解有關 2DPC 錯誤更正碼的基本概念，介紹內

建自我繞線電路的運作架構以及老化監控的

運作原理。電路驗證和模擬，以及通道容量的

評估將顯示在第四節。最後，第五章得出一個

總結。 

2. 背景概述 

在本文中我們考慮單個集群故障或一組

耦合的固定型故障。傳輸數位資料通過一層

TSV 會被分配成多個陣列並使用相同的 I / O
的方向。圖二示例進出站的陣列。除了一些級

別起用的控制和掃描的 I / O 可以通過另一個

數組向後傳遞，藉由本文的其餘部分來討論其

寬度 W 和高度 H 並不失一般性的單一物理陣

列，。 

 

圖二 叢聚型錯誤修復更正架構說明 

基於多功器的構想包含相臨移位器[7][8]
和內建自我繞線[9]是常見的設計用於測試階

段篩選錯誤。另一方面，ECC 在即線操作中明

顯是比較好的更正和監控機制。因此重新配置

整合 ECC 是自然且正所皆知的。然而，為了使

簡單快速的 ECC 能更正叢聚型錯誤，交錯電路

應適用於散射。如果在 ECC 解碼器應用在自我

繞線路由之前，錯誤通道將具有極高的位元錯

誤率使得 ECC 失敗。而 ECC 解碼器連接在自

我繞線路由之後的話，傳統的交錯電路技術將

會使得叢聚型大大走樣，進而導致失去更正的

能力。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制設計雙向的交

錯電路，用於 2DPC 解碼器將錯誤累計回傳，

以便為篩選出故障的集群，然後更正叢聚型錯

誤。如圖三是我們發展用來修復更正叢聚型錯

誤的自適應監控架構。 

B
ISR

D
ecoder

B
ISR

Encoder

 

圖三 叢聚型錯誤修復更正架構流程 

首先，如圖三該架構由五個主要模塊包括

2DPC 編解碼器，一組鏡像交錯電路，以及自

適應老化監控的部份。基本上正常操作階段時

資料從左邊進入經由編碼器編碼，通過 TSV 傳

送到另一層。交錯電路的主要技術將關聯

2DPC 來做說明，並且驗正錯誤累計的延遲是

來自其他模組的限制。 

3. 即線即速之自我修復調適性架構 

本文提出一種更加快速的錯誤偵測和錯

誤更正方法，使 3D-IC 中 TSV 的良率提高。再

藉由 2DPC 錯誤更正碼，其線上檢測能力可以

偵測出單一個在 TSV 上發生的錯誤，並具有即

時的更正能力。透過 BISR 的繞線架構，能使

時間消耗以及面積開銷減至最小。最後再運用

合適性修復的概念，使得 TSV 的良率可以高達

99%。 

3.1 二維奇偶校驗檢查(2D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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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稀疏節點的優勢，低密度奇偶校驗

(Low Latency Parity Check, LDPC)碼可以省時

高效的修正 CLRT 通道中的錯誤。然而主要的

好處使得先前的文獻趨近於 Shannon 極限，尤

其 是 在 二 進 制 清 除 通 道 (Binary Erasable 
Channels, BEC)。迭代或循環的解碼算法需要相

當長的潛伏期，文獻中沒有解碼器可以應用在

CLRT 通道。 

本文運用 2DPC 錯誤更正碼來更正 TSV
所產生的錯誤，相對於雙殘餘(Bi-residue)錯誤

更正碼，在更正錯誤的速度方面，2DPC 為一

個更佳且簡易的錯誤更正碼[3]。 

在簡單的 2DPC 編碼中，其中只有 n 個輸

入的互斥或閘(Exclusive-OR)來進行編碼運算，

在與殘餘碼的模數編碼運算相比時，2DPC 具

有較快速的編碼能力。並且檢測器的正交組合，

可以找到 TSV 的錯誤位置。2DPC 架構為一個

簡單的陣列架構，當資料以 N bit 輸入時，其行

與列的輸入可以表示成√N × √N，其架構圖如

下圖二： 

 

圖二 2DPC 更正碼之邏輯電路 

當輸入的資料經過編碼後，經由 TSV 傳

送i × j筆的資料，我們可以分別在 i 列和 j 行做

同位元檢測(Parity Check)運算，之後的資料經

由 And 閘輸出一個值，當 And 閘輸出端 Error
輸出的值為 1 時，我們就可以確定 Data bit 的
值為錯誤的，此時由 TSV 傳送出該位元是有發

生錯誤的，並且可以找到第 i 列第 j 行的 TSV
所輸出的這筆資料為錯誤的。另外，2DPC 再

搭配 1-D 滑動解碼演算法進行校驗，便可以讓

錯誤分散在i × j陣列中以更正叢聚型錯誤。 

3.2.1 提出的 1-D 滑動解碼演算法 

假設在 TSV 的陣列中會出現一個高為𝑏𝑏1
寬為𝑏𝑏2的區塊的叢聚型錯誤，解決此問題可以

透過以下配置：通過物理映射陣列V(r, c)映射

到邏輯陣列L(i, j)，使得每列的錯誤數最多為一，

列的範圍是0 ≤ r, i < h，而行的範圍是0 ≤
c, j < wl + w + l，然後對一維的單一錯誤更正

所提出的一個簡單的滑動演算法如下： 

 j＝c和i = r + pj𝑏𝑏1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ℎ) (1) 

其 中 正 整 數 p 是 由 最 大 公 因 數

gcd(𝑏𝑏2,𝑝𝑝) = 1來決定。為了防止兩個錯誤在同

一列同時發生。叢聚型錯誤的大小被局限在： 

 𝑏𝑏1𝑏𝑏2 ≤ ℎ和𝑏𝑏2 ≤ 𝑤𝑤𝑤𝑤 + 𝑤𝑤 + 𝑤𝑤 (2) 

下圖三為一個大小為3 × 5的叢聚型錯誤

在 1-D 的解碼陣列。其編排的方式為：輸入為

15 × 25的資料。每一列的資料被編碼成(5 +
1) × (5 + 1) − 1個位元。其中標示 p 的元件為

奇偶校驗位元，因此碼率為(25/35)。當𝑏𝑏1 = 3，
𝑏𝑏2 = 5和p = 3，陰影處的叢聚錯誤將會分散到

元件的星號處，並且被每列的單一錯誤更正碼

更正。 

 

圖三 大小3 × 5的叢聚行錯誤在 1-D 解碼陣列 

3.2.2 各種更正演算法之比較 

在此將我們提出的二維奇偶校驗檢查

(2DPC)演算法與參考文獻中 Rotation 演算法、

雙殘餘(Bi-residue)演算法做一個完整的比較。 

表一 更正碼方法的比較 

Method Cyclic 
Decoding 
Rotation 

Iteration Sliding 

Ref. [3] [4] Ours 
Codes Parity bi-residue 2DPC 
EDC SED SED SED 
ECC 𝑏𝑏1𝑏𝑏2 1 𝑏𝑏1𝑏𝑏2 
Size 

�
𝑚𝑚
4

× �
𝑛𝑛
4

 
1 𝑘𝑘 

Latency Many 
Cycles 

Many 
Cycles 

X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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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列為錯誤偵測碼 (Error Detection 
Code, EDC)，[3]、[4]和 2DPC 可以檢測一個單

一的錯誤。第五列 ECC 為可以更正的叢聚型錯

誤的大小。[3]和 2DPC 的限制是一樣的，可更

正的叢聚型大小為𝑏𝑏1𝑏𝑏2，[4]為比較原始資料與

殘餘資料，所以可更正的大小為 1。第六列為

經過演算法後可以更正的叢聚型大小，[3]可更

正的大小為�𝑚𝑚
4

× �𝑛𝑛
4
，[4]可更正的大小為 1，

2DPC 假設 TSV 的陣列為一個m = n的陣列，

𝑘𝑘為其來源的資料，換句話說也就是輸入的資

料經過編碼再由 TSV 所出來的資料為𝑘𝑘 bit，整

個資料的大小為其可以更正的大小。 

 最後一列為延遲的時間，[3]主要是

應用在通訊方面的，雖然是運用奇偶校驗碼來

進行更正，不過它要辨識第一個錯誤位元需要

花上數百的時間周期才能找到，因此其延遲時

間比較長。[4]為殘餘法，為了要與原始的資料

做比對，需要做數學上的模除法(module)，計算

的過成會經過很多個時間單位，因此延遲時間

也會變長。以上兩種方法都不適合應用到 3D-
IC 的 TSV 來進行更正。我們所提出的 2DPC
來進行編解碼的方式是使用 XOR 閘來進行運

作，它是利用水平與垂直方向的奇偶校驗來進

行編解碼，速度方面也來的快許多，因此 2DPC
是在實際時間內最適合應用在 3D-IC 上來解決

TSV 的錯誤。 

3.2 內建自我繞線電路(BISR) 

本文提出的連線修復概念是從 M 個 TSV
中，挑選出前 N 個有效 TSV 來，進入正常操

作階段。BISR 是經由有效位元 Vj 與各個矽穿

孔 TSVi 所自動連結而成；TSV 經由內建自我

測試(BIST)或是從錯誤更正碼(ECC)檢測器，來

計數位元錯誤率(BER)。經由 ECC 缺陷檢測後，

會回傳偵測結果的位置，當 BER 大於一個門檻

值時，此時與 TSV 相連的有效位元 Vj 將會被

標記。其輸出端 IO 的資料將由好的 TSV 從左

邊從上而下連結[7] [8]，接下來此節將會詳細

講解 BISR 單一的基本單元與和 TSV 整合的內

建自我繞線架構。 

先前提出的優先權開關網路具有原先的

優先選擇權概念並改進了偵測錯誤位址的回

傳，如圖三顯示為一個 i 列和 j 行的基本單元，

此邏輯電路有 4 個輸入端和 3 個輸出端，經由

TSVj 傳送的資料會由 Aij 控制開關 Sij 來決定

是否傳送，當 Aij 為高準位時會使輸出端 IOi
導通。此時，TSVj 傳送的資料會經由開關 Sij
傳送到 IOi 輸出。 

 from  TSVj

Vj
L(i-1)(j-1)

Lij

IOi

Li(j-1)

Sij

Aij

Bij

Li(j-1)

ERA

Cij

Ej

i

 

圖三 優先權開關 

圖三中左上角的 L(i-1)(j-1)的準位為高優

先權選擇器，Vj 則是代表 TSV 的好壞，Li(j-1)
則是表示前一級的的 Lij 是否為高準位，Lij 則
表示下一級的 Li(j-1)是否為高準位，如公式(4)
所示，開關 Sij 經由和(AND)閘 Aij 所開啟，只

有當左上角的部分已經被高優先權所連結，相

連的TSV是有效的而左邊的部分還未被連結。

Sij 的導通公式如同(3)所示。並且如公式(5)所
示，由偵測到的錯誤位址ERA𝑖𝑖回傳錯誤累計數

E𝑗𝑗。 

 Sij=VjL(i-1)(j-1)Li(j-1)�������  (3) 

 𝐿𝐿𝑖𝑖𝑗𝑗 = 𝑆𝑆𝑖𝑖𝑗𝑗 + 𝐿𝐿𝑖𝑖(𝑗𝑗−1)  (4) 

 𝐸𝐸𝑗𝑗 = 𝑆𝑆𝑖𝑖𝑗𝑗 + 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𝑖𝑖       (5) 

再者決定出 Sij 是否導通，然後從左側和

頂部接續往下決定出各個開關是否導通。 

 0 1 0 1 1 1

1

IO2

IO3

IO4

IO

ERA2

ERA3

ERA4

1ERA

TSVV TSV1 TSV2 TSV3 TSV4 TSV5 TSV6

 

圖四 矽穿孔內建自我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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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表示出在一層的架構有 6 根 TSV 和

4 個 IO 的例子。整個繞線順序如下，第一列，

在 TSV1 與 IO1 相交的單元，因其 V1 值 0，所

以該 S11 沒有導通，所以 L11 傳送 0 的訊號給

右邊單位，在 TSV2 與 IO1 相交的單元接收到

左邊的訊號，加上 V2 值為 1，所以 S12 導通，

並傳送 L12 等於 1 的訊號給右邊單位，所以右

邊 S13 沒有導通；第二列，TSV2 與 IO2 相交

的單位，接收到來自 L11 為 0 的值，因此 S2 不

導通，並傳 L22 為 0 的值給右邊單位，而 S23
因為 V3 值為 0 也不導通，並傳 L23 為 0 的值

給右邊單位，在 TSV4 與 IO2 相交的單元接收

到左邊的訊號，且 V4 的值和左上角 L13 的值

皆為 1，因此 S24 導通，接下來的順序以此類

推，最後的結果為 TSV2 連接到 IO1，TSV4 連

接到 IO2，TSV5 連接到 IO3 而 TSV6 則連接到

IO4，完成修復順序。另外錯誤位址 ERA1 在偵

測之後，會經由繞線電路回傳至計數器累計錯

誤。 

因為冗餘的 TSV 數量是限制在 2 個，因

此只需要 12 個優先權開關單元。其公式如(6)
所示，其中 P 為優先權開關單元，M 為矽穿孔

數量，N 為 IO 數量。 

 𝑃𝑃 = (𝑀𝑀 −𝑁𝑁 + 1)𝑁𝑁  (6) 

假設 M=1005、N=1000 帶入公式可得到

(1005-1000+1)x1000=6000 個開關單位，而交叉

開關則需要 1005x1000=1005000 個開關單位，

因此與交叉開關網路相比，我們的面積可以節

省達到 99.4%，而且在我們的架構中，最左邊

的開關單位還可以進一步縮小。 

雖然提出的優先權網路類似於交叉開關

結構，在其他文獻中，沒有任何技術針對 TSV
提出使用交叉開關的內建自我繞線(BISR)結構，

因為交叉開關結構需要一個複雜的開關邏輯

或是開關演算法。然而，建議的內建自我繞線

(BISR)為 TSV 提出一個漂亮且有規則的架構，

使得修復率在只有一個 TSV 錯誤時，則所有的

架構都可以完整修復，當M > 𝑁𝑁且 TSV 的錯誤

數量不超過冗餘數量，則還是可以完整修復。 

3.3 老化監控(Aging Monitor) 

一般大多CLRT老化監控假設續航時間有

些正比於維持的寬限在空閒時間或電壓下降，

並利用其中用於感測的部分[10][11]。然而 ECC
是毫無疑問的是一種無嚴重影響性能的有效

和高效的方法。本文調適性老化監控器合宜地

開發出如圖六(a)所示。所有校正信號被累積在

一個位元錯誤(Bit-Error,BE)累加器。累加器會

在適當週期遞減來刷新，並且可以通過可模組

裝載的計數器來實現。一旦計數器溢出最顯著

位（Most-Significant Bit ,MSB），我們將確認系

統進行適當的應急管理。 

圖六 調適性修復流程 

如果一個簡單的錯誤累加器便於對應到

每個通道如圖六(b)所示，老化信號Agingij可以

進一步回饋到 BISR 用於即線修復 TSV。權衡

面積開銷，錯誤累加器可以是具有好幾位元的

長度。需要注意的是有效旗標在週期觸發時也

就重新配置完成了，而且不會受到監控和掃描

時間的影響。 

3.4 全域架構 

在研究調適性修復結構中，發展出以最低

衝擊並具更正之錯誤更正結構，有效應用在

3DIC 中連線的自我修復；結合低衝擊具更正之

錯誤更正結構和內建自我繞線電路，來建立

3DIC 中連線的即時即速修復電路。 

在不同等級 ECC 同時作為初級更正及偵

測下，做適性修復的結構；對於一般高速邏輯

電路要在同一週期內完成交換，其編解碼電路

的延遲須在 TSV 連線的延遲等級以內，此時的

ECC 使用 2DPC 來發展，以期 Latency 限制在

約 10 層 XOR trees 內。然而，為了即時更正，

只能使用快速解碼的 Low-latency ECC，通常限

制在單一錯誤更正(SEC)，除非原本為了多錯

誤更正能力已具足夠延遲容限的記憶體，也因

此限制測試後適用之錯誤率上限；而降低錯誤

率上限必須以即線修復來擇優更正。 

BISR 中的內部連線網路(Interconnection 
Network)，主要是探討在N 條連線中冗餘 S 條
備份線(Spare)，在 M=N+S 條連線中有序或無

序選擇出 N 條有序線來。我們已發展出如圖四

以迭代式邏輯陣列(Iterative Logic Array, 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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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即線即速修復結構 

 

的設計方式來設計優先權通道集中電路，

雖然重新繞線的時間較長，但是 TSV 連線的

時間損耗(Time Penalty)幾乎已達到最佳化。 

完整在正常操作階段連結各層溝通運作

的情形，所示如圖七。我們將架構擴展到 N 層

討論時，主要區塊可以分類為三種角色:編碼層

(Encoder)、次要解碼層(Slave Decoder)以及主要

解碼層(Master Decoder)，另外當資料傳輸通過

TSV 時都會經過一組鏡像的 BISR。 

開始運作時資料從 Tier1 進入編碼，通過

TSV 傳送到 Tier2 和 Tier3。在主要解碼器層，

每當 ECC 更正且偵得錯誤時，會將錯誤位址經

BISR 回傳至有效的 TSV 上搭配的錯誤累加器

累計；一般正常操作時錯誤累計並不影響

2DPC 跟 BISR 的處理速度，而當錯誤暫存器超

過錯誤上限(Error Limit)時，才會跟隨時脈訊號

觸發。將有效旗標(Valid Bit)經由一固定負責傳

輸有效旗標的 TSV 傳送有效旗標至各層。根據

有效旗標來同步切換連線，連線的時間耗損僅

為開關切換的時間，整體電路的運作時間幾乎

由 2DPC 以及 BISR 所佔據，因此不影響正常

速度與操作。 

4. 驗證與分析 

在接下來的驗證與分析部份，我們將以圖

三的修復流程做為實驗實現。在正常的操作環

境之下，採用台積電.18 的製程進行模擬，其中

使用了一種線性反饋移位寄存器(LFSR)當做

錯誤觸發模型，使得我們能夠在整體電路在模

擬中觀察錯誤發生的情形，以及自行修復恢復

成正常運作。 

在圖八中是一種線性反饋移位寄存器為

基礎的噪聲信道仿真器開發用於在放大的概

率模型驗證體系結構和性能評估。即位元錯誤

率從通常約10−12 − 10−18放大到10−3使用

Verilog 來驗證功能。 

 

圖八 錯誤觸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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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實驗結果的比較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case5 單位 

資料大小

(Data size) 256(16x16) 400(20x20) 576(24x24) 784(28x28) 1024(32x32) bits 

編碼資料
(Codeword) 289  441 625 841 1089 bits 

TSV數量 291 443 627 843 1091  

功率(Power) 34.02 51.29 73.63 99.91 133.7392 mW 

面積(Area) 538212 823344 1166735 1570297 2033907 (um)^2 

時間(Time) 69 103 144 193 249 ns 

本次實驗結果如上表二，我們設計了各種

大小的電路模擬；第二列為資料大小，是以方

形矩陣大小傳輸，第三列為經過 2DPC 後的編

碼資料。在此我們將冗餘的 TSV 數量固定在兩

根，第四列的 TSV 總數包含了冗餘的 TSV；然

後，第五列是功率的評估，第六列是面積的預

估以及第七列是時間的評估。 

由二、三列的資料大小和編碼資料，可以

得知程式碼率趨於優化。而在我們的電路中為

了使得軟性錯誤跟硬性錯誤都能夠得更好的

修復更正方式，所以整合了錯誤更正碼和自我

繞線電路，這導致我們的面積覆蓋率增加不少；

但是 BISR 經過改良設計之後，由結果顯示資

料大小由 16x16 bits 擴展至 32x32 bits 時，資料

量成長了四倍，不過面積變成了 3.78 倍，表示

面積並沒有跟資料成等比列成長。 

最後，在時間評估的部分，也可以看出總

體時間也沒有隨著資料量增加而增加；雖然說

繞線電路將資料傳輸重新導向會耗損掉一部

分時間，不過藉由有效位元配置的繞線路徑可

以使整體走線達到最佳優化的繞線效果。而且

老化監控的運作，平時不不會影響到組合邏輯

電路的操作時間，僅僅在錯誤發生總數累積到

錯誤上限時，才會依 Clk 時脈一起切換，將 TSV
上的有效位元重置，並不會影響到整體的即線

即速修復過程。 

5. 結論 

就本團隊研習所知，需要線即速修復的適

用範圍及必須性作一分析，並即線即速修復提

出解決的策略。當 TSV 數量與三維晶片容量增

加時，即線即速中的可靠性便無法只有依賴離

線的預燒(Burn-in)及測試可以保障，使得即線

即速修復益形重要。目前研究初步成果，我們

已經提出了一種自適應架構，能夠高速即線即

速測試、修復、更正以及監控叢聚型錯誤的發

生。從模擬和評估得知我們的工作可以在 O(n)
時間 wh 大小的 TSV 陣列中糾正 w 位元的叢

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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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單根蛇形延遲線(Serpentine 

delay line)應用在高速數位電路板上不同繞線

方式對訊號完整度的影響。本文將針對幾個實

際應用的例子，模擬其結構並針對不同的結構

圖中之主要的信號雜訊來源進行分析，其主要

雜訊來源是傳輸線間的串音(Crosstalk)雜訊干

擾，經由建立結構圖後再利用不同的參數變化

及繞行走線方式量測幾個重要的參數進行分

析比較，參數例如時域穿透波形(TDT, Time 
Domain Transmission)、時域反射波形 (TDR, 
Time Domain Reflection)及眼圖(Eye diagram)
等等的模擬結果分析取得有效的資訊。經由實

驗應用到數位電路板上進行實體量測，最後利

用模擬後的結果與實體實驗的結果來確認模

擬與理論的驗證差異。 
關鍵詞：TDT 時域穿透波形、TDR 時域反射

波形、串音干擾、單根蛇形延遲線、眼圖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study of different 

wiring methods’ signal effectiveness of serpentine 
delay line’s application on the high-speed digital 
circuit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imary signals simulated in several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diagrams of actual 
applications. The main source of statics is 
crosstalk between transmission lines. After 
establish diagram and than obtain effective data 
by comparing measurements of major factors 
such as time domain reflector (TDR) and time 
domain transmission (TDT), and Eye Diagram. 
Through applying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to 
high-speed digital circuits and finally field tested 
to confirm variations between simulations and the 
actual field test. 

1. 前言  

在數位訊號電路佈線下，從 IC 晶片輸入端

或輸出端之訊號的阻抗的匹配是重要課題，電

路佈線以延遲線的佈局方式藉以達到訊號間

的穿透與反射情形來確認訊號品質，但因此也

造成訊號延遲線本身所形成耦合雜訊的問題

且串音雜訊也因而產生，在延遲線間考量走線

長度、線距及繞行方式可以減少或抑制串音雜

訊方法，本論文將針對此提出分析單根蛇形延

遲線的特性。 

2. 主要內容  

 一個高速通道耗損可能不再被忽略，因為

它們可以帶來顯著串音干擾、阻抗不匹配、模

式轉換，以及其他不良的影響。從一個系統的

角度來看，這些影響可能會增加系統故障或操

作延遲的風險，由於信號完整性、EMI 輻射或

兩者的 AC 耦合電容被認為是導致系統故障或

誤判的影響程度並不大，但產品講求高效率、

精細且薄小，所以業界也越來越關注這些微的

影響因素。 

 單根蛇形延遲線平行線段會產生串音干

擾，進而因為串音現象產生許多雜訊問題，引

起在時域的時域穿透波形 TDT、時域反射波

形 TDR 及眼圖等可產生並觀察出階梯波

(laddering wave)和漣波(ripple)，造成電位誤判

及傳輸效率的損耗。由[1]-[3]文獻中針對蛇形

與螺旋狀傳輸線進行 TDT、TDR 及眼圖模擬

與實驗並對傳輸線的串音干擾有詳細的研究

與說明。 

 這些研究都集中在耦合結構的單根蛇形

延遲線的時域進行探討，本文將除了研究單根

蛇形延遲線行徑變化對串音雜訊干擾的影

響，應用[14]-[15]ADS軟體進行模擬及分析並

驗證其結果。 

 

2.1 單根蛇形延遲線雜訊產生原理 

串音是一種訊號干擾的現象，產生於兩條

相鄰佈線訊號的電磁耦合，相互影響訊號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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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所造成的干擾。兩平行導線在電源及阻抗

匹配的情況下會因電磁耦合而產生互感與互

容現象，兩線間耦合雜訊與走線的方式及電路

板材質都會影響雜訊干擾狀態，不會有嚴重的

反射干擾產生，因此傳輸線間的傳輸干擾皆為

串 音 雜 訊 (Crasstalk)。 互 感 Lm (Mutual 
inductance)是電場效應與互容 Cm (Mutual 
capacitance)磁場效應現象。 

    

    近端串音雜訊與遠短串音雜訊在負載上

所產生的波形如圖 2.1，當訊號端從傳輸線之

傳送端開始向右傳送電壓時，產生一個近端雜

訊向左傳送，以堆疊的方式形成波形，因為與

訊號傳送方向相反，也可稱為向後串音雜訊

(Backward Crosstalk)；而遠端串音雜訊則透過

累積的方式形成波形，由受擾端的接收端傳送

電壓，形成 Tr 波形，因為傳送方向與訊號傳輸

同方向，所以又稱為向前串音雜訊(Forward 
Crosstalk)。 

近端串音雜訊電壓是指Near-end接收到的

電壓，遠端串音雜訊電壓是指 Far-end接收到

的電壓，V 為輸入訊號電壓，Tr 為訊號上升時

間(Rise time)，TD 為傳輸線延遲時間(Time 
Delay)。 

    接收端與傳送端接收到的串音雜訊，近端

串音雜訊透過堆疊的方式形成其波形為 2TD
時間寬度；遠端串音雜訊則透過累積方式形成

波形其波形為 1TD 時間寬度。 
近端串音與遠端串音訊電壓與電感電容

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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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根蛇形延遲線是佈局中經常使用的一種

走線方式，其目地就是為了要調整訊號傳達的

時間，滿足系統時序設計的要求。其中最重要

的兩個參數就是平行耦合長度(L)及兩線間耦

合距離(S)，傳輸訊號在單根蛇形延遲線上傳輸

時，兩平行的線段之間會產生耦合現象，耦合

間距 S越小則平行耦合長度 L 越大，產生的雜

訊耦合也越大。容易導致傳輸延遲時間減小，

且因串音干擾使得傳輸訊號品質變差。 

Vs #1

#2

#3

#4

#5

Vs #1

#2

#3

#4

#5

L
Transmitter

Rs Ideal Short

RL

Receiver

 
圖 2.1 單根蛇形延遲線走線示意圖 

 

 
圖 2.2 單根蛇形延遲線剖面圖 

 

    根據微帶線結構來分析如圖 2.2 所示，微

帶線結構是數位電路板最上層的結構。電壓大

小為 Vs，單根蛇形延遲線走線段數為 N=5，每

一段長度為 L，上升時間為 tr，兩平行傳輸線

距離為 S，線徑寬度為 W，使用蛇型繞行走線

方式，於兩端加電阻且阻抗匹配避免反射，相

鄰兩傳輸線會因耦合效應形成串音干擾，在接

收端(Transmitter)及傳送端(Receiver)會產生的

串音干擾雜訊電壓。 

 

    假設一條傳輸線時間延遲為 TD (Time 
Delay)，單根蛇形延遲線(N=5)為理想短路線忽

略轉角效應僅討論其耦合效應，分析近端串音

雜訊電壓(Near-end Crosstalk Voltage)即向後串

音雜訊電壓(Backward Crosstalk Voltage)。 

    單根蛇形延遲線接收端的串音雜訊產生

方式為當訊號傳輸時間 t=0TD 時，電壓產生

Vs輸入第一條傳輸線與鄰近的第二條傳輸線因

耦合效應(互容、互感)即產生近端串音雜訊電

壓往右至第三條傳輸線傳送。 

    當 t=0~1TD時，信號在第二條傳輸線上往

左傳送，但因耦合效應第一條傳輸線會產生近

端串音雜訊電壓往右至第二條傳輸線傳送。對

第三條傳輸線耦合也形成近端串音雜訊電壓

與訊號在 t=1~2TD 耦合所產生的雜訊電壓堆

疊，訊號往右至第四條傳輸線。 

    當 t=2~3TD時，輸入訊號經由第二條傳至

第三條傳輸線時，第二條傳輸線因耦合效應產

生近端串音雜訊往左至第三條傳輸線，與

t=1~2TD 耦合產生近端串音雜訊電壓推疊傳

送。對第四條傳輸線產生近端串音雜訊電壓往

左至第五條傳輸線，與 t=0~2TD 耦合產生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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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音雜訊電壓堆疊傳送。 

    當 t=3~4TD時，經由第三條傳輸線向右傳

至第四條傳輸線，對第三條傳輸線因耦合效應

產生近端串音雜訊電壓往右至第四條傳輸

線，與 t=1~3TD 耦合產生近端串音雜訊電壓堆

疊傳送。對第五條傳輸線產生近端串音雜訊電

壓，與 t=0~3TD 耦合產生的近端串音雜訊電壓

堆疊形成第一組雜訊電壓往接收端輸出。 

    當 t=4~5TD時，經由第四條傳輸線向左傳

至第五條傳輸線時，對第四條傳輸線因耦合效

應產生近端串音雜訊電壓往左至第五條傳輸

線，與當 t=1~4TD 時耦合產生的近端串音訊電

壓堆疊傳輸形成第二組雜訊電壓並往接收端

傳送。 

 
圖 2.3 單根蛇形延遲線接收端串音雜訊圖 

 

    單根蛇形延遲線傳送端的串音雜訊形成

過程，將 N=5的蛇線設為理想短路線，並忽略

轉角效應，單純看其耦合效應，以分析遠端串

音雜訊電壓(Far-end Crosstalk Voltage)即向前

串音雜訊電壓(Forward Crosstalk Voltage)。 

    當訊號傳輸時間為 t=0~1TD 時，電壓 Vs

輸入第一條傳輸線時，與鄰近第二條傳輸線因

耦合(互感、互容)而產生遠端串音雜訊電壓，

往右在第二條傳輸線傳送。 

當訊號傳輸 1TD 時間後在第二條傳輸線

上往左傳送，同時對第一條傳輸線耦合，產生

遠端串音雜訊電壓，與訊號在 t=1~2TD 耦合雜

訊電壓疊加，往左至第一條傳輸線傳送。再對

第三條傳輸線耦合產生遠端串音雜訊電壓，往

左至第三條傳輸線上傳送。 

當訊號傳輸時間為 t=2~3TD 時，經由第二

條傳輸線至第三條時，對第二條傳輸線耦合產

生遠端串音雜訊電壓，往左至第三條傳輸線與

t=1~2TD耦合產生遠端串音雜訊電壓堆疊後傳

送成為第一組雜訊電壓。對第四條傳輸線耦合

產生遠端串音雜訊電壓再與 t=0~2TD 耦合產

生的近端串音雜訊電壓堆疊往第四條傳輸線

傳送。 

當訊號傳輸時間為 t=3~4TD 時，經由第三

條傳輸線至第四條，對第三條傳輸線耦合產生

遠端串音雜訊電壓，往右至第三條傳輸線與

t=1~2TD耦合產生遠端串音雜訊電壓堆疊後傳

送成為第二組雜訊電壓。對第五條傳輸線耦合

產生遠端串音雜訊電壓往接收端輸出，同時第

一組 t=1~3TD 時產生遠端雜訊電壓往第一條

傳輸線傳送。 

當訊號傳輸時間為 t=4~5TD 時，經由第四

條傳輸線至第五條，對第四條傳輸線耦合產生

遠端串音雜訊電壓，與 t=3~4TD 耦合產生遠端

串音雜訊電壓堆疊傳送成為第三組雜訊電

壓。往右至第四條傳輸線傳送，此時第二組訓

電壓至第二條傳輸線向右傳送，而第一組雜訊

電壓至第一條傳輸線輸出。 

( ) endfarVN −×2

 

圖 2.4 單根蛇形延遲線傳送端串音雜訊圖 

 

2.2 模擬與量測驗證 

    單根蛇形延遲線在串音干擾的影響下，在

設計數位電路時需注意其電壓位準的判斷，避

免系統誤動作，時間延遲也需考量。 

 
圖 2.5 單根蛇形延遲線訊號佈線圖 

 
    利用 ADS軟體對單根蛇形延遲線串音雜

訊進行模擬和比較，觀察其延遲時間變化和對

波形所造成的影響。蛇形延遲傳輸線上視結構

如圖 2.6，輸入電壓源為 Vs=2V，上升時間為

tr=50ps，傳輸線每段長度 L=1000mil，段數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999 AIT / CEF 2015



N=5 ，圖 2.7 和圖 2.8 為線長與繞行變化 TDR
和 TDT 模擬結果圖。 

     
(a)           (b)            (c) 

     

                  L

#1

#2

#3

#4

#5  
(d) (e) 
 

圖 2.6 單根蛇形延遲線繞線模組(a)等長 Case 
1(b)Case 2(c)Case 3(d)Case 4(e)Case 5 
 

 
圖 2.7 TDR單根蛇形延遲線線長變化模擬結果 

 

 
圖 2.8 TDT 單根蛇形延遲線線長變化模擬結果 
 

TDR模擬圖中，Case 1 and Case 5在第一

個電壓下降部分沒有明顯的差異，因為其兩段

的平行線長度相等，所以產生的遠端串音雜訊

相同。Case 2、Case 3及 Case 4明顯比 Case 1
在第一個電壓降的時間有明顯得落差，主要為

遠端串音雜訊所造成。 
    TDT圖顯示在階梯坡有明顯的時間差，主

要因為斷數差異所產生，當長度空間足夠時，

採取正規佈線方式會有較好的抗雜訊能力。

Case 1及 Case 5在時間與階梯波相同，其餘三

個 Case延遲時間與階梯波形也大致相同，因此

這與降低階梯波對系統的影響，段數的變化是

設計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TDR (V) TDT (V) 

Case 1 0.970 0.030 

Case 2 0.969 0.036 

Case 3 0.968 0.030 

Case 4 0.970 0.036 

Case 5 0.934 0.027 
 

表 1：單根蛇形延遲線 TDR 第一個壓降坡電壓

及 TDT 第一個階梯波電壓模擬結果 
 

    眼圖的部分模擬結果如圖 2.9，其分析主

要參考數據代表，W 為眼寬；O 為眼開；J 為

抖動參數。在 Case 1及 Case 5中有較大的抖動

現象，因串音雜訊，同時切換輸出在週期性發

生的干擾訊號。 

 

 
圖 2.9 單根蛇形延遲線眼圖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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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width 

(V) 
Eye width 

(V) 
Jitter 
(ps) 

Case 1 1.960  0.950  5.321  

Case 2 1.986  0.957  1.773  

Case 3 1.986  0.966  1.773  

Case 4 1.986  0.975  1.773  

Case 5 1.968  0.964  3.547  
 

表 2：單根蛇形延遲線眼圖模擬結果 

3. 結論 

    本文所討論得重點為單根蛇形延遲線的

佈局設計方式，透過信號同步應用於印刷電路

板不同的佈線設計來模擬單根蛇形延遲線在

時域、頻域及眼圖上的特性，來比較信號線串

音雜訊的完整度及延遲時間。根據結果可以歸

納出下列幾項重點： 
A. 平行線段長度 

 單根蛇形延遲線的平行線段長度會因串

音或耦合影響訊號完整，造成信號失真也降低

音平行走線而產生的電磁場之互容與互感效

應。 
B. 平行線段兩鄰近線段距離 

 單根蛇形延遲線之兩平行線段的距離會

影響串音雜訊，間距越大越可以抑制串音訊

號。 
C. 平行線段走線的變化 
 單根蛇形延遲線的繞線變化可以改變其

共振頻率，並有效減少 PCB佈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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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低時脈負載之低功率正反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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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電路時脈 (Clock, CLK)所驅動的

CMOS數量較多，因此在資料停止切換時，依

然有相當大的功率消耗，因此大幅減少功率消

耗有一定的難度。本論文為改善傳統電路CLK

驅動數量的問題，利用設計的技巧與原理來降

低時脈所驅動的數量，因CLK越多，造成功率

消耗上升，因此我們從電路的根部開始改善，

來減少功率消耗，便成功達到低功率的要求。 

關鍵詞:  正反器、低功率、時脈 

 

Abstract 

Conventional circuit clock will push lots of 

CMOS, so when data stop switch, there still have 

power consumption.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the number of CLK-driven 

gates. To use this desig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CLK-driven gates. Because of more CLK-driven 

gates will increased power consumption. Thus we 

improve from the base of the circuit. hope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will successfully 

achieve low power circuit. 

Keywords:  Flip Flop、low power、CLK 

 

1. 前言 

在科技進步的時代中，製程微縮使得我們

的電路有較小的尺寸，在電源需求部分也不斷

的降低，因此現在市面上的電子產品都朝向低

電壓、低功率與小面積的方向邁進。在一個數

位系統設計中，儲存元件（Storage Element）

在電路系統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將會直接影響到整個電路系統的操作速

度及功率損耗，其中正反器在數位電路中應用

最為廣泛，有關記憶元件都與它們脫離不了關

係，若改善正反器則可以大幅改善電路整體效

能也能改善生活周遭所有記憶元件，例如:電腦、

手機…等等相關記憶元件[1-4] 近年隨著製程

的縮減與進步，充電式電池之可攜式消費性 3C

電子產品日漸增加，使用者需長時間使用電子

產品，而在有限的電源供應下，對於低電源電

壓、高速、低消耗功率技術的積體電路設計顯

得更加重要，高速時，電路必須具備有低功率

的輸出，實現高速低功率損耗的方法包括降低

工作電壓和提高工作頻率，故高速、低功率數

位電路已成為重要研究的重點之一[2]。 

 

圖一、傳統 TG 正反器邏輯圖 

目前市面上採用的正反器多是使用 TG 架

構組成之正反器，因該電路結構簡單且穩定性

高，速度方面也不慢，晶片佈局的面積也在接

受範圍，故該電路已為市場的需求，電路邏輯

圖如圖一所示。大部分正反器是由 2 個 latch

所組成，故需要 CLK 與 CLK      ，如此才能使第

一級 latch抓取Data，而第二級 latch送出該Data，

Data

Clock
Clk-bar

Clk

Clk-bar

Clk

Clk Clk-bar

Clk-bar

Clk

Clk-bar Clk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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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 TG 架構因素，CLK 端需加 2 個反向器組 成一組緩衝器(Buffer)讓資料較快抓取。

TG 架構與 CMOS 最大不同是它的輸出是

訊號的傳遞所得，而 CMOS 是 VDD 與 GND

所得，所以當電路過大時會造成訊號傳遞有衰

減的情形，因而輸入端與輸出端皆要反閘來增

加該電路驅動能力。圖中可得知該電路的 CLK

需要推動 12 個 CMOS，因此該電路的功率消

耗相對較大，本文將以使用反及閘架構之正反

器與 TG 架構之正反器做比較，如此能明顯驗

證 CLK 數量對於電路功率所造成的影響，此比

較結果可證明 CLK 驅動 CMOS 數量越多，功

率消耗也越大，兩者成正比。 

 

 

圖二、使用反及閘架構之正反器 

 

 

圖三、所設計之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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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設計之電路說明 

在說明所設計之電路之前，我們先介紹使

用反及閘架構組成的正反器，編號 1 與編號 2

為儲存Data      之 latch，編號 3、4 為儲存 Data 之

latch，最後編號 5、6 為一 SR-latch，當 CLK =0

時，結點 s 與節點 r 即為 1，使正反器可抓取資

料，若 Data=0，正反器抓取該筆資料後使節點

a=1，節點 c=0，此時節點 s 與節點 r 依然恆為

1，資料無法傳送至下一端，將鎖在拴瑣(latch)

裡，反之 Data=1，節點 a=0，節點 c=1，節點 s

與節點 r 也是恆為 1；當 CLK =1 時，若所抓取

Data=0，則編號 1、2 之 latch 節點 a=1，c=0，

s=1，r=0，𝑞 =1，q=0 反之 Data=1，a=0，c=1，

s=0，r=1，q=1，𝑞 =0，如此可知 Data 需等到

CLK 由 0 上升至 1 時，所抓取的 Data 才能被

送出，故此正反器為正緣觸發。 

由推導可知 CLK 為 0 時，節點 s 與節點 r

恆為 1，且節點 c 與節點 s 必為反向電位，此

時我們若把 pMOS 中的 CLK 做橋式可發現，

當 CLK=0 時， 且上次 Data=0 時，節點 c=0，

節點 s=1，此時節點 c 所導通的電壓會讓節點

s=1 後再透過橋式傳給節點 r；若上次 Data=1

時，節點 c=1，節點 s=0，此時節點 s 所導通的

電壓會使節點 r=1 再透過橋式傳給節點 s，由

此知 CLK=0 時，節點 s 與節點 r 恆為 1。此時

CLK=1 時，橋式則關閉，節點 s 與節點 r 互不

影響，而 nMOS 方面，我們把編號 2 之 NAND

的時脈訊號與編號 3 之 NAND 共用，輸出訊號

s依然可以正常放電，故正反器仍然正常動作。 

該設計利用橋式的技巧與訊號共用的方法

成功將 CLK 數量減少，如此一來便可以減少

CLK 所驅動的 MOS 數量便抑制住功率的消耗，

我們將把傳統 TG 架構正反器與所設計之電路

藉由完整的後模擬進行分析與驗證，其完整的

結果我們將在下一個章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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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TGFF 與所提出的電路進行比較 

 TGFF Proposed 

Clk loading 12 2 

Power @100%switching(nW) 18.37 12.96 

Power @50%switching(nW) 13.01 9.261 

Power @25%switching(nW) 10.22 7.254 

Power @0%switching(nW) 8.047 6.8175 

Setup time(ns) 8.4 8.5 

CQ-Delay(ns) 7.042 7.47 

Area(μ𝑚2) 67.24 64.51 

3. 模擬結果 

  在本論文中，我們採用由台積電所提供

TSMC- 180nm COMS 製程將傳統電路與所設

計的電路進行比較，在 pMOS/nMOS 的比例上

我們挑選標準的 2:1 即 pMOS為 1.0μ而 nMOS

為 0.5μ，輸入電壓為 0.6v，頻率為 1MHZ、輸

出負載為 5.6f 之環境進行模擬。由表一可知，

所提出的電路在 CLK 驅動的 MOS 數量上遠小

於 TG-FF6 倍，功率消耗節省率會因資料切換

率的減少而增加，在資料 0%切換率中可看出

最多可節省近 30%，因為不抓取資料時，傳統

TG 正反器有 12 個 MOS 隨著時脈改變而消耗

較多功率，所提出的電路只有 2 個 MOS 在消

耗功率，故 0%資料切換率節省最多；面積方

面，傳統 TG 正反器在時脈訊號佈局上有較多

走線使面積略大，詳圖如圖四所示；所提出之

電路因時脈訊號沒有多餘的走線使面積可節省

4%，詳圖如圖 5 所示；速度方面因為 pMOS 

 

速度本身就比 nMOS 慢，而所提出之電路將

pMOS 設計為橋式，使其串接效應，速度方面

小輸約 3%，由分析結果可知所提出之電路降

低時脈驅動的數量，可成功降低功率消耗，達

到低功率的要求，目前市場上電路面積即是公

司節省成本所在，所提出電路在面積方面表現

也可獲得青睞，如圖 6 所示，我們將利用模擬

波形來驗證所提出電路之設計為一正反器，在

CLK=0 時，資料成功保持上一次狀態，在

CLK=1 時，模擬波形之 Data 改變並不影響該

設計之電路輸出，所提出之電路只在觸發瞬間

送出資料，不因資料的變化而改變輸出值，故

為一正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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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傳統 TG 正反器佈局圖 圖五、所提出電路之佈局圖 

    

 

圖 6、模擬波形進行驗證 

4.結論 

正反器(Flip Flop)在 3C 產品中占面積的近

50%，若能在此將電路面積與功率消耗減少，

便能改善 3C 產品的特性，面積方面的下降對

於大量生產製造的公司成本降低許多，功率方

面的減少對於客戶端的需求提高了實用性。所

提出的電路在面積方面不但比目前業界常用的

電路 TGFF 較小，功率消耗方面利用橋式與共

用的技巧成功將 CLK 驅動量降低，故成功達到

客戶實用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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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brush-less DC motor, the 

spike current is generated during motor 

operation due to the change of current 

direction inside the driver circuit, which 

results a great damage to the circuit. In this 

study, two techniques are proposed. Method 1 

is to change RC constant at the gate of 

MOSFET. Adding Rg of 210 Ω and Cgs of 4.7 

μF at the gate driver MOSFET can yield a 

peak-to-peak spike current value of 2.18 A. 

Method 2 is to use electron-beam (E-beam) 

irradiation on the drain of MOSFET and post-

post-anneal to reduce the reverse current. An 

E-beam irradiation of 30 kGy, post-anneal 

temperature of 350℃, and post-anneal time of 

30 min yielded the optimal spike current of 

2.02 A. 

Keywords—Brush-less DC motor, MOSFET, 

Spike current, Post-anneal, Electron beam 

1. INTRODUCTION 

Brush-less DC motor has been considered to 

replace conventional brushed AC motor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conventional brushed AC motor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brush-less DC motor [3] . The 

brush-less DC motor reveals the better energy 

efficiency. In this study,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signals are generated by a 

microcontroller (MCU) to control the switch of 

high-voltage MOSFET [1], which driver the 

brush-less DC motor (Fig. 1). 

 
Fig. 1.  A driver circuit diagram for brush-less 

DC motor 

 

The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 turns on and off in different 

states, which produces various driving currents in 

the coil of stator inside the brush-less DC motor. 

Thus, the switch characteristics of MOSFET 

indeed affect the speed control of motor. 

However, the spike current (Fig. 2) generated 

during motor rotation due to the change of 

current direction inside the MOSFET poses great 

damage to the driver board. 

 
Fig. 2. Spike current induced during motor 

operation 

 

2. MOTIVATION 

The brush-less DC motor is driven by PWM 

signals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generated by the 

MCU on the driver board. These PWM signals 

switch the MOSFET high side and low side on 

and off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which produ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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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currents in the stator and changes the N 

and S poles to rotate the motor.  

The motor has a large inductance, which can 

change the current direction at the moment of 

MOSFET switching and keep the original current 

direction toward the driver board. At the instant 

of low-side MOSFET switch-off, the high-side 

MOSFET will remain switched off for a period 

of time, which is called dead time see (Fig. 3).  

 

 
Fig. 3.  The defined dead times and the generated 

of reverse current [4] [5]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y of inductance, the 

current continues to flow toward the motor driver 

board and in the parasitic body diode of the high 

side. At the instant of high-side MOSFET switch-

on, the current in the parasitic body diode 

changes direction and becomes reverse current, 

as shown in (Fig. 4). 

 

Fig. 4.Scheme for the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of 

high-voltage MOSFETFET and the generation of 

reverse current.  
 

A large spike in reverse current may affect 

motor operation, in that; abnormal current could 

occur in the MCU and stop the motor. This spike 

current is inevitable during dead time. Therefore, 

the primary research goal is to reduce the spike of 

the reverse current. 

3. REFINED CIRCUIT AGAINST 

SPIKE CURRENT 

 As mentioned above, the spike current of 

MOSFET switching was examined. To this end, 

the designed motor driver board included a large 

resistor Rg at the side of the MOSFET gate. Rg 

was in parallel with a small resistor (Rg1=51Ω), 

which was connected in series with a diode (D1 & 

D2), presented in Fig. 5.  

 
Fig. 5. Circuit design for Rg and Cgs. 

 

Rgs and Rg were fixed as 30KΩ and 210Ω, 

accordingly. When Cgs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circuit, the measured value of the spike current 

(Idc) was 2.78 A. If Cgs of 4.7μF was used, Idc 

was 2.18 A and indicated in Fig. 6. 

 
Fig. 6. According to Rg=210Ω, Rgs=30KΩ, and 

Cgs=4.7μF, the spike current was reduced to 

2.18A . 

4. MOSFET-ELECTRON BEAM 

AGAINST SPIKE CURRENT 

In addition to the reduced Idc with suitable Rg 

and Cgs, the MOSFET can be further modified by 

applying a technology of electron-beam (E-beam) 

irradiation to compress the spike current.  

This section is used the E-beam irradiation to 

control the MOSFET switching performance. It 

can reduce the minority and increase the ex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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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ity for Atomic displacement to reduce 

MOSFET switch caused spike current.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reverse current 

of each MOSFET in different E-beam irradiated 

and post-anneals to adjust MOSFET feature for 

spike current. 

The main reason for applying the E-beam 

irradiation [2] is to reduce the con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parasitic body diode when it is 

affect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arges during 

reverse recovery time. In this way, the peak-to-

peak value of the spike current can be reduced. 

After the E-beam irradiation was applied, the 

post-anneal temperature was set at 350 ºC as a 

baseline. Three levels of E-beam irradiation 

doses (20 kGy, 30 kGy, and 40 kGy) and two 

post-anneal times (30 min and 60 min) were 

tested. 

 

TABLE II 

 SPLIT TABLE OF E-BEAM IRRADIATION 

AND POST-ANNEAL CONDITIONS 

 

 In this study, Vdc and Idc were used as 310V 

and 0.1 A, correspondingly. The spike current 

was test for the circuit with different E-beam 

irradiated MOSFET. The result was shown in  

Table II. Idc of sample #01 (20-kGy E-beam 

irradiation and post-anneal time of 30 min) was 

2.36A. On the contrast, Idc of sample #02 (20-

kGy E-beam irradiation and post-anneal time of 

60 min) was 2.72A. When the 30-kGy E-beam 

irradiation was applied (sample #03 and #04), Idc 

were 2.02A and 2.21A for post-anneal time of 30 

min and 60 min. Fig.7 reveals the result of 

sample #03. Similarly, it presents 2.05A and 

2.11A (sample #05 and #06) when the 40-kGy E-

beam irradiation was used. Thus, the post-anneal 

time of 30 min shows the better reduced spike 

current. Moreover, the 30-kGy E-beam 

irradiation gives the obvious effect on the 

reduced spike curr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osage of E-beam irradiation and time of post-

anneal should be adjusted to achieve optimum 

performance of spike current. 

 

TABLE III 

MEASURE DATA FOR SPIKE CURRENT 
Sample Idc (A) 

#01 2.36 

#02 2.72 

#03 2.02 

#04 2.21 

#05 2.05 

#06 2.11 

 

 
Fig. 7. The measured current for sample #03. 
 

5.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est results, the Rg 

circuit can be used to increase MOSFET switch-

on time and decrease switch-off time. As a result, 

the switching speed of the MOSFET can be 

slowed down to avoid a large reverse current in 

the parasitic body diode of MOSFET. Adding Rg 

of 210 Ω and Cgs of 4.7 μF at the gate driver 

MOSFET can yield a peak-to-peak spike current 

value of 2.18 A.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n 

E-beam irradiation inside the MOSFET and post-

post-anneal to reduce the reverse current. An E-

beam irradiation of 30 kGy, post-anneal 

temperature of 350℃, and post-anneal time of 30 

min yielded the optimal spike current of 2.02 A. 

Therefore, the technology of E-beam irradiation 

with post post-anneal can reduce spike current of 

high-voltage MOSFET driver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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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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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人若要和聽語障朋友溝通，可以使用

紙筆或手語交談。然而，筆談的速度很慢，而

且不是到處都有紙筆。相對地，大部份都沒學

過手語，而且手語翻譯員不是隨時都可以找得

到。有鑑於此，本研究開發一套口語對手語的

翻譯系統稱為 MOMO，藉此改善一般人與聽

語障朋友交談的品質。在此系統的支援下，使

用者只需要透過對Android行動裝置上的麥克

風說話，手機端即會秀出字幕，同時虛擬手語

翻譯員也會比出符合字幕內容的手語動作，讓

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向聽語障朋友表達自己

的意思。 

關鍵詞 ： 行動裝置、口語對手語、斷詞系統、

語音辨識、動畫。 

 

1.研究動機 

過去在政府提倡與民間響應下，已經成

功地為肢體殘障的人士建立了無障礙的生活

空間。然而對於聽語障朋友，卻還沒有為他們

建立一個無語言障礙的生活空間。雖然透過手

語協會的義工幫助，可以有限地解決他們在生

活上與人溝通的不方便。但如果無法達到全民

學手語，就無法為聽語障朋友徹底地帶來無語

言障礙的生活空間。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截至

101 年底聽覺機能障礙者有 11.4 萬人、聲音機

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有 1.2 萬人。由於在語言

溝通上的不方便，造成他們的生活品質無法像

一般人一樣，而且很容易造成誤解或是衝突。

例如，當聽語障朋友要和車站服務員溝通時，

如果服務員不會手語而聽語障朋友也不識字，

這樣溝通起來不只雞同鴨講，也非常沒有效率。

又如在醫院的醫師若不懂手語，當他若要向聽

語障朋友說明病情時，就必須透過手語翻譯員

的協助。這樣不只浪費人力，溝通上也會很不

方便。雖然使用紙筆來溝通是個不錯的方法，

但若有人不識字或當下沒有紙筆，則無法進行

筆談。 
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了一個口語轉手

語的 APP 稱為 MOMO。由於近年來智慧型手

機已經非常普及，幾乎到了人手一到兩台，因

此只要在智慧型手機上執行此軟體，使用者就

如同有位虛擬的手語翻譯員，可以隨時隨地自

動將口語及時地翻譯成手語動畫，讓使用者可

以很方便地向聽語障人士表達自己的意思。由

於口語的範圍很廣，而本論文研究的時間卻很

有限，因此目前此 APP 特別著眼於飯店服務

台的使用場景。當聽語障朋友獨自旅遊住宿時，

最需要的就是溝通，如果在飯店溝通出了問題，

會造成旅遊品質的下降。希望藉由此 APP，可

以幫助飯店服務人員與聽語障朋友的溝通，以

改善飯店服務的品質，讓聽語障朋友擁有無語

言障礙的飯店住宿環境。 
本論文的其它章節組織如下:第二章相關

研究，第三章軟體介紹，第四章實現，第五章

效能測試與問卷調查，第六章結論與未來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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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研究 

過去已經有蠻多研究成功地開發出手語

轉換成文字的軟體，像是[1]使用 Microsoft 
Kinect 來完成此功能。基本上，這個軟體是利

用 Kinect 的視訊鏡頭來辨識身體特徵，並追

蹤使用者的動作，再判斷手勢對應到哪一個文

字，最後將對應的文字輸出到螢幕上。這個方

式不管在效率上或者友善性都比筆談好很多。

在日本有研究單位發表過將新聞稿翻譯成手

語的軟體[2]。這個軟體須預先讀新聞稿，然

後將日文文字自動轉換成手語，並以動畫人物

在虛擬的新聞播報室中將手語意思表達出來。

此系統主要是使用在災難發生時，因為作者認

為每當有新聞快報出現時，往往很難立即找到

手語翻譯員，而且災難中常用的很多辭彙都可

以事先決定，相對翻譯的工作也比較容易解

決。 
在台灣也有類似研究，例如南台科技大

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張光寒、郭建志與陳世中

的研究中曾使用自製的 USB/RS232 介面資料

手套[3]來完成手語辨識。當戴上手套比出動

作時，VB 人機介面會利用這雙手套關節上佈

滿的感測器(Flex Sensor)得知雙手的十根手指

彎曲程度。透過電腦會把彎曲程度用長條圖顯

示，並根據各長條圖上的值去搜尋資料庫裡對

應的文字，最後將對應的文字顯示輸出在螢幕

上。雖然這個方法可以將手語翻譯成文字，但

使用者需要隨時隨地都帶著手套，在使用上並

沒有很方便。另外，在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

所鄭功偉的碩士論文[4]裡，曾詳細的整理出

手語構成要素。他將這些歸納為四種類型，分

別為 51 種手形、21 種位置、方向、動作，以

及從起始手勢到結束手勢中是單手或雙手動

作，相同手形或不同手形，以及在這段期間的

移動方向，在這篇論文裡，也做了語句的複雜

度分析。 
關於口語轉換為手語的研究，在過去也

有類似的研究，例如：R. San-Segundo [5]等學

者利用了三個模組，分別為語音辨識、將文字

轉換成西班牙手語的轉換器與 3D 動畫人物。

語音辨識的技術是使用西班牙國家所開發的

GTH-UPM(GTH)，這是一個使用隱馬可夫模

型（Hidden Markov Model）為基礎所完成的

技術。3D 動畫人物部分則是使用 Esign 所提

供 VGuido(Virtual Guido)。由於語言範圍很廣，

他們也是將用途鎖定在特定情境下，方便資料

庫的建立。雖然此論文和本計畫所研究的東西

類似，但各國手語不盡相同，所以他們的研究

成果並不適用於台灣手語。目前 Google Play
也有相關的 APP，不過大多數都是手語圖片顯

示或是字典式的查詢。但圖片的顯示較無法讓

大家了解手語的動作，而字典式的查詢無法有

效率地和聽語障朋友溝通。 
雖然在過去已開發出手語翻譯的相關軟

體，但是大多數都是將手語轉換成文字或將文

字轉成手語，很少像本研究是將口語直接翻譯

成手語的。另一方面，本研究所開發的 APP
採用動畫的方式呈現手語動作而非使用真人

或圖像的方式呈現。 

3.軟體介紹 

MOMO 的口語轉手語的流程如圖 1 所示。

當使用者透過Android行動裝置上的麥克風說

話時，MOMO 會先透過 Google Speech 將語音

轉換成文字字串，接著再透過 Mmseg4j[6]將
字串分斷為獨立的單詞，並從事先建好的手語

動作資料庫中取出對應的手語動作，最後將動

作以及辨識的文字顯示在行動裝置上。 
MOMO 的使用者操作介面如圖 2 和 3 所

示，只需要點選介面右上角的麥克風圖示，接

著對行動裝置說話。MOMO 會在畫面最上方

顯示辨識出的文字，同時撥放符合字幕的手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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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口語轉手語的流程圖 

 

圖 2 口語輸入 

 

圖 3 手語輸出 

 

圖 4 打字輸入 

對於不方便發出聲響的環境以及習慣打

字輸入的使用者，MOMO 也支援打字模式，

讓使用者自行切換不同的輸入方式，如圖 4 所

示。 

 

圖 5 速度調整 

另外，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熟悉的手語

速度進行微調，如圖 5 所示。目前可調整的速

度範圍為預設值的正負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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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使用者協助新增手語介面 

由於手語的發展已有多年的歷史，累積

的字庫相當龐大。相較之下，MOMO 目前所

提供的手語資料可能不敷使用。為了解決這個

問題，MOMO 會自動記錄使用者希望翻譯的

手語詞彙，並在使用者離開前詢問是否將蒐集

的詞彙上傳，如圖 6 所示。MOMO 的軟體開

發者會優先新增需求較高的手語詞彙動畫並

發佈讓使用者下載更新，以滿足大部分使用者

的需求。 

4.實現 

MOMO 的主要組成單元為語音翻譯，斷

詞斷句與手語動畫播放三個單元。其中語音翻

譯系統採用 Google 的語音辨識。其原因是據

我們的測試 Google 語音翻譯的準確度比較高。

下面是另兩部分的實作細節說明。 

4.1 斷詞斷句單元 

語音辨識的輸出為一個連續字串，Momo
必須對字串進行分析，拆解為獨立有意義的詞

彙，方便尋找對應的手語動畫。根據我們的資

訊收集，目前有幾個常見的斷詞系統工具，如

中研院斷詞系統[7]、Mmseg4j、Stanford Word 
Segmenter[8]。本研究最後採用 Mmseg4j 這套

斷詞系統，是因為 Mmseg4j 可以直接在本地

端斷詞斷句，不需要透過網路。另一方面，如

有字詞庫不足的部分，也可以自行擴充。

Mmseg4j 原先是簡體字斷詞系統，如直接使用

它去為繁體字做斷詞斷句，會經常發生斷詞錯

誤的問題。為了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依教育

部提供的字詞頻統計表，將辭庫全改為台灣用

語，有效提升斷詞正確率。 

4.2 手語動畫播放 

經過斷詞斷句後的詞彙，會交給後端的

Unity 處理。這個流程，大致分為四個部分，

文字傳輸、文字組合、句子翻譯以及手語播

放。以下將分段描述。 

a. 文字傳輸 

為了將斷詞斷句後的詞彙傳送給 Unity
端進行搜尋，所以必須要讓Android端和Unity
端能夠互相溝通。目前溝通的方式有以下幾種

方法，例如採用 Socket 或製作 Unity Plugin。
由於 Unity Socket 在行動裝置上使用需要付費，

所以最後選擇採用 Unity Plugin。透過 Unity
官 方 所 提 供 的 兩 個 Class ， 分 別 為

AndroidJavaObject 和 AndroidJavaClass 來完成

Android 和 Unity 之間的溝通。表 1 是 Android
端和 Unity 端之間通溝介面的介紹。 

Android 端呼叫 Unity 端： 

UnityPlayer.UnitySendMessage("Main 
Camera", "Accept", Result); 
Main Camera：綁定物件。 
Accept：Function 名稱。 
Result：所傳的值。 

Unity 端呼叫 Android 端： 

AndroidJavaClass jc = new AndroidJavaClass 
("com.unity3d.player.UnityPlayer"); 
AndroidJavaObject jo = jc.GetStatic 
<AndroidJavaObject>("currentActivity"); 
jo.Call("StartSetting"); 
StartSetting：Android 端自訂的 Function。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014 AIT / CEF 2015



 
 

 表 1  Android 和 Unity 之間的溝通介面 

為了要能夠順利使用 Unity Plugin，在製

作上，Unity 以及 Android 的 Package 必須一

致，且要將 Unity 裡的 unity-classes.jar 以及

armeabi-v7a 這 個 資 料 夾 放 到 Android 
Developer Tools 的專案檔裡面。如此一來，才

能順利讓 Android 和 Unity 之間互相溝通。 

b. 文字組合 

手語的種類可分為文字手語和自然手語。

文字手語的每個文字都有相對應的動作，反之

自然手語則是根據詞意來對應一組動作。例如

"關心"這個詞，以文字手語來表示要比出"關"、

"心"這兩個動作，而自然手語只要一個動作就

可以表達"關心"的意思。很明顯的，自然手語

可以較精準的表達意思，實際溝通上也以自然

手語為主。 
基本上，自然手語所表達的句意可以被

當作一個比較大的單字來對應一個手語動作，

如此一來就沒有自然手語或文字手語的區別。

有鑑於此，MOMO 使用一個簡單的方法來同

時支援自然手語與文字手語，假設收到"關"

這個詞，MOMO 會判斷這個字是否可以跟其

他字組合。若可以，則暫時保存起來。假若下

一個收到的文字是"心"，則將兩者合併，並在

畫面上做出"關心"的自然手語。詳細演算法如

圖 7 所示，從前端傳來的文字會儲存在 Queue
中，temp parser 每次會從 Queue 前端複製一筆

資料來解析。假若 temp屬於可以組合的文字，

則加到 Lexis 中暫存。當 Lexis 中組合的文字

已經是一個完整的詞，且無法再連接其他文字

時，Lexis 會被送入 Translator 輸出相對應的動

作。假若 temp 不屬於可以組合的文字，則將

Queue 的頭一筆資料送入 Translator。 

 

圖 7 文字組合流程圖 

每當有資料送入 Translator 處理完後，就

會將 Lexis 清空，已處理過的 n 筆資料也要從

Queue 中移除。然後回到第一步繼續分析資

料，直到 Queue 清空為止。這個演算法除了可

以組合出適合自然手語的詞句，還可以解決一

個特殊問題：假設 Lexis 中已經存有"沒關"這

個組合，而它的結尾可以是"係"，但是下一個

分析的 temp 卻是"心"，此時演算法會捨棄"

沒"，由"關"開始重新組合，組合成"關心"這

個詞彙。 

c. 句子翻譯 

此部分須將收到的句子或單字，轉換為手

語。首先，系統會檢查是否有相對應的手語動

作在資料庫中，如有符合對應的資料才能成功

翻譯為手語，否則只會印出文字訊息。而手語

動作的表現方式，過去多為採用播放影片的方

式，但這種作法將大量占用儲存空間。如果將

每個小動作製作為獨立影片，雖然可以暫時解

除儲存空間的問題，但會在影片切換時造成畫

面閃爍，影響使用者的觀看，同時雙手的結束

位置難以銜接下一段影片的起始位置，無法自

然的做出連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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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MOMO 搭配 Unity 採用「控制

人物關節角度」的方式來展示手語，每一個手

語動作只要記錄相對應的角度，透過 Unity 自

動將角度轉換為動畫顯示在行動裝置上。

MOMO 獨立每個詞彙的手語資料，並根據情

況合併使用。例如「1000」可以使用「1」、「千」

兩個詞彙組合，「我不想要」可以使用「我」、

「不」、「想要」三個詞彙組合。每個詞彙根據

手語動作的複雜度，由一個或多個動作組成，

如「我」只要一個動作，「車」則需要兩個動

作。每一個動作最多只要記錄 58 個浮點數的

角度，即可仔細的表現出雙手動作。此外，

MOMO 將角度旋轉的速度設定為指數型的曲

線，整個動作看起來像人類一般自然。這種控

制關節角度的方式不僅可以流暢的組合連續

動作，還能有效減輕手語資料庫的空間。 

5.效能測試與問卷調查 

為了要了解口語轉文字的時間是否受到

字串長度以及說話時間影響，本章節將對

Google 語音辨識作文字長度以及說話時間的

效能測試。 

 

 

圖 8 辨識速度和文字長度的影響 

 

圖 9 辨識速度和說話時間的影響 

測試的網路環境為下載 21.516Mpbs，上

傳為 23.364Mpbs，測量方法為分別對不同字

串長度做語音辨識，每組各測試 10 次再取平

均值得到的辨識時間。從圖 8 中可以發現軟體

辨識時間和文字的長度有一定的影響。當使用

者說話的文字字串越長，軟體辨識時間則越慢；

反之，則越快。如圖 9 所示，測量方法為將圖

8 字串以說話速度變慢的方式進行語音辨識，

可以發現軟體辨識時間也和使用者說話的速

度有影響。同一句話，說話的速度快慢，也會

影響軟體辨識的時間，使用者說話速度越快，

軟體辨識的時間就越快；反之，則越慢。 
雖然發現到辨識時間受到字串長度以及

說話時間的影響，但差距如此短的時間對使用

者來說根本感覺不太出來，而且通常使用者說

一句話的字數也非常有限。 
另一個影響辨識準確度的問題就是當環

境雜音很多的時候，會造成辨識系統無法停止

辨識，導致辨識時間變長或是辨識失敗。 
另一方面，為了想要了解大眾對 MOMO

的接受度以及意見，本研究人員將 MOMO 發

佈給大眾使用，並做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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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空間。未來我們將會持續地增加詞彙手語 
數量，讓 MOMO 可以應用到其它場所，例如：

便利商店，售票口，銀行與醫院，並且讓

MOMO 的動畫人物有臉部表情以及能夠辨識

聽語障朋友的手語，以達到雙向溝通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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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處理 

不確定模組平面規劃問題 

 

 

摘要 
在積體電路後端實體設計中，平面規劃是

一個重要的議題。但隨著積體電路設計階層趨

於複雜化，在實體設計階段時才考慮電路模組

平面規劃問題已無法將規劃結果立即回饋予

前端系統階層設計者以便於修正其相對設

計，因此我們考慮在前端系統階層設計階段模

組尚未設計完成時之不確定性模組平面規劃

問題，探討針對面積及維度大小不固定之模組

如何進行未來平面規劃的評估。本文中提出一

個植基於群聚（clustering）策略之不確定模組

平面規劃演算法以便能有效評估不確定模組

所形成之晶片面積。所提方法中，首先採用群

聚技巧將模組聚集形成一些面積較大但個數

較少的組合模組，接著以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來記錄組合模組間相對位置關係，

並在最後執行模擬退火(simulated annealing)程

序以求得不確定模組所形成的最終晶片面積

之機率分佈圖。實驗結果證明本文中提出之演

算法能有效處理不確定性模組平面規劃問題。 

關鍵詞：實體設計、平面規劃、不確定性模組、 

        模擬退火、群聚 

 

1. 簡介 

隨著積體電路設計複雜化，在電路實體設

計階段時，才考慮平面規劃問題已不能滿足系

統設計需求，因此須在模組尚未設計完成前即

優先考慮評估此種不確定模組，及對未來所形

成之晶片面積有何影響，進而修正此系統階層

之模組設計，使得整個系統設計更趨於完善。 

文獻[1]提出以可切割二元樹處理上述之

不確定模組平面規劃，然而除了可切割之平面

規劃表示法外，一些不可切割表示法[2-8]亦可

用來解決不確定模組平面規劃問題。本文則利

用Bounded Sliceline Grid不可切割表示法[8]來

處理不確定模組之平面規劃問題。在我們的方

法中，首先給定每一個模組幾組不同的寬與長

及其相對應之機率，接著採用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來記錄不確定模組間相對

位置關係並在其上執行模擬退火 (simulated 

annealing)程序以求得面積最佳化的結果。 

2.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 

Bounded Sliceline Grid (BSG) 是 由

Nakatake 學者在 1996 中所提出[2]，此表示法

可處理 non-Slicing 的平面規劃。而 BSG 的結

構是說在一平面上有一些垂直與水平的

meta-grid 互相交錯，在交錯的 grid 中會形成

一個個矩形空間，而每個空間皆可存放一個模

組。一開始把模組存放在各個不同位子的空間

中，之後在圖形中取一水平線當成 x 軸座標，

並取一垂直線當成 y 軸座標，交會點當成起始

點(0,0)。從起始點開始設一個可包住所有模組

的矩形範圍，此範圍稱為維度，此維度中的水

平軸有 p 個空間，而垂直軸有 q 個空間，形成

p x q 的維度大小，如圖 1 所示。 

 

 

圖 1: BSG 形成之 p x q 維度示意圖 

 

在圖 1 維度中其模組都有其上下左右相鄰

關係，根據這種相鄰關係即可衍生出二個維度

圖形，第一個圖形稱為垂直單位相鄰關係圖形

(vertical unit adjacency graph)，此關係圖存放著

各模組的寬值及左右相鄰關係，相對的其上下

關係也可衍生出一圖形稱為水平單位相鄰關

係圖形(horizontal unit adjacency graph)，此關係

圖存放著各模組的高值及上下相鄰關係。 

蔡宗達 楊逸中 程仲勝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R9103031@mail.dyu.edu.tw R0006023@mail.dyu.edu.tw jscherng@mail.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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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與垂直相鄰關係圖皆會先預設二個虛

擬點-起始點(s)和目地點(t)，起始點為初始值，

從起始點去計算其行走過的存放點路徑，而目

地點則會挑選所存放所有路徑之中其最長的

路徑值。以最長路徑來計算所有模組的面積及

其座標，即可得出一初始平面圖。 

3. 以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

處理不確定性模組平面規劃 

3.1 問題描述 

對於每一個不確定性模組而言，其寬、高

可能值與及其相對應之機率值分別表示如下: 

1、其寬的表示法為一個機率分佈函數 Wi 

Wi = {(wi1, pwi1), (wi2, pwi2), ---, (wiM, pwiM)}

且 pwi1+ pwi2+ --- + pwiM = 1。其中 wij為其可能

之寬值，pwij為可能之機率。 

2、其高的表示法為一個機率分佈函數 Hi 

Hi = {(hi1,  phi1), (hi2,  phi2), ---, (hiN, phiN)}且

phi1+ phi2+ --- + phiN = 1。其中 hij為其可能之寬

值 phij為可能之機率。 

經由平面規劃處理後所得估計之平面圖，

其寬、高之機率分佈串列分別為 W 與 H。所得

出的最終平面圖會有其寬、高機率分佈，分別

為{(w1, pw1), (w2, pw2), …}與{(h1, ph1), (h2, 

ph2) …}，其中 pw1+pw2+… = 1且 ph1+ph2+… = 

1，經由寬、高可得出最終平面圖之面積的機

率串列為{(area1, parea1), (area2, parea2), …}且

parea1+parea2+… = 1。 

不確定性模組之區分共分為三種為確定性

模組、低不確定性模組及高不確定性模組三

類。確定性模組具有確定之寬高值，所得出的

寬、高是固定值，其面積將也會是一個定值。

低不確定性模組其模組寬、高的可能值較少，

而其相對機率的差異性會較大，此類寬、高得

出的面積可能值較少。而高不確定性模組其模

組寬、高的可能值較多，而其相對機率的差異

性會較小，此類寬、高得出的面積可能值較多。 

 

3.2 演算法描述 

本文所提解決不確定性模組平面規劃問題

之整體演算法如下: 

Algorithm: 

Begin 

Read_Benchmark_Files(); 

Clustering(); 

Generate_Intial_ Bounded Sliceline Grid (); 

Longest_Path_Algrithm(); 

Simulate_Anniling(); 

Output result(); 

End 

上述演算法採用了二階段的平面規劃方

式，第一階段為群聚策略，而第二階段是以

BSG 表示法處理不確定性模組平面規劃。群聚

為先從最底層的 N 個模組，以任兩模組各自先

行往上合併，直至最上層剩下一超大型模組才

結束。在組合合併模組時先記錄兩個模組的合

併相關資料，再挑選合併後閒置空間最小的組

合模式。 

兩階段之完整演算法說明如下 6 個步驟: 

步驟 1:先讀取 benchmark 模組資料。 

步驟 2:群聚模組。群聚時採用由下而上策略。 

步驟 3:合併完模組資料放入 BSG 維度中，此

維度的垂直與水平空間大小皆設為合

併模組之總數。 

步驟 4:根據維度的拓撲關係得出寬/高的最長

路徑機率串列。  

步驟 5:將寬/高的最長路徑機率串列各自計算

其期望值與變異數，將寬高相乘得出面

積的期望值與變異數。 

步驟 6:採用模擬退火策略求得最佳解，其擾亂

策略分別為將任一模組變換位置和交

換模組的寬/高機率串列二種方式。 

模擬退火策略中，目標函數定義為(1)的式子: 

cost = β × E(Area) + (1-β) × Var(Area)  (1) 

其中 E(Area)為面積期望值，Var(Area)為面積變

異數，而 β 和 1-β 為其權重值。面積期望值計

算方法從式子(2)至(4)可得出，而面積變異數計

算方法則從式子(5)至(7)可得出。 

E(Width) =ΣWi  × P(wi)             (2) 

E(High) =ΣHi  × P(hi)             (3) 

E(Area) = E(Width) × E(High)        (4) 

Var(Width) =Σ(E(Width)-Wi)
2 
× P(wi)  (5) 

Var(High) =Σ(E(High)-Hi)
2  × P(hi)   (6) 

Var(Area) = Var(Width) × Var(High)   (7) 

4. 實驗結果 

採用 PC 為實驗平台，如表 1 所列。實驗

所用的測試電路（benchmark）取至 MCNC 包

含 apte、xerox、hp、ami33 及 ami49。在實驗

中，針對測試電路模組資料做了一點修改以符

合不確定模組之平面規劃問題，其中將原本的

模組分別修改為，固定模組、低不確定性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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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不確定性模組三種，而各測試電路所包含

哪三種不同的模組如表 2 所示。其中 apte、

xerox、hp 只包含高不確定性模組，這意味著

當晶片還在系統設計階層的初期，晶片的各功

能子電路皆未設計完成，因此用來代表各子電

路的不確定性模組皆為高不確定性；而隨著晶

片在系統階層的進行，設計者對各子電路有著

更加明確的設計，而各子電路所包含的設計結

果也隨之減少，若子電路的設計已完成，則以

固定模組代表之，倘若此時子電路的設計已較

為完整但還未完全設計完成，則是以低不確定

模組來表示之。 

表 1: 測試之工作平台 

     名稱及規格 

測試硬體 Pentium4-1.5GHz with 256MB 

RAM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測試軟體 Visual C++ 6.0 

 

表 2: 測試電路 

測試

電路 

模組 

個數 
輸入模組型態 

Apte 9 9 個高不確定性模組 

Xerox 10 10 個高不確定性模組 

Hp 11 11 個高不確定性模組 

Ami33 33 

10 個確定性模組 

20 個低不確定性模組 

3 個高不確定性模組 

Ami49 49 

21 個確定性模組 

24 個低不確定性模組 

4 個高不確定性模組 

 

4.1 不同平面規劃表示法之比較 

本實驗以三種不同平面規劃演算法來做比

較，三種演算法分別為 Slicing、BSG 及加入群

聚的 BSG 來產生寬/高及面積的機率分佈圖。

程式中模擬退火之起始溫度設為 20000℃，終

止溫度設為 1℃，降溫比率設為 0.995，而模擬

退火中的目標函數之權重值 β 設為 0.5。 

表 3 顯示此實驗結果，從結果中可得知每

一個測試電路在使用未群聚的 BSG 表示法處

理時，不論在面積期望值以及面積的異變數都

較可切割表示法來的佳，而加入群聚的 BSG 得

出之結果又會比沒有群聚時來的好。從另一觀

點顯示以不可切割來處理不確定性模組平面

規劃問題，會比使用可切割結構來處理不確定

性模組平面規劃較易得到較佳面積期望值與

面積變異數。 

表 3: 不同表示法結果統計表 

測試例子 apte xerox hp ami33 ami49 

Slicing 

時

間
(sec) 

5 5 6 65 103 

期

望

值 

84.89 35.29 27.25 4.04 127.26 

變

異

數 

3.92 0.13 0.06 0.01 2.02 

BSG 

時

間

(sec) 

4.53 5.12 6.29 60.53 159.51 

期

望

值 

72.05 26.76 14.80 3.04 70.45 

變

異

數 

0.10 0.33 0.07 0.01 0.73 

BSG 

+ 

群聚 

時

間
(sec) 

2.28 2.54 3.15 31.76 137.58 

期

望

值 

70.52 22.99 14.04 2.32 61.97 

變

異

數 

0.06 0.16 0.02 0.01 0.93 

 

4.2 模擬退火目標函數中 β 值對平面規劃結果

之影響 

實驗中將改變目標函數中的權重值 β，由

最小 0（不考慮面積）以每次遞增 0.1 直至 1

（不考慮變異數），來觀察面積期望值與面積

變異數之間不同 β 值對平面規劃之影響。在此

我們選擇五組測試電路中包含模組數較多的

兩組電路 ami33 與 ami49 來做實驗。表 4 為

ami33與 ami49測試電路對 11種不同的 β值實

驗結果的統計數據。在這次實驗中，模擬退火

起始溫度設為 20000℃，終止溫度設為 1℃，

降溫比率設為 0.995。 

從圖 2 及 3 的實驗結果統計圖中可看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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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點會由左至右呈現越來越低的趨勢，意味著

隨著面積期望值的增加，面積變異數相對越來

越小，故 β 為 1 時，目標函數只考慮面積期望

值而不考慮面積變異數，所產生平面圖應具有

最小之面積期望值。而 β 為 0 時，目標函數只

考慮面積變異數，而不考慮面積期望值，故面

積變異數會降至最低。因此在製造時可知如要

得到較小面積，應考慮採用較大 β 值；而如果

不考慮面積只想得到較好穩定度的話，則應選

擇較小的 β 值。如何在二者間做選擇，就需依

實際狀況而定。圖 2和 3分別為 ami33與 ami49

兩測試電路的結果分佈圖，其中橫坐標為面積

的期望值，而縱坐標則為面積的變異數。 

 

表 4: 不同 β值的實驗結果統計表 

ami33 ami49 

β Area Var β  Area Var 

1 1.639 0.072 1 53.472 5.108 

0.9 1.720 0.051 0.9 56.418 1.156 

0.8 1.929 0.013 0.8 59.012 0.351 

0.7 1.861 0.013 0.7 61.087 0.254 

0.6 1.671 0.030 0.6 56.312 0.307 

0.5 1.870 0.024 0.5 63.457 0.336 

0.4 1.784 0.041 0.4 62.925 0.446 

0.3 1.832 0.024 0.3 68.899 0.182 

0.2 2.089 0.020 0.2 67.727 0.370 

0.1 1.990 0.032 0.1 69.085 0.060 

0 2.109 0.001 0 71.489 0.001 

 

 
圖 2: ami33 對不同 β值的實驗結果 

 

 
圖 3: ami49 對不同 β值的實驗結果 

 

4.3 高不確定性模組個數多寡對平面規劃之影

響 

實驗中將ami49測試電路修改為10組不同

的測試電路，我們將其 10 組測試電路命名為

S
1
~S

10
，每一組測試電路皆含有數目不同的固

定模組、低不確定性模組與高不確定性模組，

如圖 4 所示。這 10 組測試電路中由 S
1
至 S

10

所包含的不確定性模組個數隨之減少。此實驗

模擬在設計晶片時，設計的初期對子電路的設

計較不確定，此時各子電路擁有較多種類的選

擇，而隨著對各功能子電路設計較明確化，可

選擇種類也隨著減少。圖 4 中所設計 10 組測

試電路代表隨著晶片設計的進行而減少不確

定性模組的個數，以符合上述實際情況。此實

驗模擬退火之起始溫度設為 20000℃，終止溫

度設為 1℃，降溫比率設為 0.995，而 β 設為

0.5。 

 

 
圖 4: S

1
~S

10
測試電路模組統計圖 

 

實驗中會隨著不確定性模組個數的增加，

在面積期望值與執行的時間上也相對隨之增

加，這是合理的數據，因為我們在設計此組測

試電路時，由 S
10
到 S

1
所增加的固定模組的寬

（高）均為不確定性模組寬（高）中的最小值，

所以由 S
10
到 S

1
的面積期望值會有越來越高的

趨勢存在，這可從圖 5 的分佈圖中看出。 

 

 
圖 5: S

1
~S

10
測試電路面積期望值分佈圖 

 

另一方面，圖 6 顯示 S
10
到 S

1
的可能面積

範圍分佈圖。圖中每一垂直線段代表橫座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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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測試電路的可能面積範圍，線段上、下方

的數字代表對該測試電路所評估面積的範圍

最大及最小值。評估面積的範圍當然也與面積

期望值有相同的走勢。 

 

 
圖 6: S

1
~S

10
測試電路面積範圍分佈圖 

 

圖 7 為執行時間分佈圖，圖中顯示隨著相

對不確定性模組個數的增加執行時間也越來

越長，這與不確定性模組的個數多少有絕對性

的關係。而圖 8 中隨著不確定性模組個數的減

少，變異數也隨之越來越小，相對所評估出來

的面積也就越來越可靠。 

 

 
圖 7: S

1
~S

10
測試電路執行時間分佈圖 

 

 
圖 8: S

1
~S

10
測試電路面積變異數分佈圖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一個不確定性模組之不

可切割平面規劃演算法以便能有效的評估模

組尚未完成時所可能形成寬/高及面積機率分

佈圖，所提出的不可切割採用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來記錄模組之間的拓撲關

係，並以模擬退火得出面積的較佳解。 

實驗結果顯示不論在時間、面積期望值與

面積變異數上，利用不可切割之 Bounded 

Sliceline Grid 表示法均較可切割表示法來的優

越，而實驗中還可藉由控制 β 值的大小，在面

積大小與可靠度之間做一選擇，最後也證實了

我們的方法會隨著不確定性模組數量的減

少，而得出較正確的面積與較高的可靠度。 

除了估計面積之外，未來我們亦將考慮網

列連線長度與其相對應之機率及其分佈狀

況，藉以評估不確定性模組間網列連線長度及

繞線擁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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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放原始碼雲端平台建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在開放原始碼雲端平台建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在開放原始碼雲端平台建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在開放原始碼雲端平台建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 

以企業內部活動行事曆為例以企業內部活動行事曆為例以企業內部活動行事曆為例以企業內部活動行事曆為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般的中小型企業由於人力及資源有

限，因此無法花費大量預算建構企業內部的私

有雲。然而，隨著雲端運算的技術及應用不斷

的進步，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台紛紛出

現。本研究使用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台

Hadoop建構企業私有雲，並以企業內部活動行

事曆系統為例透過企業私有雲提供雲端服

務。本研究所建構的雲端服務系統命名為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此系統

結合網頁與行動裝置，讓使用者能更迅速的獲

得自己及企業內部活動的行程，達到企業內部

資訊共享及穩定的雲端服務。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雲端運算服務、Hadoop、開放原始碼、
Android 

 

Abstract 
The human and resourc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limited, hence 

cannot spend a lot of budget to construct the 

private cloud of enterprise. However,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continues to progress, the open sourc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have appeared. In this study, 

the open sourc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Hadoop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enterprise private 

cloud.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service, 

Event Calendar of enterprise, is provided through 

the enterprise private cloud. The cloud service 

system is named “Social your life!” However, the 

web and mobile services are combined in this 

developed system that can allow user to obtain 

personal and business travel activities within 

rapidly. Then, the sharing of internal information 

and stable cloud services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Service, Hadoop, 

Open Source Code, Android.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目前資訊技

術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

究所(MIC)預估，全球雲端運算市場規模，將

從 2009年的 123億美元成長至 2014年的 420

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為 27.7%，是傳統資訊

服務市場的五倍[1]。此外，在 Forrester Research

的資料則顯示，全球雲端運算市場規模將由

2011 年的 407 億美元成長至 2020 年的 2,410

億美元[2]。市調機構 Gartner 更將雲端運算列

為 IT產業未來十大趨勢之首，可見得雲端運算

在全球火熱的程度[3]。 

近年來雲端運算已經相當成熟且蓬勃發

展，在資源愈來愈充沛且資訊相對透明的情況

下，無論各個產業的公司都想在雲端上尋找長

遠的解決方案。然而，雲端運算的種類眾多，

企業需要好好地評估最適合的雲端服務種類

才有辦法達到將成本效益最大化。 

根據 iThome 2014年 CIO大調查的結果，

企業採用雲端運算的意願增加，由 2013 年的

46.5％，提升至 2014年的 51.1％，增加了 4.6

％。另一方面，雲端服務占 IT預算的比例，也

由 2013 年的 2.69％提高至今年的 3.37％[4]。

由產業別分析結果來看，除了一般製造業以

外，其他產業都有過半數的企業有意願採用雲

端運算。其中又以政府機關學校及醫療業的接

受度最高，政府機關學校高達 9成以上都對雲

端有興趣，而醫療業則是接近 7成(68.8％)[4]。 

雲端運算部署模式主要可分為公有雲

(Public)、私有雲(Private)及混合雲(Hybrid)等模

式[5]。然而並非所有的商業營運系統或服務都

可以運用公共雲端服務，例如某些企業或服務

對於安全性、機密資料及賠償機制等有特殊考

量，若是採用公共雲端將會有信任上的疑慮，

因此紛紛開始嘗試透過虛擬化等機制，自行架

構內部網路中的雲端運算平台(也就是私有

雲)，以滿足企業的實際需求[6]。 

至於企業採用的雲端運算模式，根據

iThome 2014年的調查結果，在 2013有採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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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企業中，73.7％的企業採用私有雲，相較

之下採用公共雲與混合雲的比例相當低，公共

雲為 14.4％，混合雲則是 11.9％。2012 年至

2013年使用私有雲、公共雲與混合雲的比例如

圖 1所示[4]。 

 

圖圖圖圖 1、、、、2012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3年使用私有雲年使用私有雲年使用私有雲年使用私有雲、、、、公共雲公共雲公共雲公共雲

與混合雲的比例與混合雲的比例與混合雲的比例與混合雲的比例[4] 

基本上，私有雲的雲端基礎設施專為組織

而運作，可以由組織本身或第三方管理者就地

部 署 (On Premise) 或 遠 端 部 署 (Off 

Premise)[7]。其中，私有雲除了具備公用雲環

境的彈性優點，還能因網路與使用者受到特殊

限制，且資料與程序皆在組織內部管理，較不

受網路頻寬、安全疑慮、與法規限制等影響，

讓雲端供應者及使用者更能掌控雲端基礎架

構並改善安全與彈性。 

換言之，企業私有雲的建置，不但可提供

更高的安全掌控性，同時內部 IT資源不論在管

理、調度、擴展、分派、存取控制與成本支出

上都更具精細度、彈性與效益。因此 Gartner

分析，儘管公有雲端運算服務較符合經濟規模

原則，但由於目前公有雲服務尚未成熟，故現

階段私有雲的需求將會持續增加[7]。目前，私

有雲的建置可以透過整合一些既有的技術或

產品來達成，像是虛擬化的技術、電腦資源的

管理與監控、服務的可用性或容錯方案等[8]。 

然而，企業要建構屬於企業內部使用的私

有雲之雲端運算平台，必須考慮雲端運算平台

建構的高成本以及人力資源不足的限制[6]。隨

著雲端運算技術不斷的進步，許多開放原始碼

的雲端運算平台陸續被探討，本研究將在

Hadoop 開放原始碼平台探討。Hadoop 擁有自

組 開 發 的 核 心 組 件 以 及 定 義 良 好 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可以

讓企業針對需求建立屬於自己的私有雲[9]。本

研究將利用開放原始碼 Hadoop 雲端運算平

台，建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達到企業省時、

省力、及省成本的成效。 

本研究使用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台

Hadoop建構企業私有雲，並以企業內部活動行

事曆系統為例透過企業私有雲提供雲端服

務。本研究所建構的雲端服務系統命名為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此系統

結合網頁與行動裝置，讓使用者能更迅速的獲

得自己及企業內部活動的行程。『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透過 Hadoop雲端運算

平台處理大量資料，並且與行動裝置結合，藉

以提供最有效率的企業私有雲之雲端服務。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提供使用

者可以檢視多個群組(部門)使用者的行程及企

業內部活動的行程，使企業內部達到資訊共享

及穩定的雲端服務。 

本論文的第 2節將進行文獻探討，分別說

明雲端運算、公有雲與私有雲的比較、Android

行動裝置、Hadoop、及 Hbase等；第 3節說明

在開放原始碼 Hadoop 雲端平台建構私有雲之

雲端服務，將以企業內部活動行事曆系統為例

透過企業私有雲提供雲端服務，服務內容包括

網頁版與行動版；第 4節為『Social your life！

手秀你的生活！』系統實作的說明。最後，第

5節則說明本研究的結論。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節中將分別說明雲端運算、公有雲與私

有雲的比較、Android 行動裝置、Hadoop、及

Hbase。 

2.1 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風暴來襲，在不景氣的年代，企

業如何節省成本、提升效率，是每個企業積極

探索的重要議題之一。此議題潛藏的龐大商

機，吸引 Google、微軟等大廠積極搶進。雲端

運算所引發的強力風暴，更加速產業鏈的成

形，除了讓企業與組織減少資訊架構的投資，

同時亦可享有更強力的運算資源。雲端運算的

巨大影響力，讓個人至企業均身陷其中[10]。 

雲端運算是目前資訊技術最熱門的話題之

一，不論是政府組織、學術研究單位或相關科

技產業，紛紛表達對雲端運算發展的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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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並積極進行相關的研究與推動[11,12]。依

據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對於雲端

運算的定義：雲端運算是一種模式，其依照需

求能夠方便地存取網路上所提供的電腦資

源，這些電腦資源(包括網路、伺服器、儲存空

間、應用程式、以及服務等)可以快速地被供

應，同時減少管理的工作，可降低成本並提昇

效能。麥肯錫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一家規模 200

人的公司，光是軟體的部分就可能省下目前

30%的成本，這也難怪雲端運算會成為 IT業界

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雲端運算主要可分為三個層次的服務，軟

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平台即

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和基礎設施即

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13]。所

對應的產業三級分層則為：雲端軟體、雲端平

台和雲端設備。上層分級為雲端軟體(SaaS)，

使用者可以透過任何瀏覽器存取雲端運算所

提供的服務。中層分級為雲端平台(PaaS)，開

創程式開發平台與作業系統平台環境，給予開

發人員可透過網路撰寫程式開發以及提供各

項服務，用戶端便可透過相關執行程式執行各

項服務。下層分級為雲端設備(IaaS)，是將 IT

系統、資料庫等基礎設備內部應用程式功能做

部署與整合。 

雲端運算的優點包含：(1)、給予較經濟的

投入成本；(2)、改善與更新效能高；(3)、強大

的計算能力；(4)、資訊安全、相容以及協同合

作性高[5]。因此，雲端運算能夠解決跨平台的

問題，所有的人只要打開瀏覽器就能夠，輕鬆

瀏覽。除此之外，電腦的軟體與硬體的需求大

大的減少，大多數的程式都可以在網路上使

用，所以不需要安裝很多的軟體，直接在網頁

上操作即可。然而，電腦也不再需要太多的運

算能力，只要能連上伺服器，伺服器就可以協

助運算與儲存。 

2.2 公有雲公有雲公有雲公有雲與與與與私有雲私有雲私有雲私有雲的比較的比較的比較的比較 

在本節中將分別說明公有雲及私有雲，再

比較兩者的優缺點[6]。 

私有雲是企業自有或共有伺服器基礎架

構，並利用虛擬化等方式來創造專屬企業本身

的雲端服務。其資料僅能被企業本身管理，並

能確保與其他企業區隔。公有雲則是雲端服務

提供商或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所提出的雲端服

務，公有並不一定代表免費，也不一定代表使

用者的資料可供其他人任意取用。表 1所示為

公有雲與私有雲之優缺點比較。 

表表表表 1、、、、公有雲與私有雲之優缺點比較公有雲與私有雲之優缺點比較公有雲與私有雲之優缺點比較公有雲與私有雲之優缺點比較 

 公有雲公有雲公有雲公有雲 私有雲私有雲私有雲私有雲 

優優優優

點點點點 

1. 可降低機房管

理和硬體維護

等成本。 

2. 享有任何時間

隨付即用的功

能。 

3. 服 務 選 擇 多

樣，可快速取

用資源。 

1. 企業可以自行

客製化伺服器

軟硬體。 

2. 可從底層自行

設計防火牆以

及機敏資料之

存放機制。 

缺缺缺缺

點點點點 

1. 敏感性資料可

能 的 隱 私 問

題。 

2. 企業需承擔服

務 中 斷 的 風

險。 

1. 普遍來說維護

成本較使用公

有雲來得高。 

2.3 Android行動裝置行動裝置行動裝置行動裝置 

Android 中文俗稱安卓，是一個以 Linux

為基礎的開放原始碼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主要

用於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由 Google成立的

開放手機聯盟(Open Handset Alliance；OHA)持

續領導與開發中[14]。 

Android系統是由 Andy Rubin等人開發製

作，最初開發這個系統的目的是創建一個數位

相機的先進操作系統[14]。但因市場的需求不

夠大，加上智慧型手機市場快速成長，於是

Android 被改造為一款面向智慧型手機的作業

系統。由於市場對 Android 系統給予高度的肯

定，因此於 2005年 8月被美國科技企業Google

收購。2007年 11月，Google與 84家硬體製造

商、軟體開發商及電信營運商成立開放手機聯

盟來共同研發改良 Android系統。隨後，Google

以 Apache 免費開放原始碼許可證的授權方

式，發佈了 Android 的原始碼，讓生產商推出

搭載 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Android作業系統

後來更逐漸拓展到平板電腦及其他領域上。 

依據 2010年末的資料顯示，僅正式推出兩

年的 Android 作業系統在市場佔有率已經超越

稱霸逾十年的諾基亞 Symbian系統，成為全球

第一大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14]。在 2014 年

Google I/O開發者大會上，Google宣布過去 30

天裡有 10億台 Android裝置被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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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adoop 

Hadoop是 Apache軟體基金會研發的開放

原始碼平行運算編程工具和分散式檔案系統

[10,15]，可以提供龐大資料進行分散式運算的

環境。Hadoop的定位是用來處理與保存大量資

料的雲端運算平台，在 Hadoop 中包含了最著

名的分散式檔案系統(HDFS)、MapReduce 框

架、及儲存系統(HBase)等元件，如圖 2所示。

除此之外，根據 Hadoop 延伸發展的其他子專

案如下所述[15]： 

●Core：一組用於分散式檔案系統和一般性

I/O之用的元件和介面。 

●Avro：提供高效能、跨語言以及可保存資

料的 RPC資料序列化系統。 

●Pig：超大資料集的資料流語言以及執行環

境，可在 HDFS 和 MapReduce 叢集環

境執行。 

●ZooKeeper：分散式且高可用性的協調服

務，可為建置分散式系統提供分散式鎖

定等原始鎖定功能。 

●Hive：分散式資料倉儲，透過 Hiave 可管

理存放於 HDFS 的資料，並提供根據

SQL發展的查詢語言來查詢資料。 

●Chukwa：分散式資料收集和分析系統，其

會執行收集器以便在 HDFS 中儲存資

料，且會使用MapReduce來產生報表。 

 

圖圖圖圖 2、、、、Hadoop組成元件組成元件組成元件組成元件 

Hadoop 主要核心完全使用 Java 開發，而

使用者端則提供C++/Java/Shell/Command等程

式開發介面，目前可執行於 Linux、Mac OS/X、

Windows和 Solaris作業系統，以及一般商用等

級的伺服器。 

Hadoop 建立一個 Cluster 平台，利用

MapReduce 的概念將工作分配到多個 Cluster

進行平行運算[10]。Hadoop是處理與儲存大量

資料的雲端運算平台，藉由平行分散式檔案處

理策略，來獲得高效率的資料處理，包含

MapReduce 及 HDFS 兩 個 執 行 架 構 。

MapReduce 是分散式程式的框架，程式透過

Map 及 Reduce 的方式進行分散及收斂的動

作。HDFS 是 Master/Slave 架構，由兩種角色

組成，分別為Namenode及Datanode，Namenode

負責檔案系統中的檔案權限管理，如圖 3 中

Namenode 透過本身紀錄的 Metadata，管理檔

案權限及副本檔案位置；Datanode由數個節點

所組成。當一個資料檔進入 HDFS架構時，會

被切割成數個較小的區塊(Block)並且儲存在

不同的 Datanode中[15]。 

 

圖圖圖圖 3、、、、HDFS架構架構架構架構[15] 

2.5 HBASE 

HBase是架構在 HDFS上的分散式資料庫

[15]，與一般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

不同。HBase使用列(Row)和行(Column)為索引

存取資料值，因此查詢的時候比較像在使用

map 容器(Container)。HBase 的另一個特點是

每一筆資料都有一個時間戳記(Timestamp)，因

此同一個欄位可依不同時間存在多筆資料。 

一個HBase的資料表(Table)是由許多Row

及數個 Column Family組成，每個列都有一個

Row Key做為索引。一個 Column Family就是

一個 Column Label的集合(Set)，裡面可有很多

組 Label，這些 Label可以視需要隨時新增，而

不用重新設定整個資料表。見表2所示為Hbase 

Table 的例子，在存取資料表的時候，可使用

(‘row key’, ‘family:label’) 或 (‘row key’, 

‘family:label’, ‘timestamp’)的組合取出所需要

的欄位。 

HBase 為了方便分散資料和運算工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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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整個資料表分為許多 Region。一個 Region

是由一到數個列所組成的，可以分別存放在不

同 HBase 主機上，這些存放 Region 的主機就

是 Region Server。另外，還有Master Server用

來紀錄每一個 Region對應的 Region Server。除

此之外，Master Server也會自動將不能提供服

務的 Region Server上的 Region重新分配到其

他的 Region Server上。 

表表表表 2、、、、Hbase Table 

name timestamp score phone 

ricky 
T2 Math: 65  

T5 Eng: 30  

james 

T1  61234 

T3 Math: 90  

T6 Math: 95 61235 

jason T4  64321 

此外，HBase也可供MapReduce的程式作

為資料來源或儲存媒介。在 HBase 0.20版之後

提供了 TableMapper及 TableReducer的類別讓

程式中的Mapper及 Reducer類別繼承，可以把

MapReuce 中的(key, value)更方便地從 HBase

中取出和存入。 

3. 在開放原始碼在開放原始碼在開放原始碼在開放原始碼Hadoop雲端平台建雲端平台建雲端平台建雲端平台建

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構私有雲之雲端服務  

大量資料的處理一直是電腦科學與實務

應用中非常重要的課題，雲端運算的風起雲湧

也使得分散式運算技術成為重要的 IT 技術之

一。其中，整合MapReduce演算法及被各大企

業所廣泛採用的 Hadoop 套件，更是開發雲端

運算技術的佼佼者，其應用的實例包括：水利

署雲端應用系統平台建置計畫[16]、電源觀測

之雲端系統[17]、Facebook[15]...等。 

雲端運算不是一項新興技術，而是一種過

去就有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的形

式，與代表多台電腦同時進行運算與叢集運算

(Cluster Computing)的概念類似，皆是指透過整

合大量電腦的運算資源來處理運算需求。然而

叢集運算多為硬體業者採用，強調同一資料中

心中的大量電腦。雲端運算則納入網際網路的

概念，由遠端網際網路上的伺服器群進行資料

的存取與運算[11]。 

由於雲端運算通常指的是在網路上提供

且為商業和客戶服務的消費模型，這些服務包

含了以資訊科技為主的服務，如軟體即服務

(SaaS)以及提供伺服器運算及儲存能力的服務

等。但實際上還有更多和資訊科技無關的商業

和客戶的服務，如線上購物、銷售、娛樂等，

而這些服務多半與運算的功能無關，而更為貼

近人們的生活，對這些客戶而言，他們所使用

的不是雲端運算這項功能，而是由雲端運算環

境所提供的雲端服務。 

雲端服務專注在藉由網路連線從遠端取

得服務，利用這些服務，使用者甚至可以只靠

一支手機做到許多過去只能在個人電腦上完

成的工作。透過雲端服務的特性，可讓雲端服

務的提供者和消費者享受到比起傳統服務遞

送模式更為簡易且便宜的優點，這些特性可以

降低花費，加速服務遞送的速度，簡化存取的

方式，大量增加可用服務的數量和內容，並增

進了服務整合性的可能。 

本研究使用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台

Hadoop建構企業私有雲，並以企業內部活動行

事曆系統為例透過企業私有雲提供雲端服

務。本研究所建構的雲端服務系統命名為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此系統

結合網頁與行動裝置，讓使用者可隨時隨地撰

寫行程，能夠有效地掌握自己的行程及獲得企

業內部活動的行程。『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

的生活！』所提供的雲端服務，主要分成活動

行事曆的一般使用者及網頁的管理者。使用者

著重於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行事曆，及能即時

地查看自己好友及企業內部活動的行程，以便

安排行程，而管理者主要控管使用者的資料、

客服的即時回應。 

3.1 使用者網頁版與行動版使用者網頁版與行動版使用者網頁版與行動版使用者網頁版與行動版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提供

使用者能有效地掌握自己的行程、好朋友的行

程及企業內部活動的行程，在好友管理中提供

好友名單與查詢群組，雲端使用者只要新增與

加入好友或群組，即能即時地查看與更改好

友、群組及企業內部活動的行程。而在網頁版

或行動版新增使用者自己的行程後，在網頁版

與行動版的行事曆也都會即時地更新，達到同

步更新與互動零距離。 

為提供個人化的服務，『Social your life！

手秀你的生活！』在會員中心中提供了多樣化

的版面供雲端使用者選擇，讓使用者能依心情

做不一樣的變換。此外，『Social your life！手

秀你的生活！』也提供 FAQ客服中心，藉由此

窗口供雲端使用者對我們提出疑問。雲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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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網頁版)的環境如圖 4所示，雲端使用者(行

動版)的環境圖 5所示。 

 

 

圖圖圖圖 4、、、、雲端使用者雲端使用者雲端使用者雲端使用者(網頁版網頁版網頁版網頁版)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 

 

 

圖圖圖圖 5、、、、雲端使用者雲端使用者雲端使用者雲端使用者(行動版行動版行動版行動版)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 

3.2 管理者管理者管理者管理者 

當使用者對『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

活！』系統提出疑問時，可藉由 FAQ客服管理

對使用者的問題依序回覆，且能從中了解大部

分使用者對系統的疑問，及能在 Q&A 管理中

新增常見問題，供雲端使用者在網頁的常見問

題查詢做查看。而為提供雲端使用者多元化的

版面選擇，雲端管理者能藉由版面管理中的上

傳版面，新增上傳更多樣化的風格版面。除此

之外，雲端管理者可在帳號管理中控管各雲端

使用者的帳號資訊，若雲端使用者進行不當的

使用行為或太久未使用系統，則可依據權限的

給予警告。雲端管理者的環境如圖 6所示。 

整體而言，『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

活！』最大的特性就是使雲端使用者能隨時隨

地有效地掌控自己的行程、好友的行程及企業

內部活動的行程，因此可以達到 Social 的概

念。除此之外，『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

活！』透過雲端運算平台處理大量資料，並與

行動裝置結合，因此可提供最有效率的雲端服

務。 

 

 

圖圖圖圖 6、、、、雲端管理者的環境雲端管理者的環境雲端管理者的環境雲端管理者的環境 

4. 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系統實作 

在本節中將使用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

台 Hadoop 建構企業私有雲，並以企業內部活

動行事曆系統為例透過企業私有雲提供雲端

服務。首先說明雲端運算平台 Hadoop的建置，

接著說明雲端服務『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

生活！』的功能。 

4.1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實實實實作作作作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經過資料收集與分析系統建置的可行性，

本系統在雲端運算平台則選擇 Hadoop Ver. 

0.2.0[2]。現今所使用的 Ubuntu 是 Linux 發行

版作業系統中的一種，由 Canonical 公司所維

護、修改並發行。Hadoop則是 Apache軟體基

金會所研發的開放源碼並行運算編程工具和

分佈式文件系統，與 MapReduce 和 Google檔

案系統的概念類似。基本上 Hadoop 的定位是

用來處理與保存大量資料的雲端運算平台，目

前屬於 Apache頂層專案，在 Hadoop中包含了

最著名的分散式檔案系統(HDFS)、MapReduce

框架、儲存系統(HBase)等元件，以及根據

Hadoop 延伸發展的其他子專案。Hadoop 主要

核心完全使用 Java 開發，使用者端則提供

C++、Java、Shell、Command等程式開發介面，

目前可執行於 Linux、Mac OS/X、Windows和

Solaris 作業系統，以及一般商用等級的伺服

器。在 Hadoop 的雲端運算平台上，我們所設

計的環境架構如圖 7所示。除此之外，雲端運

算平台工作排程的掛載及雲端運算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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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HBase的管理資訊頁面分析，如圖 8與 9所

示。 

 
圖圖圖圖 7、、、、環境架構環境架構環境架構環境架構 

 

 

 

 

 

 

 

 

 

 

 

 

 

 

 

圖圖圖圖 8、、、、工作排程掛載工作排程掛載工作排程掛載工作排程掛載 

 

 
圖圖圖圖 9、、、、HBase的管理資訊頁面分析的管理資訊頁面分析的管理資訊頁面分析的管理資訊頁面分析 

 
軟體的選擇如下所列： 

� 作業系統： Linux、Windows XP、

Windows7、Android 

� 資料庫：Hbase 

� 開發語言：PHP、Java Script、Html 

� 開 發 工 具 ： Dreamweaver CS5 、

Notepad++ 

� 影像處理軟體： Photoshop CS5、
PhotoImpact 

硬體的選擇如下所列： 

� 網頁版 

� CPU：Pentium III以上 

� 硬碟：60GB 

� 記憶體：128MB以上 

� 網路卡：10/100Mbps以上 

� 其他：顯示器 17 吋以上、資料庫 

� 伺服器 2台、鍵盤、滑鼠 

� 行動版 

� CPU： Qualcomm MSM8255 1.5 

� GHz 處理器 

� 內建記憶體：32GB 

� 記憶體：1GB RAM 

� 無線通訊：Wi-Fi無線網路 

� 其他：7吋 電容多點觸控螢幕 

� 1024 x 600 pixels 

� 通訊設備/協定：非對稱數位式用戶線

路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ADSL)、無線網路、TCP/IP網路

通訊協定、郵件傳輸協定(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SMTP)。 

4.2 雲端服務雲端服務雲端服務雲端服務『『『『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手秀你的手秀你的手秀你的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系統

的系統架構由Client的使用者端與 Provider

的管理端透過 Internet所組成，系統架構如

圖 10所示，網頁版架構如圖 11所示，行動

版架構如圖 12所示，管理者端架構如圖 13

所示。 

 
 

圖圖圖圖 10、、、、『『『『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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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1、、、、『『『『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網頁版網頁版網頁版網頁版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 

 

 
圖 12、『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

行動版架構圖 

 

 

圖圖圖圖 13、、、、『『『『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管管管管

理端理端理端理端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 

系統的首頁如圖 14所示，在畫面的上排為

所有的主功能，左側為主功能項下的子功能。 

 

 

圖圖圖圖 14、、、、『『『『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行事曆首頁行事曆首頁行事曆首頁行事曆首頁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系統

提供可依據不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檢視角度

下，對行事曆點擊滑鼠左鍵以新增不同的活動

型態。圖 15 所示則為檢視角度為「月」的範

例，當進行點擊後將對該日新增一個整天的活

動。圖 16為新增成功的畫面。 

 

圖圖圖圖 15、、、、『『『『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新增活動新增活動新增活動新增活動 

 

 

圖圖圖圖 16、、、、『『『『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活動新增完成活動新增完成活動新增完成活動新增完成 

 

『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亦提

供行動板的雲端服務，如圖 17 所示為本研究

在 Android 系統上開發的系統首頁，畫面左上

角為功能選單。畫面上可以看到 3 月 12 號顏

色不同，代表該日有活動。長按進去可以看到

該日的所有活動，如圖 18所示。 

 

 

圖圖圖圖 17、、、、『『『『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Android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行事曆首頁行事曆首頁行事曆首頁行事曆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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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8、、、、『『『『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手秀你的生活！』！』！』！』

Android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該日活動該日活動該日活動該日活動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為使企業的經營及服務的提供可以符合

「4A2S」，即任何人(Any Person)、任何時間

(Any Time)、任何地點(Any Where)、使用任何

工具上網(Any Tool)，使用者都可以得到相同的

網路服務(Same Network Service)，並且得到相

同的結果(Same Result)[5]。將服務移植到網際

網路已逐漸為現今各中小企業資訊服務業者

的共識。然而，企業要建構屬於企業內部使用

的私有雲之雲端運算平台，必須考慮雲端運算

平台建構的高成本以及人力資源不足的限制。 

本研究使用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台

Hadoop建構企業私有雲，並以企業內部活動行

事曆系統為例透過企業私有雲提供雲端服

務。本研究所建構的『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

的生活！』雲端服務系統，提供企業內部資訊

共享，使同部門的同仁擁有共同的群組，並可

檢視共同的活動。『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

生活！』可依照使用者的喜好選擇不同的版

面，且透過與 APP的結合，可以讓使用者隨時

隨地的掌控自己的行程及企業內部活動的行

程。『Social your life！手秀你的生活！』在後

端也提供管理者可上傳版面樣式，並可進行管

理 FAQ、管理版面、管理帳號以及可以修改常

見問題。 

當企業將其服務轉換成私有雲服務時，資

訊安全是必須考慮的重點議題之一。不同於實

體應用程式內建的安全防護功能，私有雲架構

需要一套隨需(On Demand)安全服務，以保護

企業的工作與資訊。 

在私有雲架構中，必須要加強區分 IT操作

與安全性之間的職責與疑慮。倘若軟體控制被

虛擬化，仍應保有形同在實體世界中職責區分

的情況。這需要虛擬化與私有雲端運算平台廠

商協助形成管理政策，讓安全虛擬器與其他資

訊中心的虛擬器操作做功能區分。因此，在未

來的研究將以私有雲的安全為探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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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電子網路商城採用行為模式之探討 

 

摘要 

 近年來，隨著消費模式轉變及電子商城

影響，電子商城成為必備且不可或缺的趨勢，

大大的影響了人們的購物方式。因此本研究探

討企業對於電子商務平台的採用意願，透過科

技 接 受 模 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來驗證找出影響使用者用電子商

務平台的關鍵因素。本研究蒐集了 126份有效

樣本，且透過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來進行研究分析。 

 本研究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實體

店面業者擁有電子商城、實體店面業者沒有電

子商城、實體店面業者沒有電子商城但未來有

計畫開設電子商城與無計畫開設電子商城一

併進行統計，第二部分為實體店面業者，沒有

使用電子商城，但未來有計畫開設電子商城，

第三部分為實體店面業者，沒有使用電子商城，

未來也無計畫開設電子商城進行統計與比

較。 

關鍵詞：電子商務、偏最小平方法(PLS)、科

技接受模式(TAM) 

 

 

1.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經濟部商業司發布的新聞指出，每年均

針對國內電子商務發展趨勢與市場規模進行

調查，2012 年台灣電子商務產值應突破新台

幣 6,600億元，年成長高達 17%，期望在 2015

年，電子商務產業能成為下一個兆元產業，由

此可知電子商務的重要性與未來性 (出處:經

濟部商業司發布的即時新聞 2012/11/30) 。 

 根據許多新聞報導資料可以知道，台灣

人愛當老闆早已不是新聞，根據「全球創業觀

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調查發現 25％的國人想在未來 3年內

創業，創業欲望排第一。但只有 26％的台灣

人認為自己具有創業的能力，在 24 國*中，創

業腦力排倒數第 2。面對現今的消費模式，電

子商務的發展更是潛力無窮，但想要創業成功，

就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出處:全球圖表／台灣

人「又愛又怕」創業，天下雜誌2013/06/25) 。  

 Yahoo網站在 2001 年推出拍賣，至今已

經開設14年，也造就了許多成功者與失敗者。

 根據受訪時業者指出，電子商務的優點

在於使用上簡易且方便、曝光率高、全年無休，

缺點在於競爭過於激烈、消費者擔心受騙，對

於電子商務有著兩極的說法。 

 因此本研究探討企業電子網路商城採用

行為模式，進一步分析了解企業對於電子網路

商城之看法。 

 

*註 24國為台灣、新加坡、韓國、日本、以色列、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荷蘭、葡

萄牙、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英國、挪威、瑞士、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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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探

討電子商務產業，第二探討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第三探

討個人創新特性(Personal Innovativeness)，第

四探討成本轉換，以驗證本論文架構。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用最通俗的方法來說電子商務就是在

「網路上做生意」劉文良 (2013)。

 
圖 1，電子商務模式 

 電子商務就是把傳統的商業活動運用到

網際網路上來進行，也因此經濟部商業司將電

子商務定義成: 「電子商務是指任何經由電子

化形式所進行的商業交易活動」(如圖１)。 

 Kalakota and Whinston（1997)認為，

所謂電子商務是指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購買、銷

售或交換產品與服務。可以降低成本、減低產

品的生命週期、加速得到顧客的反應、增加服

務的品質。電子商務是個人與企業線上交易的

過程，其中分為兩種，企業對消費者(B2C)及

企業與企業(B2B)之間的交易。 

2.1.2電子商務的特性 

（一）全年全天無休:透過網路伺服器的運作，

可提供全天二十四小時的全時性服務，減少時

間及空間因素的影響。 

（二）全球化市場:網際網路可跨越國界的限

制，增加全球性行銷與交易，迅速擴大市場通

路及供應鏈到全世界的客戶。 

（三）個人化需求:利用網路，可提供滿足使

用者個人化需求的資訊、產品及服務等。 

（四）成本低廉具競爭力:透過網路的商品銷

售可縮短銷售通路、降低營運成本及達成規模

經濟，提供較具競爭性的價格給顧客。 

（五）創新性得商業機會與價值:可開發傳統

型式之外的商品與服務，商品及服務的內容與

形式也不須固定，可隨需求的彈性不同加以組

合及改變。 

（六）快速有效的互動:透過多媒體使用者介

面可提供更具親和性的互動式操作環境，方便

使用者執行查詢、瀏覽、傳輸等作業及交易支

付功能。線上即時處理及回應、過程及進度查

詢、收貨回復、意見反應等功能，可縮短整體

商業交易的流程與時間。 

（七）多媒體資訊:透過多媒體技術，可使商

品型錄、電子商品及交易資訊等有更豐富的內

容及展示。 

（八）使用方便且選擇性多:個人電腦及瀏覽

器已成為共通的介面，上網容易且方便，且網

路市場不斷擴大，消費者選擇的機會增加(出

處:電子商務理論、實務、個案、新知，劉文

良 2013 年)。 

2.2  科技接受模型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由學者 Davis(1986)以理性行

為理論所演變出來的一個以科技為主的採用

理論，也是過去相關研究被使用最廣泛的一個

理論，主要是用來預測使用者接受科技的程

度。 

 學者 Davis(1986)依據 TRA（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和 TPB（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TRB）的理論，提出科技

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二者皆認為信念會影響一個人的

態度，態度會影響到個體行為意願，並且進一

步會影響到個人的行為表現。其目的在找出一

種有效的行為模式，用於解釋科技中使用者接

受新資訊系統的行為，同時分析影響使用者接

受的各項因素。 

  科技接受模型以認知有用和認知易用為

獨立變數，使用者態度、行為意圖和使用行為

為相依變數。主張認知有用性與易用性會影響

使用科技的態度，進而影響具體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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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主張人對資訊科技的使用受其行為意圖所

影響。 

 

 (Davis et al,1989,Venkatesh et al,2003) 

圖 2，科技採用模式(TAM) 

 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

認為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向主要認知有用性

及認知易用性這兩個構面，會透過使用態度及

使用意向影響，進而實際延伸到使用 IT(如圖

2)。 

2.3 個人創新特性 

 個人創新特性(Personal 

Innovativeness)，對於個人創新特性的操作

性定義為「個人相較於其他人而言，較早採用

一項創新的程度」。Rogers and 

Shoemaker(1971)此定義是以採用的時間作為

衡量，因此能夠解釋創新的採用，但卻不適用

於預測。 

 學者 Midgley and Dowling(1978)也指出，

個人創新特性是一個可觀察到的現象，不過卻

是一個抽象且模糊的概念，採用個人創新特性

不利於衡量因果關係，也缺乏信度與效度，所

以用個人創新構面有研究上的限制。之後學者

企圖為了使個人創新特性定義的更清楚並開

始發展直接測量的方法，個人創新性才又被獲

得注意。 

2.4 成本轉換 

 轉換成本（Conversion Cost)最早是由

Michael Porter(1980)提出，買方從供應商的

產品轉到另外一家所發生的一次性成本

（one-time cost），一次性成本重點有二，首

先，該次成本的發生是在此次轉換行為時所存

在，並不是已轉換後的持續性使用成本，第二，

轉換成本包含了整個轉換過程，並不是單指轉

換那一刻所產生的成本， 而是自資訊的搜尋、

評估， 到交易、學習、適應等，期間所發生

的一切心理或實體成本，皆被歸納於轉換成本

範疇中。而轉換成本是型塑顧客忠誠度的重要

來源，能夠給供應商一種顧客重複購買的市場

力量，也是維持市佔率的重要關鍵。 

 大多學者都認同了顧客轉換成本的存在，

但就其類別，即表現形式，不同學者有著不同

的認識。在有關顧客轉換成本類別的研究中，

以學者(Burnham)等人的劃分最具代表性。 

3.研究架構與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提出以下的

研究架構(如圖 3)。

 
圖 3，研究假設 

 並將易用性定義為「使用者對電子商城

的使用上容易與否」；有用性定義為「使用者

認為使用電子商城是對企業是否有幫助」；社

會影響定義為「使用者朋友、家人、身邊的人

對電子商城創業的看法」；個人創新定義為「使

用者對創新科技採用的看法」；轉換成本定義

為「使用者認為使用電子商城與實體店面的成

本考量」。 

 此研究架構主要以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為主體，

然而在外部變數有可能是使用者特徵、使用者

週遭等因素，因此提出「社會影響」、「個人創

新」作為「知覺有用」和「知覺易用」的外部

變數進行探討，根據以上所述，故提出 H1~H7

之研究假說: 

 根據研究文獻所示，知覺有用性對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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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有正向影響 Davis et al.(1989)；

Davis(1993)。即使用者對電子商城的知覺有

用性愈高，則對電子商城的採用意願愈高。故

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1】: 「知覺有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

向影響關係。 

 根據研究文獻所示，知覺易用性對採用

意願有正向影響 Davis et al.(1989)；

Davis(1993)。即使用者對電子商城的知覺易

用性愈高，則對電子商城的採用意願愈高。故

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2】: 「知覺易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

向影響關係。 

 Davis et al.(1989)指出，認為知覺易用性

會對知覺有用性產生正向影響，即使用者對電

子商城的知覺易用性愈高，則對電子商城的知

覺有用性愈高，故提出以下假說: 

【H3】: 「知覺易用」對於「知覺有用」有正

向影響關係。 

 使用者週遭的人，支持認同使用電子商

城的支持度愈高，則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

愈高。故提出以下假說: 

【H4】: 「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有用」有正

向影響關係。 

 使用者週遭的人，支持認同使用電子商

城的支持度愈高，則使用者的「知覺易用」性

愈高。故提出以下假說: 

【H5】: 「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易用」有正

向影響關係。 

 使用者在個人創新的能力愈佳，則表示

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愈高。故提出以下假

說: 

【H6】: 「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有用」有正

向影響關係。 

 使用者在個人創新的能力愈佳，則使用

者的「知覺易用」性愈高。故提出以下假說: 

【H7】: 「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易用」有正

向影響關係。 

 在新科技的採用前，會評估是否對利潤

或工作具有效益，若知覺有用性愈高，則愈明

顯影響轉換成本使用的可能。故提出以下研究

假說: 

【H8】: 「知覺有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

向影響關係。 

 在新科技的採用前，會評估此系統是否

容易方便上手使用，若知覺易用性愈高，則愈

明顯影響轉換成本使用的可能。故提出以下研

究假說: 

【H9】: 「知覺易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

向影響關係。 

 採用意願決定了電子商城的使用，然而

採用意願又受到轉換成本影響；亦即在轉換成

本上愈正向，其對電子商城的採用意願愈大。

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10】: 「轉換成本」對於「採用意願」有

正向影響關係。 

3.2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衡量工具，依據本研

究相關文獻及研究架構，將問卷內容分為七大

部分，第一部分為社會影響，第二部分為創新

採用，這兩部分為外部變數，第三部分為知覺

易用性，第四部分為知覺有用性，第五部分為

轉換成本，第六部份為採用意願，第七部分為

填寫者基本資料。 

 受測者被要求指出他或她們對該題目的

認同程度，通常使用五等尺度也就是李克特量

表(Likert scale)，但有許多計量心理學者

（Psychometrician）使用七或九等尺度。而實

證的研究也指出，五等級、七等級甚至十等級

選項的數據，在簡單的資料轉換後，其平均數、

變異數、偏態和峰度都很相似，因此本研究採

用七等尺度表，探討受訪者對該題目的認同程

度 Dawes, Joh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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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料分析 

4.1 問卷回收統計 

 本研究問卷發放對象為實體店面、電子

商城業者，主要以創業零售商為主，電子商城

業者要具備網路創業的經歷，擁有實體店面業

者則不拘，但都要維持於現在仍在執行的創業

者，有經驗而無持續至今的創業者不列入訪談

範圍。本研究利用實地發放方式蒐集資料，受

訪者現場填寫問卷並現場回收。問卷發放於

(2014/08/05~2014/11/20)，本問卷回收了135

份，剔除無效問卷 9份，有效問卷共計 126份，

有效率 93.33%。 

4.2 基本資料敘述統計分析 

 我們將樣本進行基本資料統計分析，共

分三個部分，第一部份包含了性別、年齡、學

歷、畢業科系、居住地區為第一個部分，第二

個部分包含了創業資歷、網路創業、網路商城

為第二個部分，第三個部分包含了主要銷售產

品、銷售對象地區、公司規模、每月營業額為

第三個部分，整理於下。 

4.2.1個人基本資料: 

(一)性別 

 在受訪者性別方面，有效問卷中，男性

共計 56人，佔有效問卷中 44.4%，女性共計

70 人，佔有效問卷中 55.6%。 

(二)年齡 

 在受訪者年齡方面，有效問卷中，25(含)

歲以下共計 20人，佔有效問卷中 16.5%，26-30

歲共計 21人，佔有效問卷中 17.3%，31-35歲

共計 30人，佔有效問卷中 24.8%，36-40歲共

計 23 人，佔有效問卷中 19%，41-45歲共計

12 人，佔有效問卷中 9.9%，46(含)歲以上共

計 15 人，佔有效問卷 12.4%。其中以 31-35

歲所佔的比例最高，佔 24.8%。 

(三)學歷 

 在受訪者學歷方面，有效問卷中，高中/

高職共計 14人，佔有效問卷中 11.1%，專科

共計 24人，佔有效問卷中 19%，大學共計 81

人，佔有效問卷 64.3%，碩士共計 7人，佔有

效問卷中5.6%。其中以大學所佔的比例最高，

佔 64.3%。 

(四)畢業科系 

 在受訪者畢業科系方面，有效問卷中，

文史哲/外語共計 11人，佔有效問卷 8.7%，

法政/社會心理共計 6 人，佔有效問卷 4.7%，

商學/管理共計 47人，佔有效問卷 37.3%，工

程/數理化共計 35人，佔有效問卷 27.7%，大

眾傳播共計 5人，佔有效問卷 3.9%，地球環

境/土木水利共計 1人，佔有效問卷 0.7%，教

育共計 1人，佔有效問卷 0.7%，藝術/設計共

計 6人，佔有效問卷 4.7%，觀光/餐影/運動

共計 11人，佔有效問卷 8.7%，醫藥護理共計

3人，佔有效問卷 2.3%。其中以商學/管理所

佔的比例最高，佔 37.3%。 

(五)居住地區 

 在受訪者居住地區方面，有效問卷中，

北部(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共計 8人，佔

有效問卷中 6.3%，中部(苗栗、台中、彰化、

雲林、南投)共計 87 人，佔有效問卷中 69%，

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共計 2人，佔

有效問卷 1.5%，中國大陸共計 28人，佔有效

問卷中 22.2%。因為問卷發放地區主要以中部

店家為主，固其中以中部所佔的比例最高，佔

69%。 

4.2.2 電子商務與實體店面: 

(一)網路創業資歷(年) 

 在受訪者網路創業資歷(年)方面，有效

問卷中，1(含)年以下共計 17人，佔有效問卷

29.3%，2年共計 11人，佔有效問卷 19.0%，3

年共計 11人，佔有效問卷 19.0%，4-5年共計

11人，佔有效問卷 19.0%，6(含)年以上共計

8人，佔有效問卷 13.8%。其中以 1(含)年以

下所佔的比例最高，佔 29.3%。 

(二)實體店面與電子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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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訪者實體店面與電子商城方面，有

效問卷中，有實體店面也有電子商城者共計58

人，佔46.0%，其中先有實體店面者共計20人，

佔15.9%，先有電子商城者共計38人，佔30.2%。

有實體店面但沒有電子商城者共計68人，佔

54.0%，其中有實體店面但沒有電子商城，且

未來有計畫開設電子商城者共計35人，佔

27.8%，有實體店面但沒有電子商城者，且未

來無計畫開設電子商城共計33人，佔26.2%。  

(三)開設電子商城的意願 

 在受訪者開設電子商城的意願方面，樣

本為有實體店面且沒電子商城者，未來有計畫

開設電子商城共計35人，佔27.8%，有效問卷

中，開設意願10%以下共計2人，佔5.7%，開設

意願10-30%共計3人，佔8.6%，開設意願30-50%

共計8人，佔22.9%，開設意願50-70%共計10

人，佔28.6%，開設意願70-90%共計9人，佔

25.7%，開設意願90%以上共計2人，佔5.7%，

開設意願100%一定開共計1人，佔2.9%，其中

以開設意願50-70%所佔的比例最高，佔

28.6%。 

(四)計畫在幾年內開設電子商城 

 在受訪者計畫在幾年內開設電子商城方

面，有效問卷中，計畫在 1 年內共計 3人，佔

8.6%，，計畫在 2年內共計 8 人，佔 22.9%，

計畫在 3年內共計 13人，佔 37.1%，計畫在 4

年內共計 4人，佔 11.4%，計畫在 4年以上共

計 7人，佔 20%，其中以計畫在 3年內所佔的

比例最高，佔 37.1%。 

4.2.3企業經營與規模: 

(一)電子商城平台分佈 

 在受訪者電子商城平台分佈方面，有效

問卷中，使用Yahoo拍賣共計39人，佔54.1%，

使用 PChome拍賣共計 11人，佔 15.2%，使用

HiNet拍賣共計 1人，佔 1.3%，，使用 FB拍

賣共計 12人，佔 16.6%，使用掏寶網拍賣共

計 4人，佔 5.5%，使用阿里巴巴拍賣共計 2

人，佔 2.7%，使用自架網路拍賣共計 3人，

佔 4.1%，其中以 Yahoo拍賣所佔比例最高，

佔 54.1%。 

(二)販賣商品分佈 

 在受訪者販賣商品的方面，有效問卷中，

販賣服裝、睡內衣共計59人，販賣鞋子、包包

共計47人，販賣電腦、週邊、軟體共計18人，

販賣手錶、配飾共計26人，販賣美妝、保健共

計18人，販賣食品、飲料、餐卷共計11人，販

賣運動、戶外共計11人，販賣書籍、文具共計

9人，販賣相機、手機、耳機共計12人，販賣

機械共計2人，販賣居家商品共計2人，其中以

販賣服裝、睡內衣最多，共計59人。 

(三)銷售地區 

 在受訪者銷售地區的方面，有效問卷中，

銷售地區為北部共計30人，銷售地區為中部共

計42人，銷售地區為南部共計17人，銷售地區

為東部共計3人，銷售地區為中國大陸共計31

人，其中以銷售地區為中部者最多，共計42

人 。銷售地區為中國大陸共計31人，其中以

銷售地區為中部者最多，共計42人 。 

(四)公司規模 

 在受訪者公司規模方面，有效問卷中，

公司規模為1-5人共計94人，佔74.6%，公司規

模為6-10人共計16人，佔12.7%，公司規模為

11-15人共計3人，佔2.4%，公司規模為16-20

人共計1人，佔0.8%，公司規模為20人以上共

計12人，佔9.5%，其中以公司規模1-5人比例

最高，佔74.6%。 

(五)每月營業額 

 在受訪者每月營業額方面，有效問卷中，

每月營業額在10萬元以下共計42人，佔33.3%，

每月營業額在10萬~20萬元以下共計35人，佔

27.7%，每月營業額在20萬~30萬元以下共計21

人，佔16.6%，每月營業額在30萬~40萬元以下

共計9人，佔7.1%，每月營業額在40萬~50萬元

以下共計5人，佔3.9%，每月營業額在50(含)

萬元以下共計14人，佔11.1%，其中以每月營

業額在10萬元以下比例最高，佔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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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測量模型分析 

4.3.1整體資料(N=126) 

 因素負荷量是觀察變數影響潛在變數的

部分變易。Hair(1992)指出個別項目的信度是

觀察變數對潛在變數的因素負荷量，而且建議

因素負荷量要在0.5以上。且根據Fornell and 

Larcker(1981)指出，良好的收斂效度應是所

有題象的因素負荷量要顯著，全部問項均需大

於 0.5。(如表 1)所有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均大

於 0.5 以上，代表各提項均可顯著被構面所解

釋。 

表 1，問卷平均數、標準差、因素負荷量

研究構面 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知覺易用性 EOU1 4.62 1.48 0.94 

EOU2 4.56 1.51 0.95 

EOU3 4.75 1.34 0.91 

知覺有用性 Useful1 5.30 1.11 0.81 

Useful2 5.52 1.09 0.83 

Useful3 5.28 1.42 0.70 

Useful4 5.24 1.12 0.83 

Useful5 4.98 1.27 0.72 

個人創新 Inno1 4.40 1.27 0.93 

Inno2 4.70 1.13 0.86 

Inno3 3.79 1.11 0.71 

轉換成本 Swith1 3.65 1.32 0.77 

Swith2 3.92 1.34 0.88 

Swith3 3.24 1.32 0.94 

社會影響 Social1 5.32 1.10 0.81 

Social2 4.82 1.32 0.88 

Social3 4.69 1.34 0.89 

採用意願 It1 5.08 1.30 0.91 

It2 5.34 1.31 0.95 

It3 5.32 1.28 0.88 

 可 信 度 Cronbach's  係 數 介 於

0.78~0.92 之 間 ， 顯 示 結 果 均 超 過

Nunnally(1978)所建議 0.7 可接受之水準，信

度分析結果(如表 2)。 

 內部一致性又經驗證性之因素分析結果

顯 示 ， 各 題 組 合 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介於 0.87~0.95 之間，均超

過 Bagozzi & Yi(1988)建議可接受 0.6 之水

準。 

 平均萃取變異數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介於 0.6~0.86 之間，均超過

Fornell and Larcker(1981)所建議 0.5 之水

準。各項信度與收斂效度評鑑結果均符合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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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信度、效度分析

  AVE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onbachs Alpha 

EOU 0.87 0.95 0.92 

Useful 0.61 0.89 0.84 

Inno 0.70 0.87 0.78 

It 0.84 0.94 0.90 

Social 0.74 0.90 0.82 

Swith 0.75 0.90 0.86 

 綜合以上測量模式的項目負荷量分析、

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可得知本研究中的各變

項具備充分的信度與效度水準，代表各問項皆

能充分解釋與衡量。 

(註:括號內為 t 值，t>1.96，p<0.05 以*表示，t>2.58，p<0.01 以**表示，t>3.29，p<0.001

以***表示)               圖 4，各假設值、T 值，檢測顯著性 

 依據(如圖 4)所示，其相關的假說驗證結

果顯示，知覺有用正向影響採用意願(，

p<0.001)，故強烈支持假說 1，知覺易用正向

影響採用意願(，T=0.104)， 故不支

持假說 2，知覺易用正向影響知覺有用

(，p<0.001)，故強烈支持假說 3，社

會影響正向影響知覺有用(，p<0.001)，

故強烈支持假說 4，社會影響正向影響知覺易

用(，p<0.001) ，故強烈支持假說 5，

個人創新正向影響知覺有用(，

T=0.909) ，故不支持假說 6，個人創新正向

影響知覺易用(，T=1.358) ，故不支

持假說 7，，知覺有用正向影響轉換成本

(，T=0.133) ，故不支持假說 8，知

覺易用正向影響轉換成本(，

T=0.724)，故不支持假說 9，轉換成本正向影

響採用意願(，T=0.873)，故不支持

假說 10。整理於以下(如表 3)。 

表 3，各驗證假說整理表 

假說 值 值 驗證結果 

【H1】:「知覺有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653 6.551*** 支持 

【H2】:「知覺易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011 0.104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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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值 值 驗證結果 

【H3】:「知覺易用」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338 3.811*** 支持 

【H4】:「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548 6.245*** 支持 

【H5】:「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易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368 3.673*** 支持 

【H6】:「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079 0.909 不支持 

【H7】:「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易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141 1.358 不支持 

【H8】:「知覺有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向影響關係。 -0.028 0.133 不支持 

【H9】:「知覺易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向影響關係。 -0.114 0.724 不支持 

【H10】:「轉換成本」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084 0.873 不支持 

*p<0.05；**p<0.01；***p<0.001            

4.3.2店面業者，有計畫開設電子商城(N=35)

 因素負荷量是觀察變數影響潛在變數的

部分變易。Hair(1992)指出個別項目的信度是

觀察變數對潛在變數的因素負荷量，而且建議

因素負荷量要在0.5以上。且根據Fornell and 

Larcker(1981)指出，良好的收斂效度應是所

有題象的因素負荷量要顯著，全部問項均需大

於 0.5。(如表 4)所有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均大

於 0.5 以上，代表各提項均可顯著被構面所解

釋。 

表 4，問卷平均數、標準差、因素負荷量 

研究構面 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知覺易用性 EOU1 4.91 1.29 0.91 

EOU2 4.89 1.30 0.95 

EOU3 5.06 1.19 0.85 

知覺有用性 Useful1 5.63 0.08 0.74 

Useful2 5.97 0.89 0.83 

Useful3 5.69 1.18 0.75 

Useful4 5.31 0.96 0.85 

Useful5 5.46 1.01 0.81 

個人創新 Inno1 4.11 1.23 0.95 

Inno2 4.57 1.24 0.86 

Inno3 3.74 1.01 0.70 

轉換成本 Swith1 4.14 1.14 0.92 

Swith2 4.40 1.19 0.94 

Swith3 3.26 1.04 0.84 

社會影響 Social1 5.57 1.09 0.83 

Social2 5.03 1.27 0.87 

Social3 5.00 1.19 0.91 

採用意願 It1 5.46 1.07 0.94 

It2 5.66 1.21 0.95 

It3 5.66 1.2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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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信 度 Cronbach's  係 數 介 於

0.78~0.93 之 間 ， 顯 示 結 果 均 超 過

Nunnally(1978)所建議 0.7 可接受之水準，信

度分析結果(如表 5)。 

 內部一致性又經驗證性之因素分析結果

顯 示 ， 各 題 組 合 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介於 0.87~0.95 之間，均超

過 Bagozzi & Yi(1988)建議可接受 0.6 之水

準。 

 平均萃取變異數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介於 0.63~0.88 之間，均超

過 Fornell and Larcker(1981)所建議 0.5之

水準。各項信度與收斂效度評鑑結果均符合標

準。 

表 5，信度、效度分析 

  AVE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onbachs Alpha 

EOU 0.82 0.93 0.89 

Useful 0.63 0.90 0.85 

Inno 0.71 0.88 0.79 

It 0.88 0.96 0.93 

Social 0.76 0.90 0.84 

Swith 0.81 0.93 0.89 

 綜合以上測量模式的項目負荷量分析、

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可得知本研究中的各變

項具備充分的信度與效度水準，代表各問項皆

能充分解釋與衡量。 

(註:括號內為 t 值，t>1.96，p<0.05 以*表示，t>2.58，p<0.01 以**表示，t>3.29，p<0.001

以***表示)               圖 5，各假設值、T 值，檢測顯著性 

 

 依據(如圖 5)所示，其相關的假說驗證結

果顯示，知覺有用正向影響採用意願(，

p<0.001)，故強烈支持假說 1，知覺易用正向

影響採用意願(，T=0.575)， 故不支

持假說 2，知覺易用正向影響知覺有用

(，p<0.001)，故強烈支持假說 3，社

會影響正向影響知覺有用(，p<0.001)，

故強烈支持假說 4，社會影響正向影響知覺易

用(，p<0.001) ，故強烈支持假說 5，

個人創新正向影響知覺有用(，

T=0.919) ，故不支持假說 6，個人創新正向

影響知覺易用(，T=0.932) ，故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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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假說 7，，知覺有用正向影響轉換成本

(，T=0.740) ，故不支持假說 8，知覺

易用正向影響轉換成本(，T=1.310)，

故不支持假說 9，轉換成本正向影響採用意願

(，T=0.397)，故不支持假說 10。整理

於以下(如表 6)。 

表 6，各驗證假說整理表

假說 值 值 驗證結果 

【H1】:「知覺有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608 6.698*** 支持 

【H2】:「知覺易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063 0.575 不支持 

【H3】:「知覺易用」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401 5.496*** 支持 

【H4】:「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513 6.951*** 支持 

【H5】:「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易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431 6.448*** 支持 

【H6】:「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071 0.919 不支持 

【H7】:「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易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066 0.932 不支持 

【H8】:「知覺有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向影響關係。 0.116 0.740 不支持 

【H9】:「知覺易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向影響關係。 -0.199 1.310 不支持 

【H10】:「轉換成本」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045 0.397 不支持 

*p<0.05；**p<0.01；***p<0.001            

4.3.3店面業者，無計畫開設電子商城(N=33) 

 因素負荷量是觀察變數影響潛在變數的

部分變易。Hair(1992)指出個別項目的信度是

觀察變數對潛在變數的因素負荷量，而且建議

因素負荷量要在0.5以上。且根據Fornell and 

Larcker(1981)指出，良好的收斂效度應是所

有題象的因素負荷量要顯著，全部問項均需大

於 0.5。(如表 7)所有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均大

於 0.5 以上，代表各提項均可顯著被構面所解

釋。 

表 7，問卷平均數、標準差、因素負荷量 

研究構面 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知覺易用性 EOU1 4.21 1.56 0.96 

EOU2 4.12 1.56 0.94 

EOU3 4.15 1.40 0.90 

知覺有用性 Useful1 4.82 1.36 0.89 

Useful2 5.09 1.13 0.77 

Useful3 5.09 1.47 0.85 

Useful4 4.85 1.37 0.93 

Useful5 4.61 1.39 0.58 

個人創新 Inno1 4.09 1.10 0.92 

Inno2 4.55 0.97 0.79 

Inno3 3.52 1.18 0.75 

轉換成本 Swith1 3.39 1.14 0.86 

Swith2 3.85 1.44 0.91 

Swith3 3.24 1.37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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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構面 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社會影響 Social1 4.79 1.08 0.90 

Social2 4.03 1.10 0.82 

Social3 3.88 1.19 0.70 

採用意願 It1 4.27 1.44 0.87 

It2 4.67 1.38 0.96 

It3 4.70 1.47 0.93 

 可 信 度 Cronbach's  係 數 介 於

0.73~0.92 之 間 ， 顯 示 結 果 均 超 過

Nunnally(1978)所建議 0.7 可接受之水準，信

度分析結果(如表 8)。 

 內部一致性又經驗證性之因素分析結果

顯 示 ， 各 題 組 合 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介於 0.85~0.95 之間，均超

過 Bagozzi & Yi(1988)建議可接受 0.6 之水

準。  

 平均萃取變異數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介於 0.65~0.87 之間，均超

過 Fornell and Larcker(1981)所建議 0.5之

水準。各項信度與收斂效度評鑑結果均符合標

準。 

表 8，信度、效度分析 

  AVE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onbachs Alpha 

EOU 0.87 0.95 0.93 

Useful 0.66 0.91 0.87 

Inno 0.68 0.86 0.76 

It 0.85 0.94 0.91 

Social 0.66 0.85 0.74 

Swith 0.82 0.93 0.89 

 綜合以上測量模式的項目負荷量分析、

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可得知本研究中的各變

項具備充分的信度與效度水準，代表各問項皆

能充分解釋與衡量。 

(註:括號內為 t 值，t>1.96，p<0.05 以*表示，t>2.58，p<0.01 以**表示，t>3.29，p<0.001

以***表示)               圖 6，各假設值、T 值，檢測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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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如圖 6)所示，其相關的假說驗證結

果顯示，知覺有用正向影響採用意願(，

p<0.001)，故強烈支持假說 1，知覺易用正向

影響採用意願(，p<0.05)， 故支持

假說 2，知覺易用正向影響知覺有用(，

p<0.01)，故支持假說 3，社會影響正向影響

知覺有用(，p<0.001)，故強烈支持假

說 4，社會影響正向影響知覺易用(，

p<0.05) ，故支持假說 5，個人創新正向影響

知覺有用(，p<0.001) ，故強烈支持

假說 6，個人創新正向影響知覺易用(，

p<0.01) ，故支持假說 7，，知覺有用正向影

響轉換成本(，p<0.01) ，故支持假

說 8，知覺易用正向影響轉換成本(，

p<0.01)，故支持假說 9，轉換成本正向影響

採用意願(，p<0.01)，故支持假說

10。整理於以下(如表 9)。

表 9，各驗證假說整理表 

假說 值 值 驗證結果 

【H1】:「知覺有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692 9.112*** 支持 

【H2】:「知覺易用」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156 1.999* 支持 

【H3】:「知覺易用」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416 7.586** 支持 

【H4】:「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587 8.111*** 支持 

【H5】:「社會影響」對於「知覺易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235 2.467* 支持 

【H6】:「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有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296 4.130*** 支持 

【H7】:「個人創新」對於「知覺易用」有正向影響關係。 0.365 3.027** 支持 

【H8】:「知覺有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向影響關係。 -0.304 2.751** 支持 

【H9】:「知覺易用」對於「轉換成本」有正向影響關係。 -0.292 3.020** 支持 

【H10】:「轉換成本」對於「採用意願」有正向影響關係。 -0.239 3.253** 支持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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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

本研究結論分成二個部分總結，首先探

討整體資料，其次針對未來有計畫與無計畫運

用電子商務的公司進行比較分析，分析其科技

採用模式。 

 (一)整體資料分析可得知，學者 Davis et 

al.(1989)；Davis(1993)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

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知

覺有用性，對企業的經營與利潤有直接關係，

所以本研究資料也顯示，電子商務的有用性會

直接影響使用者採用的意願，且知覺易用性會

對知覺有用性產生正向影響，電子商務愈易學

習對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就會愈高，但在知覺

易用性方面，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實體店面

業者認為，電子商務的易用性並不會去影響其

採用意願。 

 電子商務的有用性會因為使用者週遭人

為的認知，進一步影響使用者使用電子商務創

業的意願，電子商務的易用性也會因為使用者

週遭人圍的建議，而提高其知覺易用性，但未

必會去影響採用意願。 

 (二)由資料分析可得知，學者 Davis et 

al.(1989)；Davis(1993)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

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知

覺有用性，對企業的經營與利潤有直接關係，

所以本研究資料也顯示，電子商務的有用性會

直接影響使用者採用的意願，且知覺易用性會

對知覺有用性產生正向影響，電子商務愈易學

習對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就會愈高，但在知覺

易用性方面，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有計畫開

設電子商務的業者認為，電子商務的易用性並

不會去影響其採用意願，但在無計畫開設電子

商務的業者資料顯示，電子商務的知覺易用性

與採用意願為反向顯著，表示受訪者本身就無

計畫開設電子商城，因此電子商城的易用性愈

高並不會使其採用意願提高。 

 電子商務的有用性會因為使用者週遭人

為的認知，進一步影響使用者使用電子商務創

業的意願，電子商務的易用性也會因為使用者

週遭人圍的建議，進一步影響使用者使用電子

商務創業，個人創新會影響未來 5年不願開設

電子商務的經營者，個人創新愈高者認為，電

子商務的有用性愈低，可能在於電子商務都為

固定模式而非客製化，因此建議電子商務平台

業者可增加客製化的模式。 

 轉換成本會影響未來 5 年不願開設電子

商務的經營者，轉換成本的有用性與易用性皆

會影響經營者的採用意願，經營者認為，電子

商務的有用性與易用性愈高，則在成本的考量

上愈低，則採用意願就會愈高。反之電子商務

的有用性與易用性愈低，則在成本的考量上愈

高，則採用意願就會愈低。 

未來無計畫開設電子商務的業者認為，

電子商務比一般實體創業簡易且成本較低，也

認為電子商務是有用的，但本身就無計畫開設

電子商務，所以也不會想進一步嘗試開設電子

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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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錄:問卷題目 

表 10，問卷題目與名稱對照表 

構面名稱 題目名稱簡寫 問卷題目 

知覺易用性 EOU1 我覺得使用網路商城進行創業的方法是簡單的。 

EOU2 我覺得網路進行創業是容易執行的。 

EOU3 對我而言，使用網路上創業是容易上手的。 

知覺有用性 Useful1 我覺得運用網路創業對我的生意是有用的。 

Useful2 我覺得運用網路創業可增加公司的曝光度。 

Useful3 我覺得運用網路創業可減少公司的營運成本。 

Useful4 網路商城所提供的功能對我的生意是有幫助的。 

Useful5 我認為在網路商城創業很方便。 

個人創新 Inno1 我通常是周遭朋友當中，最先採用新科技產品的人。 

Inno2 我總是能在我感興趣的領域中，跟上最新科技發展的腳步。 

Inno3 我的朋友比我更知道新科技產品的知識。 

轉換成本 Swith1 網路創業比一般店面創業還要複雜。 

Swith2 若有實體店面，要運用網路商城的轉換成本很大。 

Swith3 使用網路商城，需要相當多的先行計畫。 

社會影響 Social1 我的朋友認為運用網路創業是一件很好的事。 

Social2 我的家人支持我用網路創業。 

Social3 我的身邊的人認為我應該用網路創業。 

採用意願 It1 整體而言，我很樂意使用網路商城進行創業。 

It2 如果未來環境允許，我願意使用網路商城創業。 

It3 我願意推薦其他人使用網路商城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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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標記式動作擷取技術運用於體感互動遊戲之研究 

林哲緯(Che-Wei Lin)   盧天麒(Tainchi Lu)*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mail: tclu@mail.ncyu.edu.tw 

 

摘要 

本文提出了通過使用低成本的靜態攝影

機進行無標記人體動作捕捉。我們利用鉸接式

人體骨架表示一複雜的人體，並且不需要任何

深度傳感器的輔助來獲得深度信息。首先將靜

態照相機進行校準，取得適合的顏色和亮度。

再根據靜態畫面與動態畫面的差異，辨別出人

體的輪廓。隨後將圖像劃分為多個區域以增加

辨識的效率。一個姿勢決策樹已提前定義，用

於的姿勢轉變的判斷，再根據不同的姿勢感變

不同的追蹤策略。最後，採用標準的 BVH 格

式來存儲連續的運動數據，並提供其他系統進

一步的使用。實驗結果表明，該方法確實可擷

取人體動作。 

關鍵詞 : 角色動畫、無標記動作捕捉、姿態

估計、運動追蹤、動作感應遊戲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an easy-to-implement 

technique of performing a markerless humanoid 

motion capture by using a low-cost static camera. 

We make use of articulated simplified skeleton 

to represent a complicated human body and do 

not require any auxiliary multiple depth sensors 

for obtaining depth information. First, a static 

camera is calibrated to obtain applicable color 

and luminance. A T-pose of a character is 

required to distinguish which part is the 

humanoid character within an image. 

Subsequently, we divide the image into a variety 

of regions for rapidly identifying a human’s pose. 

A pose decision tree has been defined in advance 

to facilitate pose transition while the character is 

changing a motion. Finally, a standard BVH 

format is adopted to store the continuous motion 

data for further usag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for capturing human motions. 

Keywords: Character animation, Markerless 

motion capture, Pose estimation, Motion 

tracking, Motion sensing game 

 

1. 簡介 

近年來電腦的圖形運算能力大幅提升，

擬真的三維繪圖已不再遙不可及，在視覺效果

的呈現與虛實互動的體驗都有更優異的表現，

人們對於三維成像的擬真度要求相對更高，因

此現今遊戲業者或是電影公司都會運用動作

擷取來取得人體真實動作資料。而動作擷取技

術可以區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動作追

蹤，首先將影像中的人體的關節做定義，並記

錄關節的運動軌跡；第二個部分為動作辨識，

此部分針對一連串的動作資料中，判斷一段時

間內使用者所進行為哪一種動作，如走路、跑

步、跳躍等。本研究將著重在動作追蹤的部分，

並運用姿勢的辨識來輔助動作追蹤，以降低動

作誤判的可能性與資料運算的時間成本。 

動作追蹤區分為標記式與無標記式，本

研究是基於動作追蹤與判斷的普及化為目標，

無標記動作捕捉是一種沒有使用反射或電壓

等標記點進行動作軌跡紀錄的技術，目前屬於

一個快速發展且具高度挑戰的領域，應用方面

如遊戲、監控、運動科學、臨床生物力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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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運用了非常多無標記動作捕捉來進行人體

姿勢的分析。使用有標記點的動作分析有以下

幾項缺點，使用者穿戴標記點是很耗時的，另

外標記點的偏差可能使錄出的軌跡產生震動

不平順的情形發生，另外錄製動作的環境也有

所限制。常見的無標記動作捕捉系統為微軟公

司出品的 Kinect 攝影機，雖然搭載 Kinect 的

商業產品能提供有效率的即時無標記動作捕

捉，但是仍有捕捉精確度不穩定與人體中心軸

不能進行大幅度旋轉的問題[1]。因此本研究

將以視訊攝影機進行動作錄製，以鉸接式人體

模型合成骨架，再使用影像分割降低運算成本，

並且運用馬可夫鏈的概念，設計了一套姿勢判

別與轉換機制輔助動作追蹤，完成無標記動作

擷取。本研究運用了動作追蹤技術並應用於體

感互動舞蹈遊戲，玩家可以利用簡單且低成本

的視訊設備，與虛擬角色世界的人物互動，當

使用者跟隨著提示做出不同舞蹈動作時，使用

者所選擇的角色將會跟隨使用者舞動身體；本

研究希望提供使用者採用低成本的設備就可

以體驗有趣的虛實互動遊戲。 

本論文在第二章節中，將會敘述近年來

無標記動作捕捉的相關技術發展與鉸接式骨

架模型的種類，在第三章節描述無標記動作動

態追蹤的技術，在此章節中我們先說明如何進

行攝影機的校正與影像分析法的使用時機，接

著完成人體骨架初始化等前置動作，並進行人

體動作預測與關節位置的追蹤，最後說明如何

匯出動作資料，在第四章節將展示動作追蹤的

執行結果，最後在第五章節總結全文，並提到

未來的研究發展方向。 

 

2. 相關工作 

2.1 無標記動作捕捉 

近年來使用影像追蹤人體動作的演算法

[2, 3, 4]有著令人驚艷的變化。部分的研究嘗

試使用單一影像中推斷人體姿勢[5, 6]，或者

從單一影像取得人體運動資訊[7]。對於姿勢

評估可以利用額外的感應器，如慣性感應器[8]

或深度感應器[9]，但是感應器等裝備較為昂

貴，使用者穿戴感應器後在操作上也較不方便，

且錄製對象較為侷限。[10]提出了一種演算法

與裝置 Kinect 可以追蹤使用者的運動深度資

訊，他們同時優化了人體骨架的姿勢和特徵圖

像的對應，與追蹤過程中使用者表面和幾何對

應點的位置。然而 Kinect 重點在於捕捉少量

使用者的動作，無法掃描大量人群的動作資訊

[11]。因此本研究基於普及與未來發展性，將

使用從單一影像擷取動作資訊的方式錄製人

體動作。 

 

2.2鉸接式骨架模型 

鉸接式模型合成簡化的人體模型，提供

較容易與快速的計算資料，[12]使用無網格的

棒狀體重建模型，但出現了較多的偏差，[13]

等人提出了另一種模型，由長方形構成軀幹。

此種模型的關節共有 26 種自由度 (DOFs)沒

有被約束。再將此模型使用剪影分析與姿勢估

計，並用高斯混和模型找尋在視圖中每個像素

分布的位置，此種方法的精確度符合生物力學

標準。更精準的特定主題模型由[14]提出，此

關節模型使用錐形超二次曲面合成，並使用三

維重建。[15]採用高斯圓塊(Gaussian blobs)定

義球形的體積，並將球體附在骨架模型上。[16]

使用的方法則是採先用人工的方式定義出骨

架模型，並使用三維網格與骨架關聯性的權重

運算進行蒙皮。本研究將採用[17]所提出的鉸

鏈式模型，定義各關節活動的限制，以防止模

型網格不正常的變形。 

 

3. 無標記人體動作動態追蹤 

3.1 概述 

本系統所提出的架構圖如圖一所示。本

研究將使用無標記的方式追蹤人體動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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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在無穿戴任何裝備下，使用一般的視訊

攝影機連續拍攝使用者的動作，而虛擬世界的

角色就會跟隨使用者的動作作出相對應的動

作或反應。本研究為了達到即時運算並降低來

源資料量，使用了區域分析法，將攝影機拍攝

的畫面分割成多個區塊，定義每個區塊為一個

感應點，經由使用者擺出的不同姿勢，所感應

到的區塊也有所不同，利用這些感應區塊所得

到的資訊作為姿勢判斷與動作追蹤的依據。因

人體的連續動作相對複雜，四肢與頭部彼此間

的相對位置會隨著不同的動作而有所改變，因

此本研究先判別使用者現在所處的姿勢狀態，

再依據不同的姿勢進行動作追蹤。而判別姿勢

的狀態與姿勢間的轉換則由姿勢決定樹來決

定。人體動作追蹤的方法則為尋找畫面中四肢

與頭部所在的位置，再經由人體骨架的建立而

定義出各關節所在的位置。透過上述流程後就

可以追蹤到每一個影格中使用者即時的動作，

本研究將會提供不同的情境讓使用者跟隨指

示作出舞蹈動作，虛擬角色則會跟隨著使用者

一起跳舞。  

 

 

圖一、 系統流程圖 

 

3.2 攝影機初始化 

    本人體動作錄製系統採用一般的視訊攝

影機進行動作錄製，在錄製前須先將攝影機作

色彩與亮度的校正以降低錄製期間的誤差。使

用方法為先取得攝影機畫面的長寬比並做正

規化，取得拍攝畫面的解析度作進行分區分析

法的畫面切割。接著紀錄現場環境的影像資料，

並請使用者站立至畫面中央，擺出校正姿勢

(T-pose)，使用人體特徵偵測與二值化判斷出

人體位置，並用高斯濾波器(Gaussian filters)

進行卷積(convolved)，然後利用連續高斯模糊

化影像差異來找出關鍵點，如式一。 

 

L(x, y, σ) = G(x, y, σ) ∗ I(x, y)   (式一) 

 

其中I(x, y)為原始影像，L(x, y, σ)為高斯模糊

影像，G(x, y, σ)為高斯函數。將攝影機所拍攝

的畫面做判斷，找出人體各部位的特徵，並在

每台攝影機中做特徵標記，如四肢末端點及頭

部位置，提供下一步建構人體骨架的基礎資

料。 

 

3.3 分區分析法 

   

圖二、分區分析法示意圖 

 

一張影像所儲存的資料相當龐大，要即時處理

影像串流中的每個影格資訊，所使用的硬體設

備相對要求較高，因此本研究將影像分割成數

個區域，把每個區域視為一個感應點，當有物

體進入感應點的範圍時送出偵測訊號，再將所

有感應點的資訊作為動作判斷的依據，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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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而感應點的敏感度則根據權重值Pw的大

小來決定，不同的姿勢將定義不同的權重值，

此權重值將影響姿勢判斷的準確度。較複雜且

較難辨識的動作，如舉手加揮舞，權重值將會

設的比較低，以助於系統快速的辨識出相對應

的動作。如較簡單且須精準判定的動作，權重

值將設的比較高，以降低誤判率。 

 

3.4 人體骨架初始化 

    在此系統中將先取得視覺赫爾 (Visual 

Hull, VH) 的 人 體 外 型 輪 廓 (Shape from 

Silhouette, SfS)，再將骨架正規化，定義一組

符合使用者身型的剛體骨架。藉由初始化取得

的特徵標記點資料，定義好四肢的末端點與頭

部位置，再用人體結構學計算出各關節的位置、

骨架的長度及骨架的階層關係，如圖三所示，

此骨架已定義各關節的旋轉自由度及鉸鍊結

構，並運用反向運動學的鏈結關係，使身體各

部位移動符合人體運動學的規則。 

 

圖三、人體骨架基礎模型及其各關節的

自由度做定義 

 

3.5 人體動作預測 

    人體動作是由多個姿勢串接而成，因此

本系統將採用不同姿勢用不同追蹤方法來錄

製關節的軌跡。首先從動作關係資料庫中讀取

現在處於的動作與下一個可能發生的動作，經

由動作資料庫記錄的姿勢轉換機率模型與權

重值，來預測進入下一個姿勢的可能性，所使

用的演算法為條件隨機場(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設 S為所有姿勢 X0 、X1 、X2 ……Xn

的集合， 

 

𝑃(𝑋𝑛+1 = 𝑥|𝑋0, 𝑋1, 𝑋2 … , 𝑋𝑛)  (式二) 

 

由式二可求出當在某姿勢狀態時，進入下一個

狀態的機率。而進入每個姿勢都有權重值W，

當𝑋𝑛的機率值 Pn大於Wn+1時則姿勢狀態進入

 𝑋𝑛+1，而權重值的調整依據為系統的統計經

驗值與使用者的錯誤回報，條件隨機場模型如

圖四所示。 

 
圖四、條件隨機場模型 

 

3.6 人體關節位置追蹤 

    從人體動作預測中已得知目前可能的姿

勢狀態，依照不同的姿勢狀態使用此姿勢最佳

的關節追蹤法，演算法為先找出目前影像中最

大範圍的感應區域，以此區域為圓心，建立動

態半徑為 r 的圓，再逐漸縮小 r的數值並判斷

是否人體外型輪廓的範圍座標落在圓上。 

再由各攝影機所拍攝的人體輪廓，依照

初始定義好的關節規則與骨架長度重建骨架，

在本系統中我們建立了懲罰函式X(t, ψ𝑗) [18]，

此函式的功能主要是外側的容許限制範圍

[𝑙𝑙 , 𝑙ℎ] , 𝑡𝜖𝑆，因此我們可以定義懲罰函數Elim(j)

來檢測人體輪廓所覆蓋的感應點測量面積是

否有超出限制，懲罰函數如下 

𝐸𝑙𝑖𝑚(ψ𝑗) = (∫ 𝑙𝑙 −
𝑡𝜖𝑠⋀𝑥(𝑡,ψ𝑗)<𝑙𝑙

𝑋(t, ψ𝑗)𝑑𝑡 + ∫ 𝑋(t, ψ𝑗) − 𝑙ℎ𝑑𝑡
𝑡𝜖𝑠⋀𝑥(𝑡,ψ𝑗)>𝑙ℎ

)
2

   

(式三)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054 AIT / CEF 2015



最後再進行骨架長度與關節自由度檢查是否

符合人體運動學限制，如果符合便紀錄目前影

格的關節資訊，如果不符合，則轉換骨架重建

策略直到符合人體運動學為止，如圖五所示。

記錄關節的旋轉角度時，使用矩陣紀錄每影格

的 x、y、z軸的旋轉角度。最後將即時的動作

資訊送至三維虛擬角色，使虛擬角色可以即時

的做出相對應的反應 

 

圖五、(a)取得人體輪廓的四肢位置與頭部位

置；(b)將在初始化定義的肩膀寬度與人體高

度建立人體骨架；(c)檢查關節自由度是否符合

人體運動學，並依照人體輪廓重新修正關節位

置 

 

3.7 姿勢關聯性修正 

 本研究所利用的追蹤方法為先進行姿勢

判斷，依據不同的姿勢再進行不同的追蹤策略，

因此姿勢的判斷對錯十分重要。姿勢轉換機制

需依照姿勢與姿勢間的連接關係與轉換權重

所決定，當系統經由統計後判斷出某兩個有關

聯的姿勢轉換機率很高，那麼系統將預測接下

來錄製動作時可能在這兩個姿勢也較容易進

行轉換，因此將這兩個姿勢轉換的權重值降低

初始值的五個百分比，如果使用者持續在這兩

個姿勢間轉換，系統將再調降初始權重值的十

個百分比。另外當兩個姿勢本來無關聯，但使

用者不斷地進行這兩個姿勢的轉換，系統將會

建立這兩個姿勢的關聯性並給與初始權重

值。 

 

3.8 輸出動作資料 

本研究中為了方便其他商業系統使用動

作軌跡資料，因此採用層次模型 (Biovison 

Hierarchy, BVH)的檔案格式來描述骨架移動

的軌跡，在骨架初始化中就預先定義每個骨架

的階層關係，將紀錄的骨架與關節資訊依照

BVH 格式輸出至檔案中。匯出動作資訊後，

使用者可以針對錯誤的姿勢轉換影格進行標

記，本系統將會依據使用者所標記的影格，進

行姿勢間的關係權重與轉換機率模型進行修

正，以提高下次錄製動作的正確率。 

 

4. 執行結果 

本章節將說明本研究所提出來整體流程

的執行結果，首先在攝影機校正的過程中，我

們將複雜的環境經由二值化與背景值相減濾

掉不要的資訊。再由分區分析法將畫面切割，

由圖六可以看到我們將 600 × 800 像素的畫

面切割成 100 格，每格只要感應到有物體進入

感應區域就會傳送感應訊號，系統將可以判斷

現在所處的姿勢狀態，並由姿勢決策樹決定何

時進行姿勢的切換，在每個姿勢狀態，將有所

對應的動作追蹤方式，由研究成果顯示透過影

像資訊擷取出人體的動作，並且將影像做切割

可以加速運算速度。區域分析法的測試環境中，

當使用者做出圖七(a)雙手向上抬舉的姿勢，或

是圖七(b)單手闊胸姿勢時，感應點感應到畫

面有物體進入，則標記成不同顏色，當這些感

應點構成圖像符合左方其中一種姿勢時，虛擬

世界的角色就會做出該姿勢。本研究嘗試做出

八種差異較大的動作做為追蹤測試，當使用者

擺出關鍵姿勢後，虛擬角色將會跟著擺出相對

應姿勢，接著使用者做出小幅度擺動，虛擬角

色將會即時的跟隨運動。當使用者做出的動作

已判定需切換姿勢狀態時，系統會進行姿勢轉

換，並重新進行動作追蹤，如圖九所示。經過

反覆測試得到如表一數據，當動作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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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站立雙手上舉等動作時，辨識成功率較高，

當動作較為複雜且易於與其他動作混淆，其動

作的辨識成功率較低。 

 

5.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已成功的使用視訊攝影機擷取出

人體動作，使用分區分析法達到即時運算的結

果，但下半身的辨識效果較不理想，因此只有

展示上半身的追蹤結果。分區分析法中畫面的

分割數量與感應點的敏感度，將影響判斷姿勢

是否轉換的準確率。經由姿勢轉換策略所進行

人體姿勢預測，判斷出目前使用者的姿勢，再

進行小範圍的動作追蹤，不但可以降低追蹤的

誤判率，更可以增加系統運算的即時性。 

未來如果加上多台攝影機的輔助將可結

合立體深度資料，本研究的成果將可以運用在

如醫療行為監測、智慧家庭或是保全系統等需

要監測人體行為的環境；以醫療監測為例，當

攝影機拍到有病患不慎跌倒或不適等姿勢時，

系統將發出警報，醫護人員可以即時的進行救

護反應。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運用非常普及

的視訊攝影機取得的影像資料就可以擷取出

人體動作，且可以即時運算，這解決了過去此

領域在運算時相對耗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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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a)攝影機拍攝的複雜靜態環境；(b)記錄靜態與動態畫面之間的差異；(c)進行影像二值化；

(d)濾掉不要的資訊；(e)使用者回到畫面中查看效果；(f)分區分析法判斷感應區 

 

 

圖七 、區域分析法的測試環境。(a)雙手向上抬舉姿勢；(b)單手闊胸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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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姿勢轉換關係圖 

 

 
圖九；動作追蹤實驗結果 

 

表一、辨識次數數據 

動作名稱 比出次數 成功次數 辨識成功率 備註 

站立 10 8 80% 誤判成插腰 

插腰 10 9 90% 誤判成站立 

單手橫移 10 3 30% 系統無反應 

單手向上舉 10 6 60% 誤判成單手橫移 

雙手平舉 10 5 50% 系統無反應 

雙手上舉 10 10 100%  

雙手打斜 10 10 100%  

側身 10 2 20% 系統無反應、判斷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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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化屬性對有缺漏屬性之模式識別影響研究- 

以企業破產預測為例 
 

摘要 
模式識別的成功基礎是建立在完整地搜

集到研究樣本相關屬性。即假如研究樣本相關

變數不完整，即使只缺一個自變數，就無法進

行模型的驗證測試。而面對實際企業破產預測

問題時，搜集研究變數常有不明原因的缺漏現

象，這個事實使得這些模型應用受到限制。本

研究使用自聯想神經網路 (Auto-associative 
Neural Networks, ANN) 搭 配 基 因 演 算 法

(Genetic Algorithm, GA)所稱的ANNGA模型來

推估缺漏變數，並完成模型的驗證測試。結果

顯示，若缺漏變數數量少於所有自變數數量之

25%，則其平均檢測率從無缺漏變數問題之

83%下降至 72%左右。針對隨缺漏變數數量增

加檢測率下降問題，本研究提出一種基於資訊

熵的屬性粒化計算方法，將研究樣本數據集的

條件屬性，進行離散粒化之前處理。經最後模

型的驗證測試後，其結果顯示經離散粒化為兩

級時，平均檢測率下降趨勢稍緩，只從無缺漏

變數問題之 83%下降至 79%左右；而離散粒化

為三級情況時，得出令人興奮的結果，平均檢

測率不但不減，反而微幅上揚，從無缺漏變數

問題之 83%上升至 86%左右。本研究所提出的

ANNGA 配合屬性粒化之前處理計算方法，為

一個針對有缺漏變數之企業危機預測之完整

解決模型方案。 

關鍵詞：模式識別、粒化計算、資訊熵、自聯

想神經網路、企業破產預測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pattern recognition problem 
is built o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related 
attributes of research sample. That is, the testing 
model cannot be completed by imperfect research 
variables, even only one independent variable 
being missed in the model. In fact,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on model in corporate 
failure is restricted by the phenomenon of unclear 
missing research variables. This research uses 
auto-associative neural networks with Genetic 

algorithm (called ANNGA) to infer the missing 
variables in testing the failure prediction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io 
is decreased from 83% to 72% if the number of 
missing variables is within 25% of all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problem of 
decreasing accuracy ratio following the increase 
of missing variables could be solved by the 
method of granulated attribute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We use this method to 
discretely granulate the conditional attributes in 
the research sample data. After the model testing, 
the decreasing average accuracy ratio is mitigated 
from 83% to 79% when computing 2 levels of 
granulations; and surprisingly,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io is even slightly going up when 
computing 3 levels of granulations, from 83% to 
86%. Therefore, the ANNGA with granulation at 
preprocess stage proved to be a perfect model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missing variables 
occurred in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corporate 
failure. 
 
Keywords: Pattern recognition, granular 
computing, information entropy, auto-associative 
neural networks, corporate failure prediction 
 

1. 前言 

    隨著統計學、電腦資訊科學與人工智慧等

領域的不斷進步與發展，有許多建模方法被引

用於模式識別之研究，並有不斷績效提升的模

型被提出，從傳統的統計方法模型，如 Logit
迴歸與多元區別分析，到人工智慧各種單一系

統模型與其混合系統模型，如類神經網路、基

因演算法、模糊邏輯與支援向量機等個別或將

其結合之混合模型，可說是成果豐碩[1-8]。 
    這些預測模型，尤其是使用人工智慧方法

學之混合模型都有平均 80%以上的檢測率。但

是，以上所提預測模型之檢測率，是建立在所

搜集之研究樣本相關變數必須完整的基礎

上。換言之，假如研究樣本相關變數不完整，

陳明華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與應用研究所 副教授 

e-mail：mhc@tea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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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怕只缺一個自變數，就無法進行包括模型訓

練與測試。而實際進行模式識別預測時，所搜

集變數常有不明原因所造成缺漏的現象，這個

事實使得這些模型應用受到限制。本研究引入

資訊技術中資料插補(Data Imputation)的方法

來排除這項限制。 
    傳統資料插補的方法是基於統計學的平

均取代法(Mean Substitution)，此法有很大的可

能性會產生資料偏差，使得失真的資料影響到

決策的品質[9]。另外的方法如最大概似估計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10]、粗

集 合 (Rough Sets)[11] 、 決 策 樹 (Decision 
Trees)[12]等方法除數學理論較複雜外，其計算

也較耗時。另有一稱為自聯想神經網路

(Auto-associative Neural Networks, ANN) 方
法，此方法適合應用於具高度非線性自因變關

係的問題，如本研究所關注之企業危機預測，

且此方法有較高的檢測率[13]，因此選用 ANN
為本研究建模方法。當使用 ANN 於模式測試

時，需搭配使用最佳化搜尋方法，本研究選用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來完成，因

此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識別模型稱 ANNGA。 
其中 GA 啟發自達爾文之自然演化理論[14, 
15]，以程式實做一群染色體進行演化模擬，尋

求最佳染色體，其中每一條染色體代表解空間

上之一個可行解，而每條染色體是由許多基因

組成。GA 使用適應函數以篩選正確之缺漏變

數值，雖然不保證一定可得全域最佳解，但

GA 可很有效率的趨近於全域最佳解，更多關

於 GA 可參考文獻[16, 17]。 
    本研究建構ANNGA模式識別模型之檢測

率，會隨著缺漏屬性數目增加而遞減，為解決

此問題，本研究提出一種基於資訊熵[18]的屬

性粒化計算方法，將研究樣本數據集的條件屬

性，進行屬性離散粒化之前處理後，才進行

ANNGA 之訓練與測試，所得結果令人滿意，

在稍後第三節有結果與討論。 
    在現實模式識別應用問題方面，是針對企

業破產預測來進行實證研究。企業經營必須面

對全球快速變遷的經濟環境與競爭壓力，若景

氣驟變或企業經營不善，很容易就發生企業危

機(Business Failure)。企業危機造成公司與員工

極大的經濟損失，因此企業危機預測(Business 
Failure Prediction, BFP)受到包括投資者、經理

人、員工、政府官員及學術界的高度關心與興

趣。至今沒有關於 BFP 的成熟經濟理論，對於

BFP 之相關研究流於試誤(trial-and error)選擇

關鍵屬性的迭代過程[19]。事實上，企業危機

不是瞬間發生，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變化而逐

漸爆發的[20-22]。因此如果有一套模型能夠事

前預警企業即將發生危機，就能夠及時做出預

防措施，並降低財產損失[23]。 
    本論文下一節將簡要介紹本研究相關理

論與方法，包括 ANN、模型分類原理、資訊熵

粒化計算方法及模型準確度評估方法。第三與

第四節將分別就樣本取得、訓練模型參數作說

明，並就所建立之模型測試結果進行分析討

論。最後一節將做一簡要結論。 
 

2. 研究理論方法 

2.1 自聯想神經網路(ANN) 
ANN 是監督式類神經網路模型之一，其訓

練之期望輸出與網路輸入相同。因此訓練完之

ANN，當有輸入時，ANN 將輸出與輸入相近

的值[24-27]。ANN 之輸入層與輸出層有相同數

目之神經元，中間的隱藏層神經元數目較少

[28]。隱藏層試圖重建輸入值，而於輸出層輸

出，其較窄的隱藏層可強迫去除輸入的冗餘，

但仍然保有非冗餘數據。但必須注意的是，本

研究是利用 ANN 模型做缺漏數據推定，隱藏

層神經元數目不應如資料壓縮應用中盡可能

小，為求精確，應做最佳化選擇。ANN 網路架

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ANN 網路架構模型 

 
 
2.2 傳統統計模型分類 

本研究目的是正確識別危機企業，若使用

傳 統 統 計 模 式 分 類 (Statistical Pattern 
Classification, SPC)，所需變數包含了企業各財

務指標{x}，及企業危機類別值{y}。若 SPC 輸

出設為{y}，則 SPC 模型被要求將輸入{x}，映

射到輸出{y}，當使用數學函數描述此映射關

係，可表為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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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xfy =                (1) 
                                   

其中{w}是映射權重，{x}與{y}分別表示輸入與

輸出變數，分類模型目的是設計一決策超平面

對新的輸入做正確類別判定[29]。 
 
 
2.3 ANN 模型分類 

本 研 究 使 用 多 層 感 知 器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來建構 ANN。已有研究指出

MLP 能夠模擬任何複雜變數間的非線性關係

[29]。當訓練網路時，輸入層輸入包括有企業

各財務指標、當時總經指標及此企業危機狀態

類別值，而輸出層的期望輸出與輸入相同。此

ANN 映射關係也如方程式 (1)，當測試網路

時，其輸出向量{y}會趨近等於輸入向量{x}，
兩者存在誤差 e，可寫成下式 

 
}{}{ yxe −=                 (2)

                                        
將(1)代入(2)得出 
 
         ( )}{},{}{ wxfxe −=           (3)
                                       

  
因最小的非負誤差為目標函數，故(3)兩邊取平

方和，可得 
 

( )( )∑
=

−=
d

i
wxfxE

1

2}{},{}{      (4)                                 

 
其中 d 為輸入向量大小。當預測企業危機狀態

類別 BF 與缺漏變數時，其於輸入向量{x}中是

未知的，而其餘企業財務指標與總經指標是已

知的。此時{x}可被分割成已知部分{xk}與未知

部分{xu}，(4)式可改寫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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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u}代表未知的企業危機狀態 BF 與缺漏

變數，而{xk}代表已知的企業財務指標與總經

指標，而{w}是先前用訓練數據集於 ANN 中

將{x}映射至{x}的網路收斂權重值集合。待預

測 BF與缺漏變數之值，是使用 GA 以(5)式為

適應函數值所求得，其流程架構如下圖 2 所

示。其中所求得之 BF值，是一連續值，須將

其轉換為二元類別值。 

 
 

 
 
 
 
 
 
 
 
 
圖 2 推定企業危機狀態 BF流程架構 
 
 

2.4 資訊熵粒化計算 
本研究針對缺漏屬性增加時，模型檢測率

會快速遞減之問題，提用以資訊增益為基礎之

屬 性 粒 化 計 算 法 來解 決 之 。 資 訊 增 益

(Information Gain, IG)是 1979 年 Quinlan 以資

訊理論為基礎所提出之觀念[18]。主要用於 ID3 
(Interactive Dichotometer 3)決策樹之歸納演算

法上，用以判斷屬性分割點。資料集的特徵屬

性以及其他類別之間差異特點可用資訊增益

判斷，因此藉由此特點可將龐大且複雜的特徵

集合縮減為簡單易處理的特徵子集合，處理分

類問題時將有效縮短分類的時間，所以在特徵

選取的處理時，資訊增益是非常有效率的資料

前處理方法。特徵選取在處理時，資訊增益會

計算出所有的特徵值之資訊增益值，這些值主

要目的是判斷全部特徵值中，對分類有幫助的

是哪些特徵值，且必須刪除的是哪些特徵值，

所以一個門檻值是必須被設立的，若設定之門

檻值被資訊增益值超過，此特徵值將被挑選出

來，相對的，未達到門檻值標準的特徵則要被

刪除。如欲求單一特徵之資訊增益值，一定要

先得到兩個有相關聯數值，這兩個有相關性數

值則稱為熵值(Entropy)，由這兩個 Entropy 的

差值即為資訊增益[30]，方程式如下 : 
 

jj

k

i
tiptipNEntropy )()()( log

2
1
∑
=

−=    (6) 

 
其中 i 為決策類別，j 為屬性類別，p jti )( 為於

屬性類別 j 的資料中，決策類別為 i 所佔比例。 
Entropy 的值愈小愈能符合期望，這個和資料

所佔比例愈大愈重要的趨勢相反，如果直接依

此加權相加並不合理，故使用另一個相左但基

於 Entropy 觀念的 IG。公式如下: 
 

   jj tEntropytIG )(0.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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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參考 Entropy 的值所以 jtIG )( 的值介於

0.0 到 1.0 之間， jtIG )( 值愈大，代表獲得知識

愈多，也就是愈能透過屬性來達成決策目標，

此觀念即和資料所佔比例重要性趨勢相同。所

以評估一個假設屬性切割點 FCP(t)，是不是最

佳屬性分類切割點已符合決策判斷，可透過下

列方程式表示 
 

    jj

k

j
tIGtiptIG )()()(

1

‧∑
=

=         (8)  

其中 p jti )( 為在資料庫的資料中，切割點為

FCP(t)下，屬性類別為 j 所佔的比例。本研究

基於以上理論，使用 FCP 作為粒化屬性之切割

點。 
 
 
2.5 模型準確度評估 

分類預測模型之優劣，並不是由 MSE 決

定，而應是模型測試階段對測試樣本之辨識準

確率(Correct Rate, CorrRate)，其定義如下 
 
 

FPFNTPTN
TPTNCorrRate

+++
+

=      (9)                           

 
 
其中 TN=真正常公司(True Negative)、TP=真危

機公司(True Positive)、FN=偽正常公司(False 
Negative)、FP =偽危機公司(False Positive)，為

混淆矩陣(Confusion Matrix)組成中四個性能參

數[31]，此矩陣如表 1。但必須提醒的是，此四

個性能參數是基於一分割門檻值 TH，本研究

TH 值取 1 (表示危機公司)與 2(表示正常公司)
之中間值 1.5。 
 
 

表 1  混淆矩陣 

混淆矩陣 
實際情形 

危機公司 正常公司 

預測情形 
危機公司 TP FP 

正常公司 FN TN 

 
 
但門檻值 TH 取中間值 1.5 是有爭議的，根據

研究指出，準確度評估指數會受到被預測公司

出現廣泛度(Prevalence)，即出現頻率的影響

[31] 。 因 此 有 接 受 者 操 作 特 徵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曲線的提出，

ROC 曲線的的繪製是以敏感度(Sensitivity)與
特異度(Specificity)作圖，分別定義為[31]    
 
 

FNTP
TPySensitivit
+

=           (10)                                 

                           

  
FPTN

TNySpecificit
+

=          (11)  

 
                             

以(1-specifity)為橫軸，Sensitivity 為縱軸， 將
門檻值從 1 開始慢慢調到 2，每一門檻值可分

別得出 Sensitivity 與 Specificity，為在圖中的一

點，這樣有很多點連接起來，即是 ROC 曲線。

若是有效的預測模型，那麼其 ROC 曲線下的

面積(Area Under Curve, AUC)會大於 0.5，越好

的預測模式其 AUC 越高，大致上在 0.5~0.7
之間的預測準確度不佳，0.7~0.9 為中等預測準

確度，0.9~1.0 則表示預測準確度很高，所以說

ROC(或AUC)是預測模型準確度評估的非門檻

值依賴指標(Threshold-independent index)。本研

究將使用 AUC，就模型之預測性能做比較。 
 
 

3.研究設計 

本論文之實務案例研究是以 1996 至 2005
年間，於中國上海或深圳上市之一般產業公司

為研究樣本，以一家危機公司搭配二至三家正

常公司為配對樣本，其中有 268 家危機公司，

616 家正常公司，合計 884 家。危機公司定義

為特別處理公司、會計師(CPA)意見公司、重

整、重大影響事件以及淨值為負公司[32]。配

對樣本的搜集，則由危機公司基本屬性中取得

該公司之產業別後，找出二至三家與危機公司

相同產業且規模最為相近之健全公司，為其配

對樣本，而金融業經營性質異於一般產業，故

未納入本研究樣本中。 
本研究模型中總樣本 884 家公司，以其中

60%為訓練樣本，15%為驗證樣本，25%為測

試樣本，分配如表 2 所示。使用 38 項財務指

標變數及 4 項總經指標變數共 42 項變數，於

發生危機前一年的資料進行建模預測，財務變

數由TEJ中國大陸財務(FINANCE)模組的中國

_財務_PRC 中蒐集，總體經濟資料由中國基本

屬性資料庫蒐集而得，自變數資料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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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本分配表 
 正常公司 危機公司 小計 總計 

訓練樣本 370 161 531 
884 驗證樣本 92 40 132 

測試樣本 154 67 221 
 

 

表 3 研究樣本之自變數資料表 
資產報酬率(稅後息前)% 流動比率% 
淨值報酬率(稅後)% 速動比率% 
營業毛利率(常續性利益)% 總負債/總淨值% 
營業利益率% 負債比率% 
稅前淨利率% 淨值/總資產% 
稅後淨利率% 長期資金適合率(A)% 
業外收支率% 借款依存度% 
營業費用率% 存貨及應收帳款/淨值 
有效稅率(A)% 總資產週轉率(次) 
每股淨值(A)(元) 應收帳款週轉率(次) 
常續性 EPS(元) 存貨週轉率(次) 
每股營業額(元)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每股營業利益(元) 淨值週轉率(次) 
每股稅前淨利(元) 淨營業週期(天) 
營收成長率% 折舊性固定資產成長率% 
營業毛利成長率% 現金流量比率% 
營業利益成長率% 資產 
稅前淨利成長率% 中國地區失業率 
稅後淨利成長率% 年貿易出超 
總資產成長率%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淨值成長率% GD 國民生產總額 
 

本研究中之模型於 Matlab 環境中建立，使

用了類神經網路工具箱 (Neural Networks 
Toolbox) 與 基 因 演 算 法 工 具 箱 (Genetic 
Algorithm and Direct Search Toolbox)。此模型在

訓練階段，使用之數值方法為比例共軛梯度

(Scaled Conjugate Gradient)法[33]，搭配使用倒

傳遞(Back-propagation)演算法。GA 參數設定：

族群大小=30，交配率=0.75，執行代數=150，
突變採均勻突變。 
 

4.結果與討論 

首先訓練模型，此模型包含 43 個輸入與

43 個輸出，而隱藏層神經元是從 2 至 20 個依

序被測試，求其均平方誤差(Mean Square Error)
變化，並依文獻[34]所述最佳之 ANN 模型應是

具有最小可能之隱藏層神經元架構，最後我們

選擇隱藏層神經元數目為 10，故自關聯神經網

路架構為 43×10×43。 

表4  模型(43×10×43網路架構)預測結果 
 CorrRate type I error type II error AUC 

run 1 83.71% 7.24% 9.05% 0.8815 
run 2 81.90% 8.60% 9.50% 0.8255 
run 3 85.07% 9.95% 4.98% 0.8700 
run 4 84.16% 12.67% 3.17% 0.7744 
run 5 81.90% 9.05% 9.05% 0.8634 
run 6 83.71% 11.76% 4.53% 0.8318 
run 7 84.16% 8.60% 7.24% 0.8586 
run 8 81.90% 6.79% 11.31% 0.8564 
run 9 82.81% 11.76% 5.43% 0.8606 
run 10 81.45% 6.79% 11.76% 0.8677 

avg 83.08% 9.32% 7.60% 0.8490 
std 1.25% 2.15% 2.97% 0.0312 

 
    訓練完之 ANN 模型，先就無缺漏變數情

況進行測試，共執行 10 次，其測試性能如上

表 4 所示。CorrRate 是門檻值 TH 定為 0.5 之

模型準確率，平均(avg)為 83%，型 I 誤差稍大

於型 II 誤差，平均分別為 9.3% 與 7.6%。由

標準差(std)顯示，型 I 與型 II 誤差變異性大於

準確率 CorrRate，此訊息蘊含以準確率

CorrRate 衡量模型績效較可靠。 
   進一步從 AUC (ROC 曲線下面積)指標發

現，其平均值接近平均準確率 CorrRate_avg，
每一次執行結果 AUC 值稍大於 CorrRate 值，

但也有 AUC 小於 CorrRate 之情況發生，此表

示 AUC 與 CorrRate 不是單純單調函數關係。

AUC 其變異性雖較 CorrRate_avg 大，但應較

CorrRate_avg 可靠，這在前面 2-5 節已說明過，

主要原因是，CorrRate 只是 TH=0.5 之性能指

標，而 AUC 是所有可能 TH 之平均性能指標。 
    在 42 個自變數中隨機缺漏 3 至 18 個自變

數，進行有缺漏變數情況測試，其績效性能如

表 5 與圖 3 所示。圖表中顯示，隨缺漏變數增

加，CorrRate 與 AUC 逐漸下降，從無缺漏變

數問題之 83%下降至 72%左右。當屬性缺漏數

目在 6 個以下時，檢測率介於約 75% ~82%之

間；當屬性缺漏數目大於 7 個以上且小於 15
個時，檢測率介於約 70% ~75%之間；而當屬

性缺漏數目大於 15 個時，檢測率低於 70%。 
    表 6 、表 7、圖 4 與圖 5 所示，分別是對

研究樣本進行兩級與三級之離散粒化前處理

後，最後所得績效變化情形。其結果顯示經離

散粒化為兩級時，平均檢測率下降趨勢稍緩，

只從無缺漏變數問題之 83%下降至 79%左右；

而離散粒化為三級情況時，得出令人興奮的結

果，平均檢測率不減反而微幅上揚，從無缺漏

變數問題之 83%上升至 86%左右。此結果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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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原因是原始所蒐集之資料集中，存在冗餘屬

性之雜訊，一旦經各條件屬性對決策屬性之資

訊增益計算後，最後進行屬性離散粒化，將其

中雜訊消除了，因此造成檢測率不降反升現

象，此結果在三級離散粒化情況特別明顯。 
     
 
表 5 未做粒化處理缺漏變數數目變化對模型

績效之影響 
 
 
 
 
 
 
 
 
 
 
 
 
 
 
 
 
 
 
 
 
 
 
 
 
 
 
 

 
 
 

 
 
 
 
 
 
 
 

 
圖3 未做粒化ANNGA績效指標 

 

表 6 做二級粒化處理缺漏變數數目變化對模型

績效之影響 
 
 
 
 
 
 
 
 
 
 
 
 
 
 
 
 
 
 
 
 
 
 
 
 
 
 
 
 
 
 
 
 
 

 
 
 
 
 
 
 
 
 
 

  圖4 離散粒化為兩級ANNGA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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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做三級粒化處理缺漏變數數目變化對模型

績效之影響 

 
 
 
 

 

 

 

 

 

圖5 離散粒化為三級ANNGA績效指標 
 
 
 
    另外表 6 至表 7 也顯示，型 I 誤差總是大

於型 II 誤差，有些型 II 誤差甚至接近或等於 0，

此結果可能與本研究中採用之樣本比例有

關，此明顯是極不利的情況。因此，如何在不

提高型 II 誤差之前提下，想辦法降低型 I 誤

差，是一個亟待努力克服的問題。 
 

5.結論 

    本論文使用 ANN 搭配 GA，建構一稱為

ANNGA 模式識別模型，可就有缺漏變數之問

題進行分類預測。研究是以 BFP 為實務研究案

例，結果顯示，此 ANNGA 模型之檢測率，隨

缺漏變數數量增加而遞減，若缺漏變數數量為

所有變數數量之 25%以內，則其平均檢測率可

達 72%左右。對隨缺漏變數數量增加檢測率下

降問題，本論文提出一種基於資訊增益的屬性

粒化計算方法，將研究樣本數據集的條件屬

性，進行離散粒化之前處理。經最後模型的驗

證測試後，其結果顯示經離散粒化為兩級時，

平均檢測率下降趨勢稍緩，只從無缺漏變數問

題之 83%下降至 79%左右；而離散粒化為三級

情況時，得出令人興奮的結果，檢測率不減反

而微幅上揚，從無缺漏變數問題之 83%上升至

86%左右。本研究所提出的 ANNGA 配合屬性

粒化之前處理計算方法，為一個針對有缺漏變

數之企業危機預測之很好的模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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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直至今日，隨著數位化攝影機技術的蓬勃

發展，有越來越多的監控攝影機架設在日常生

活環境中，例如應用於城市交通管理或是大型

公共地區。雖然視訊監視器系統可以監測環境

中的不正當活動，但也暴露了人們的隱私。隨

著監控系統的應用越廣泛，這些視訊監控系統

對於個人隱私權所造成的威脅也日益受到關

注。本論文以最小濾波器達到隱私保護的效

果，並且以灰色多項式模型來預測移動物體。

配合設定的警戒線，當移動物體越靠近警戒線

時，移動物體就變得越清楚。反之，當移動物

體遠離警戒線時，移動物體就變得模糊，以此

達到漸層式隱私保護的效果。 

關鍵詞：移動物體偵測、灰色多項式模型、漸

層式隱私保護 

 

Abstract 
 

As the technology of digital cameras 

advances significantly, more and more 

cameras have been applied to surveillance 

systems, such as the traffic management in a 

city and the safety of public spaces in our 

living environment. When the surveillance 

systems monitor the illegitimate behavior, 

they also reveal the people’s privacy. The 

more extensive applications of the 

surveillance systems result in the more 

attention to the threats to the personal privacy 

by the surveillance system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inimum filter to 

the privacy protection and uses the grey 

prediction model to detect moving objects. In 

the proposed approach, a frame is partitioned 

to several areas with different user-defined 

degrees of security. When a moving object is 

in the alarm area, the corresponding 

partitions show the object clearly. For other 

case, different privacy protections are 

provided when it moves out the alarm area. 

By this doing, the goal of progressive privacy 

protection is achieved. 

Keywords: Moving Objects Detection, Grey 

Prediction Model, Progressive Privacy Protection  

 

1. 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 IC 積體電路製程的精

進與突破，造成了全球數位科技與網路應用於

消費性電子品，進而擴展其應用層面。而在這

股浪潮中，影像感測元件之應用領域，由原本

較屬於專業方面之監控產業或攝影產業的應

用，擴及至一般性之消費電子產品。 

由於目前科技所帶來的便利普及與社會

越來越重視安全環境，監控攝影機應用在犯罪

偵防、居家安全之老人與小孩之照護，甚至於

學校與公司對於學生與員工的監控，讓攝影機

成為在日常生活安全環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 

不管是交通、城鎮管理、衛生管理、生活

安全等上述之影像監控設備應用，將人們的影

像資訊記錄下來，不外乎是為了保障安全與財

產防護。隨著數位化攝影機技術的蓬勃發展，

有越來越多的監控攝影機架設在日常生活環

境中。影像監視器系統雖然可以監測環境中不

正當的活動，但也會清楚的暴露了人們的隱

私。目前影像監視系統，能做到即時監控、即

時存檔，並且能即時偵測可疑人物，對人們的

隱私帶來衝擊。因此近來不少學者提出保護隱

私的方法。 

在文獻[1]中，作者提出一個隱私監視器管

理系統，將監視器的影像轉換和加密再由使用

者的權限來決定影像如何呈現。文獻[2]提出基

於家庭會議的模糊過濾保護隱私，這種方法以

模糊視訊來達到隱藏敏感細節的效果，並且瀏

覽者可以知道視訊中發生的情況。文獻[3]在遮

蔽隱私資訊的影像監視器系統中提出一個方

法，將監控系統所擷取的影像利用遮蔽的方法

達到隱私效果，利用特殊影像遮罩來加密影

像，原始的影像需要密碼才可以還原。文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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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H.264/AVC影像中加入雜訊來保護隱私，在

這個方法中，需確保非隱私區域不會干擾，且

要避免受到保護的影像因干擾而造成的飄移

誤差。在文獻[5]中，作者提出了一個在影像監

控系統下保護隱私的技術。首先，分析模組辨

別出感興趣區域，再針對該區域的影像碼以偽

亂數的方式進行更改，接著將影像重新編碼後

輸出。文獻[6]藉由在間接的影像圖形中隱藏人

員來保護隱私，作者提出了人員辨識系統與遮

蔽顯示技術，人員辨識系統以人臉辨識技術辨

識出工作室內的成員，給予每個人 ID並追蹤，

然後利用辦公室內的攝影機擷取他們的位

置，接著使用遮蔽顯示技術，將影像裡面的人

物替換掉只剩輪廓和姓名清單。在文獻[7]中，

作者使用二種影像過濾，第一種是使用類似馬

賽克的方法處理，而第二種方式是把影像模糊

化，然後仔細比較兩種方式在不同程度的過濾

等級下，判斷何者能夠兼具保護隱私與場景情

境的傳達。文獻[8]藉由遮罩來保護特定人物隱

私，將監視器的原始影像經過一連串處理後，

使畫面上的特定人物消失只留下殘影輪廓。文

獻[9]利用自適應高斯模糊模型來實現遮罩等

級，並提出了一個針對不同使用者給予不同隱

私保護影像的方法，依照不同的權限給予不同

的隱私等級。 

本論文將以最小濾波器達到隱私保護的

效果，並且以灰色多項式模型來預測移動物

體，配合設定的警戒線，當移動物體越靠近警

戒線時，移動物體就變得越清楚，反之，當移

動物體遠離警戒線時，移動物體就變得模糊。

以此，達到漸層式隱私保護的效果。 

本論文之架構如下：第 2 小節將介紹使用

最小濾波器的背景的相減方法；第 3小節將說

明應用灰色預測來實現漸層式隱私保護；第 4

小節為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2. 基於最小濾波器之移動物體隱私

保護方法 

 
本節將簡要的回顧背景相減方法，說明傳

統的背景相減如何檢測移動物體。另外，由於

傳統上移動物體影像往往過於清楚，為了保護

隱私權，我們在背景相減的方法加入了最小濾

波器來達到隱私的效果。接著，會討論如何根

據不同情況，選擇不同的隱私效果，達到漸層

式隱私保護的目標。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2.1 基於背景相減移動物體檢測方法 

 

本小節將簡要回顧傳統背景相減移動物體

檢測方法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Based on 

Background Subtraction)，簡稱為 MODBS。

MODBS 方法最大的優點是不必要預先產生一

個背景影像，而是將連續影像中的前後兩個畫

框(Frame)直接相減，得到絕對值差異影像，再

配合門檻值分離出前景影像，如公式(1)所示：  

 


 

 

                       otherwise , 0

),(),( ,  1
),( 1 dkk

k

TyxIyxI
yxF  

其中 ),( yxFk 表示對應第 k 個畫框的二值影

像； kI 表示第 k 個畫框； dT 為像素差異值的門

檻值。 

MODBS方法之實行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1. 以 ),(1 yxIk 當作背景，擷取 ),( yxIk 及

),(1 yxIk 二個畫框，並轉換為灰階影

像。 

步驟2. 利用公式(1)取得 ),( yxFk 二值影像。 

步驟3. 對二值影像 ),( yxFk 進行型態侵蝕及膨

脹處理。 

步驟4. 尋找 ),( yxFk 二值化影像大於面積門檻

值 aT 的 BLOB (Binary Large Object)並

將其視為移動物體。 

步驟5. 若有移動物體，則標示其中心座標。 

上述 MODBS 方法步驟之對應流程圖如

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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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視頻

擷取                   
及
二個畫框

計算

),(),( 1 yxIyxI kk 

  根據公式(1)

   求取 

形態學膨脹
及侵蝕處理

框取移動物體
並標示中心座標

將畫框轉換
灰階影像

),(1 yxI k 

),( yxI k

),( yxFk
dT

判斷移動物體
aT

 
圖 1. MODBS方法之流程圖 

 

我們以Walker 視訊為例，顯示MODBS

方法各步驟之結果圖，如圖 2所示。 

  
(a) ),( yxIk 灰階影像   (b) ),(1 yxIk 灰階背景 

  
(c)二值影像 ),( yxFk     (d)侵蝕後 ),( yxFk  

  
(e)膨脹後 ),( yxFk       (f)框取之移動物體 

圖 2. MODBS方法各步驟之結果圖 

 

2.2 基於最小濾波器之隱私保護方法 

 

為了達到監視系統之隱私保護，我們在

MODBS 方法中加入了最小濾波器(Minimum 

Filter, MF)來達到保護隱私的效果，這個方法稱

為 MODBS with Minimum Filter，簡稱為

MODBS_MF 方法。本小節將先回顧最小濾波

器，然後介紹MODBS_MF方法。 

 

2.2.1 最小濾波器 

 

假設輸入畫框為 ),( yxIk ，其對應之最小濾

波器的實行步驟敘述如下： 

          

步驟1. 設定視窗大小 N× N。 

步驟2. 計算最小濾波器輸出如下： 

 
 










),(minmin),(

,,),(),(

min
, yxIyxI c

k
BGRcyxyx

Nk
ooN

  (2) 

其中 ),( ooN yx 是以 ),( oo yx 為中心之

N× N視窗。 

步驟3. 重複步驟 2直到處理完所有像素。 

 

我們以Mr. Huang影像為例，顯示其最小

濾波器輸出結果，如圖 3所示，其中視窗大小

為 3×3。 
 

  
(a) Mr. Huang輸入    (b) Mr. Huang最小濾 

影像 ),( yxIk          波器輸出影像 

      ),(min
3, yxIk  

圖 3. Mr. Huang影像 

從圖 5(b)可以看出，經過 3×3 最小濾波器

後，原始影像清晰的影像已經變得模糊，例如

臉孔、或是看板都變得模糊。這個範例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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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加入最小濾波器可以使清晰影像變得模

糊，達到保護隱私的效果。 

 
2.2.2 加入最小濾波器之MODBS方法 

 

如前所述，最小濾波器能夠隱私保護的效

果。而在監視系統中，移動物件是我們所關注

的，因此，本小節整合最小濾波器及 MODBS

方法，提出MODBS_MF移動物體檢測方法，

其實行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1. 以 ),(1 yxIk 當作背景，擷取 ),( yxIk 及

),(1 yxIk 二個畫框，並取得最小濾波器

輸出 ),(min
,1 yxI Nk 及 ),(min

, yxI Nk 。 

步驟2. 利用公式(1)取得對應於 ),(min
,1 yxI Nk 及

),(min
, yxI Nk 之 ),(, yxF Nk 二值影像。 

步驟3. 對二值影像 ),(, yxF Nk 進行型態侵蝕及

膨脹處理。 

步驟4. 尋找 ),(, yxF Nk 二值化影像大於面積門

檻值 aT 的BLOB並將其視為移動物體。 

步驟5. 若有移動物體，則標示其中心座標。 

 上述之MODBS_MF方法步驟之對應流程

圖如圖 4所示。 

輸入視頻

擷取                   
及               
二個畫框

計算

),(),( minmin

,1,
yxIyxI

NkNk 


  根據公式(1)
   求取 

形態學膨脹
及侵蝕處理

框取移動物體

取得最小濾波器輸
出                    
及

),(1 yxI k 

),( yxI k

),(, yxF Nk
dT

判斷移動物體
aT

),(min

,1 yxI Nk

),(min

, yxI Nk

 
圖 4. MODBS_MF方法之流程圖 

 

以下實驗 dT 和 aT 分別設定為 10 和 100。

我們以Walker 視訊為例，顯示 MODBS_MF方

法各步驟之結果圖，如圖 5所示，其中視窗大

小為 3×3。圖 5(e)說明加入隱私保護的

MODBS_MF 方法仍然能適當檢測並標示移動

物件。 

  
(a) ),( yxIk 輸入畫框    (b) ),(1 yxIk 輸入畫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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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最小濾波器輸出    (d)最小濾波器輸出 

  畫框 ),(min
3, yxIk         畫框 ),(min

3,1 yxIk  

  
(e)二值影像 ),(3, yxFk     (f)侵蝕後 ),(3, yxFk  

  
(g)膨脹後 ),(3, yxFk      (h)框取之移動物體 

圖 5. MODBS_MF方法各步驟結果圖 

 

2.3 最小濾波器隱私保護程度控制方法 

 

我們在這裡提出一個最小濾波器控制隱

私保護程度的機制，其做法就是控制最小濾波

器的視窗大小，視窗越小，隱私保護程度越

低，也就是影像越清晰，反之亦然。也就是說，

移動物體越靠近警戒線時，移動物體就變得越

清楚。反之，當移動物體遠離警戒線時，移動

物體就變得越模糊。為了達到漸層式隱私保

護，我們以Walker_1 視訊為例，說明以視窗大

小控制最小濾波器隱私保護程度。圖 6 是

Walker_1 視訊中的一個畫框使用不同視窗的

最小濾波器輸出結果。由圖 6中可以看出當濾

波器視窗越大時影像會越模糊。因此我們將以

視窗控制隱私保護程度。這個隱私保護程度控

制機制將配合警戒源及灰色預測移動物體路

徑，來達成漸層式隱私保護的目標。相關內容

稍後將做說明。 

 

 

 

  
(a)Walker_1視訊中的   (b)輸出影像 ),(min

3, yxIk

  一個畫框 ),( yxIk    

  
(c)輸出影像 ),(min

5, yxIk   (d)輸出影像 ),(min
7, yxIk  

圖 6. 不同視窗大小之最小濾波器輸出影像 

 

3. 漸層式隱私保護方法 

 
上一節以不同視窗大小的最小濾波器來

解決隱私保護程度的問題。本節將探討其對移

動物體檢測的影響。灰色多項式模型來預測移

動物體的路徑，並結合 MODBS_MF 方法，提

出一個應用於監視系統之漸層式隱私保護方

法。 

 

3.1 MODBS_MF 檢測結果之探討 

 

為了瞭解最小濾波器對MODBS檢測方法

的影響，我們將以 Walker 視訊為例，比較

MODBS 與 MODBS_MF 方法的移動物體檢測

結果，為了比較，我們以手動方式標記移動物

體的中心座標做為參考之用，並記為

)},{( rr yx 。由MODBS及MODBS_MF 方法所

得到移動物體中心座標分別設為 )},{( mm yx 及

)},{( mNmN yx ，其中 )},{( mNmN yx 之下標 N 表示

使用 N×N最小濾波器。圖 7(a) 是Walker 視訊

中的一個畫框；圖 7(b)為移動物體中心座標

)},{( rr yx 與 MODBS 方法所得到的中心座標

)},{( mm yx 之比較圖；圖 7(c) )},{( 33 mm yx 中心

座標  )},{( rr yx 與經由 MODBS_MF 方法之

),(3, yxFk 所得到的中心座標 )},{( 33 mm yx 之比

較圖；圖 7(d) 為經由中心座標 )},{( rr yx 與經由

),(5, yxFk 求得的中心座標 )},{( 55 mm yx 之比較

圖；圖 7(e)中心座標 )},{( rr yx 與經由 ),(7, yxFk

求得的中心座標 )},{( 77 mm yx 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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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lker 視訊的畫框 ),( yxIk  

  
(b)中心座標 )},{( rr yx  (c)中心座標 )},{( rr yx   

與 )},{( mm yx 之比較   與 )},{( 33 mm yx 之比較 

  
(d)中心座標 )},{( rr yx  (e)中心座標 )},{( rr yx  

與 )},{( 55 mm yx 之比較 與 )},{( 77 mm yx 之比較 

圖 7. 不同視窗大小之最小濾波器對中心座標

)},{( mNmN yx 的影響 

圖 7(b)顯示 MODBS方法得到的中心座標

與手動標示中心座標相當接近，表示 MODBS

方法有相當不錯的檢測結果。由圖 7(c)的結

果，我們觀察到中心座標 )},{( 33 mm yx 與

)},{( rr yx 差異不大，MODBS_MF 方法仍然可

以適當的檢測移動物體。圖 7(d) 顯示

)},{( 55 mm yx 座標雖然稍微偏離 )},{( rr yx 座

標。不過應用上還是可以接受。最後在圖 7(e)

中，部分 )},{( 77 mm yx 座標偏離 )},{( rr yx 座標甚

多。因此在這種情況MODBS_MF 方法的檢測

結果並不理想。根據圖 7的結果，我們將採用

3×3 及 5×5 最小濾波器做為不同程度隱私保護

之手段。 

 

3.2 灰色多項式預測模型 

 

在這裡我們將利用二階灰色多項式模型

[10]來預測移動物體的路徑。我們將以

)},{( mm yx 座 標 做 為 參 考 依 據 ， 並 以

)},{( NmNm yx 座標做為灰色多項式預測模型的

輸入。由於x座標及y座標是分別進行預測，因

此我們僅說明x座標的預測步驟。以下之x(k)表

示x座標上之第k個資料。灰色多項式預測移動

物體路徑之實行步驟說明如下:  

步驟1. 令 x(k)具有二階多項式的形式，即 

      01
2

2)( ckckckx           (3)                      

步驟2. 將 x(k)經一次累加生成如下： 

         








 


k

i

kixkx
1

)1( 3),()(       (4) 

步驟3. 將{x
(1)

(k), 3k }帶入公式(3)，可得

到 

         



















































0

1

2

)1(

)1(

)1(

139

124

111

)3(

)2(

)1(

c

c

c

x

x

x

       (5)                                                                 

步驟4. 由公式(5)求得 2c 、 1c 及 0c 代回公式

(3)可得灰色多項式 

步驟5. 求解估計值 

         01
2

2
)1( )1(ˆ ckckckx         (6) 

步驟6. 經一次反累加生成求得估計值 

         )()1(ˆ)1(ˆ )1( kxkxkx         (7) 

步驟7. 求得最後預測估計值 

         )1(ˆ)1()(ˆ)1(ˆ )1(  kxkxkx   (8) 

其中 10   

 

3.3 基於灰色多項式模型預測移動物體路徑 

 

本小節將利用前一小節之灰色二階多項

式模型來預測中心座標。也就是說，我們將取

3 點座標來預測第 4 點座標。這些中心座標預

測包含   rr yx , 、   mm yx , 及   mNmN yx , 。此

外，我們也將探討公式(8)之 參數對於預測性
能的影響。以下我們將以 Walker 視訊做為範

例，相關預測結果說明如下： 

 

3.3.1 手動標示   rr yx , 座標預測 

 

圖 8是使用不同參數值所得到的座標預

測結果。 

  
(a) =0.1           (b) =0.2 

  
(c) =0.3           (d) =0.4 

  rr yx ,   mm yx ,   rr yx ,   33, mm yx

  rr yx ,   55 , mm yx   rr yx ,   77 , mm yx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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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5           (f) =0.6 

  
(g) =0.7           (h) =0.8 

 
(i) =0.9 

圖 8. 不同值之   rr yx , 座標預測結果 

為了比較預測結果，我們計算預測均方誤

差 

    



K

i

rprp iyiyixix
K

E
1

22
)()()()(

2

1   (9)                               

其中 )(ixp 是預測值，K 是預測值總點數。各

值對應的均方誤差 E 彙整如表1，其中 =0.8

具有最小的均方誤差。 

 

3.3.2 MODBS方法求得之   mm yx , 座標預測 

 

圖9是MODBS方法所得到的中心座標

  mm yx , ，使用不同參數值所得到的結果。 

   
(a) =0.1           (b) =0.2 

   
(c) =0.3           (d) =0.4 

   
(e) =0.5           (f) =0.6 

   
(g) =0.7           (h) =0.8 

 

 
(i) =0.9 

圖 9. 不同值之   mm yx , 座標預測結果 

不同值之預測均方誤差如表 2所示。

 =0.8 仍是具有最小的均方誤差。 

 

3.3.3 MODBS_MF 方法求得之   mNmN yx , 座

標預測 

 

圖 10 是 MODBS_MF 方法所得到的

  mNmN yx , 座標預測結果，其對應均方誤差如

表 3 所示。表 3 也彙整了   55, mm yx 及

  33, mm yx 座標預測之均方誤差。如前述結

果， =0.8 具有最小的均方誤差。因此，後續

座標預測將採用 =0.8。此外 3 3及 5 5最小

濾波器對應之座標預測有較佳之結果。因此，

我們將運用這兩種最小濾波器於後續之漸層

式隱私保護方法。 

  
(a) =0.1           (b) =0.2 

  
(c) =0.3           (d) =0.4 

  
(e) =0.5           (f) =0.6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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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0.7           (h) =0.8 

 
(i) =0.9 

圖 10. 不同值之   33, mm yx 座標預測結果 

 

3.4 漸層隱私保護方法 

 

本 小 節 將 說 明 漸 層 式 隱 私 保 護

(Progressive Privacy Protection)方法，簡稱為

PPP方法。 

在 PPP方法中，我們將畫面分割並分區進

行不同程序的隱私保護，如圖 11。在圖 11中，

除了顯示分割線之外，也標示了警戒線(粗紅色

線)。根據分割線及警戒線，畫面共分為三區：

警戒區、隱私第一區及隱私第二區，在警戒區

內不做任何隱私保護，也就是呈現原始輸入畫

框 ),( yxIk 。而隱私第一區及第二區分別顯示

),(min
3, yxIk 及 ),(min

5, yxIk 內容，提供不同程度的隱

私保護。 

 

圖 11. 漸層式的隱私保護效果 

另外，我們利用灰色二階多項式模型來預

測移動物體的路徑，除了能掌握移動物體狀

況，也提供後續相關研究運用。本論文提出之

PPP方法流程圖，如圖 12所示。 

輸入視訊

移動物體檢測

灰色多項式模型
預測路徑

隱私
第一區

警戒區
隱私
第二區

輸出
清楚畫面

),( yxIk

輸出
彩色的

畫面

輸出
彩色的

畫面

),(min

3 yxIk ),(min

5 yxIk

 

圖 12. 加入灰色模型預測路徑之漸層式隱私保

護方法流程圖 

 

3.5 加入色彩於 MODBS_MF方法輸出影像 

 

為了隱私保護，在 MODBS_MF 方法中我

們使用了最小濾波器，因此遺失了色彩資訊。

本小節將提出一個加入色彩於MODBS_MF方

法的技巧。這個技巧十分簡單，其實行步驟如

下： 

步驟1. 以 MM 的中值濾波器處理輸入畫框

),( yxIk 的 RGB三個分量。 

步驟2. 將步驟 1 取得的 RGB 色彩資訊置入

MODBS_MF方法得到的相對應像素位

置。 

透過上述兩個步驟，就可以將灰階影像

),(min
, yxI Nk 變成彩色影像。圖 13(a)是 Walker 視

訊的一個畫框，我們將其視為 ),( yxIk ，其 RGB

分量經過 3 3 中值濾波器之輸出影像如圖

13(b)。將 13(b)的色彩資訊置入 ),(min
3, yxIk 之後

的結果如圖 13(c)所示。上述範例說明這個加入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rr yx ,   pp 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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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於MODBS_MF方法的輸出影像是具體可

行的。 

  
(a) ),( yxIk 畫框      (b)經過中值濾波器的 

            ),( yxIk  

 
(c)加入色彩之 ),(min

3, yxIk 影像 

圖 13. 經由中值濾波器加入色彩於 ),(min
3, yxIk

的結果 

 

4.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基於最小濾

波器之背景相減移動物體偵測 (MODBS with 

Minimum Filter, MODBS_MF)方法。本方法在

背景 相減移動物 體檢測 (Moving Object 

Detection Background Subtraction, MODBS)方

法中加入了最小濾波器，利用最小濾波器的特

性，使影像模糊化，以達到保護隱私的效果。

並且還提出一個最小濾波器控制隱私保護程

度的機制，其做法就是控制最小濾波器的大

小，視窗越小，隱私保護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因此當移動物體越靠近警戒線時，移動物體就

變得越清楚。反之，當移動物體遠離警戒線

時，移動物體就變得越模糊。我們將這個概念

結合 MODBS_MF 方法達到漸層式隱私保護

(Progressive Privacy Protection, PPP)之效果，

PPP 方法將根據分割線及警戒線，將畫面分為

三區，分別為警戒區、隱私第一區及隱私第二

區，以提供程度不同的隱私保護。另外，我們

利用灰色二階多項式模型來預測移動物體的

路徑，除了能掌握移動物體狀況，也提供後續

相關研究運用。最後，MODBS_MF 方法中使

用了最小濾波器，導致遺失了色彩資訊，因此

我們提出一個方法使輸出影像能夠獲得色彩

資訊。 

未來的研究方向將著重在將本論文的方

法實際與硬體平台結合，提升運算量達到即時

運算效果。相關應用如，居家防盜監控系統、

停車場監控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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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手動標示   rr yx , 座標預測之均方誤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rr yx ,  19.54 17.81 15.31 13.54 11.90 11.22 10.09 9.72 10.13 

 

表 2. 手動標示   mm yx , 座標預測之均方誤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mm yx ,  20 17.81 15.59 13.81 12.45 11.77 10.90 10.81 12.72 

 

表 3.   mm yx , 及   mNmN yx , 座標預測之均方誤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mm yx ,  20 17.8 15.5 13.8 12.4 11.7 10.9 10.8 11.1 

  33, mm yx  15.6 12.6 10.9 9.4 7.1 6.4 6.4 5.8 6.3 

  55, mm yx  14.7 12.8 11.4 9.5 7.6 6.4 6.4 5.8 6.3 

  77 , mm yx  45.2 36.6 34.7 30.1 26.1 21.9 19.3 14.6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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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家庭自動化系統的整合與應用智慧型家庭自動化系統的整合與應用智慧型家庭自動化系統的整合與應用智慧型家庭自動化系統的整合與應用 

--以以以以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瓦斯瓦斯瓦斯瓦斯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安全控制安全控制安全控制安全控制機制機制機制機制為為為為例例例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隨著科技的蓬勃發展，寬頻網路的普及，

讓資訊生活得以快速融入家庭生活之中。如何

透過網際網路及無線網路，串連整個家庭環

境，使得無線通訊的家庭自動化系統得以落實

在居家環境，讓人們的生活得以更加的安全與

舒適，是本文研究的方向。由於傳統熱水器搖

控器的控制方式只允許由遙控器對熱水器進

行單向控制之用，無法進行雙向資料訊息的溝

通。因此，傳統熱水器的遙控器無法得知熱水

器目前的狀況。在本研究中改良現有的 RF 遙

控器使之成為 RF/WiFi 控制器，解決傳統 RF

的遙控器與瓦斯熱水器之間只能作單向控

制，無法作雙向的資料訊息溝通的問題。除此

之外，本研究亦建置一個以雲端運算為基礎的

雲端運算服務系統。研究中除了以此服務系統

進行相關資料的分析及統計外，使用者透過此

雲端運算服務系統，亦可得知目前熱水器的狀

況、有無發生故障的問題、是什麼零件發生了

故障等相關資訊。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智慧家庭、RF 無線射頻、WiFi 無線

網路、雲端服務、雲端運算。 

 

Abstract 

With the tremendou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broadband networking,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convenience to daily life.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et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will enhance the Home Automation System 

(HA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ecurity of 

lif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only one-way control between traditional RF 

remote controller and gas water heaters, cannot 

make two-way data messages communication. 

However, an RF/WiFi remote controller is made 

in this study by modifying the traditional RF 

controller. In addition, due to the network 

bandwidth and hardwar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resulting i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cloud 

computing is become one of popular comput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oud 

computing, a cloud service of security control is 

provided. The cloud service of security control 

can provides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gas water 

heaters to reduce the risk of people’s life. 

Keywords: Smart Home, RF (Radio Frequency), 

WiFi, Cloud Computing, Cloud 

Services.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科技產業的發達、智慧生活科技產業

的發展，以及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逐漸提

高，智慧化建築已成為當今熱門產業。透過智

慧化與自動化技術的提升，整合安全、IT、網

路、服務相關產業，將科技融入建築，未來的

生活將更安全、便利、舒適。近年來智慧家庭

(Smart Home)概念，隨著網路盛行，已慢慢進

入人們的生活中。智慧家庭整合資訊、保全、

控制、娛樂四大功能，讓居家環境，更容易達

到安全、舒適、居家照護與節能的生活條件[1]。 

由於網際網路與網路頻寬的蓬勃發展，使

用者的需求日益擴大，傳統集中式運算已經無

法負荷網路服務的需求[2]。為了因應大量的運

算需求，分散式系統因應而生，分散式系統主

要是將龐大的工作切割成數個子工作，再將數

個子工作分散至不同運算節點進行處理[3]。分

散式運算的概念已行之有年，在 2007 年末由

Google 提出雲端運算以使用者為導向(User 

Oriented)的概念，掀起網路供應商在網路服務

領域上另一種新格局的出現[4]。 

雲端運算的概念是由公用運算 (Utility 

Computing)及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等概

念而產生的一種運算模式，其特性包含了規模

性、可靠性、高延展性、虛擬化及按需使用付

費等特性[5-7]。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下，許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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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紛紛以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的方式提供

使用者進行使用，而雲端運算正好符合這個趨

勢[8]。對使用者而言，無須瞭解雲端背後的組

成，服務及檔案是從那一台主機所提供的，只

要能夠擁有連上網路的終端設備就能夠接收

到客製化的網路服務。 

近年來由於 RF(Radio Frequency)遙控器低

功耗的特性，且因傳送訊號無死角及可傳輸大

量資料，已逐漸取代紅外線遙控器，成為遙控

器的主流技術。更由於WiFi無線網路的興起，

讓裝置可以方便快速地連上網路。而由於智慧

型行動電話大量的普及，大量的行動 APP已成

為最近幾年應用程式的開發主流，再加上網際

網路與雲端運算的快速發展，現今已有大量使

用雲端運算的相關應用。 

由於傳統的 RF 遙控器與瓦斯熱水器之間

只能進行單向控制，無法執行雙向資料訊息的

溝通。因此，本研究改良現有的 RF 遙控器，

使之成為 RF/WiFi控制器，並在雲端運算平台

上建構一個瓦斯熱水器安全控制機制，以提供

瓦斯爐具(如瓦斯熱水器)一個系統安全的監控

服務。 

本文第 2節為文獻探討，將分別說明智慧

家庭、網路與通訊、雲端運算服務、行動 APP

及傳統熱水器等相關文獻的探討，第 3節說明

本研究所設計的系統架構，第 4節為系統的功

能說明，第 5節則是結論。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說明智慧家庭及本研究所涉

及的技術。研究中將應用網路與無線通訊、雲

端運算、Web Service、及感應偵測器等四大類

技術，因此在本節中將針對這等四大類技術進

行相關文獻的探討。 

2.1 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從 1990 年開始即針

對智慧建築進行相關的調查。其中，智慧建築

係指建築物及其基地設置建築自動化系統，配

合建築空間與建築體元件。智慧建築從人體工

學、物理環境、作業型態及管理型態角度整

合，將建築物內之電氣、電信、給排水、空調、

防災、防盜及輸送等設備系統與空間使用之運

轉、維護管理予以自動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

質提昇，以達到建築之安全、健康、節能、便

利與舒適等目的[1]。 

智慧建築基本之構成要素需包括：(1)建築

自動化系統裝置；(2)建築使用空間；及(3)建築

運轉管理制度。 

2005 年行政院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

後，加入 ICT產業的智慧化生活科技應用，而

將智慧化居住空間定義為「智慧化居住空間乃

是以建築為載體透過資訊基礎設施，結合電

子、電機、資通訊相關產業技術與自動化設

備，建置智慧化居住空間，創造及享有安全、

健康、便利、舒適與永續的生活型態。」最大

的異同點為過去智慧建築較重視設備系統的

導入與整合成效，而現今隨著資通訊(ICT)技術

的成熟與發展，人們較著重於生活的安全、健

康、舒適與娛樂等需求，也就是把過去以空

間、設備為主流的整合技術，更進一步的以地

球永續概念為出發，談論以人為本的智慧化居

住空間情境[9]。 

因此人性化的人機介面、溫馨、健康、安

全的生活情境模擬，成為智慧化居住空間的主

要議題。智慧建築的評估指標從安全防災、資

訊通信、設備節能、綜合佈線、系統整合、健

康舒適到設施管理等系統面向的評估項目，也

逐漸發展出以安全監控、健康照護、舒適便利

及永續節能等兼顧人性需求以及環境永續的

指標做為住宅的主要評估指標，並加入了服務

的商業模式。 

智慧化居住空間，首要需了解不同族群在

不同時空下的環境行為認知與需求，另一方面

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建築空間，除了結構性的安

全外，在智慧居住空間的環境下，更要能隨時

「感知」室內外環境的變化、「決定」最佳途

徑以提供服務以及能迅速的「反應」居住者的

需求，也就是具有辨識判斷能力的智慧建築。

在智慧化居住空間中隨著自動化、資訊化科技

的日新月異，安全、健康、舒適、便利、娛樂

等智慧化科技產品應運而生，這些產品大多數

在生活空間中獨立存在，成為生活的數位型家

電娛樂等用品，但有些如環境控制、設備整合

等控制型的智慧化設施設備，則必須考慮與建

築空間的整合，甚至成為建築設計與建造過程

中的標準配備，目前消防設施設備以及門禁設

備已成為或漸進式成為建物建造時的標準配

備，然而附與建築生命的神經系統(如感測器、

控制器及綜合佈線概念等)，在目前的法令與規

範中尚未被標準化與法規化，因此造成建物的

監控與感應尚不如理想中的智慧與人性化

[8]。智慧化居住空間的範疇，包含家以及服務

各戶的公共空間所圍成的建築或社區。圖 1所

示為智慧家庭的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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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智智智智慧慧慧慧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的的的的應用應用應用應用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台灣政府近年來也積極發展智慧家庭政

策，源於國科會跨領域計畫「智慧家庭科技創

新與整合中心」。其中定義完整的智慧化居家

生活，必須包含居家能源與居家照護等功能。

節能行為中最常見的三種包含：(1)關閉非使用

中的設備電源、(2)換用能源效率高的電器產

品、(3)進行住宅修繕，如：改善隔熱及加裝雙

層玻璃等。智慧居家能源希望能減少耗能家用

設備、科技的能源浪費，系統必須能為使用者

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浪費，節省成本、帶來收

益。智慧居家照護包括智慧聲控、空調、

WSN(Wireless Sensor Network)居家環境監

視、氣體偵測及辨識系統、壓力感測陣列、跌

倒感知、浴室滑濕警示，以及社區導覽機器人

等。智慧健康則是包含個人健康醫療系統、遠

距醫療診斷系統、兒童安全監測、乳癌紅外線

診斷系統、弱視輔助、微生物晶片，以及無線

生理監測整合等。智慧永續則是有太陽能追蹤

控制、電池最大功率追蹤、節能隔熱板、優質

通風系統、節源管理系統等[10]。 

2.2 網路與網路與網路與網路與無線無線無線無線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目前市面上的無線遙控器，主要使用紅外

線及 RF 無線射頻訊號為主。近來因智慧型手

機迅速普及，也有開始應用手機作為遙控器使

用。利用WIFI無線網路及 3G行動電話網路作

為控制訊號，不只可以遠距控制家中的設備，

更可以隨時看到家中設備的使用情形及狀態。 

在本研究中Web APP和伺服器之間傳送資

料時，採用 AJAX非同步傳送技術，節省網路

傳送資料的頻寬，因此接下來針對這幾項技術

進行說明。 

2.1.1 紅外紅外紅外紅外線線線線與與與與 RF無線射頻無線射頻無線射頻無線射頻遙控器遙控器遙控器遙控器 

紅外線為可見光譜之外的一種不可見的延

伸光譜，光譜位置位於可見光紅色光外側，波

長介於 770nm至 1mm間，依波長可區分為近

紅外線(0.78μm~3μm)、中紅外線(3μm~50μ

m)、與遠紅外線(50μm~1,000μm)[11]。紅外

線技術在生活中已被廣泛的應用，在日常生活

中常可發現其身影，舉凡家庭電視機遙控器、

廁所的感應沖水設施、防盜的紅外線攝影機甚

或軍事用的紅外線夜視鏡等，皆為紅外線的應

用實例。 

相較於藍芽或 RF等無線通訊技術，紅外線

雖有方向性及光無法穿透障礙物等物理限制

特性，但因其具有低成本，設計簡單的優點，

對於成本降低(Cost Down)具有相當程度的幫

助。紅外線遙控器所應用的波長屬於近紅外線

範圍，市面上常見的紅外線發射器為 850nm、

875nm、及 940nm幾種波長[12]。 

傳統紅外線遙控器的傳輸速度僅為 300bps

左右，因此只能單向傳輸少量的資料[12]。RF

遙控器利用的是直向傳播性較小的電波

(2.4GHz 頻段電波)，RF 遙控器傳送的資料量

高達數十 k至數Mbps[12]，因此可應付大量資

料雙向傳輸的要求。 

2.1.2 WiFi無線網路無線網路無線網路無線網路 

WiFi 是 WiFi 聯盟製造商的商標，可做為

產品的品牌認證，是一個建立於 IEEE 802.11

標準的無線區域網路設備。基於兩套系統的密

切相關，常有人把WiFi做為 IEEE 802.11標準

的同義術語。IEEE 802.11的設備已安裝在市面

上的許多產品，如個人電腦、遊戲機、MP3播

放器、智慧型手機、印表機、其他週邊設備、

及筆記型電腦。 

WiFi可分為五代： 

第一代： 802.11，1997 年制定，只執行於

2.4GHz，最快 2Mbit/s。 

第二代： 802.11b，只執行於 2.4GHz，最快

11Mbit/s，正逐漸淘汰。 

第三代： 802.11g/a，分別執行於 2.4GHz和

5GHz，最快 54Mbit/s。 

第四代： 802.11n，可執行於 2.4GHz 或

5GHz，20和 40MHz頻寬下最快

72和 150Mbit/s。第四代 802.11n，

可執行於 2.4GHz或 5GHz，20和

40MHz 頻 寬 下 最 快 72 和

150Mbit/s。 

第五代： 802.11ac，只執行於 5GHz。 

2.1.3 行動電話網路行動電話網路行動電話網路行動電話網路 

行動電話，又稱「移動電話」、「流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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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電話機」或「無線電話」，簡稱「手

機」，可以在較廣範圍內使用的可攜式電話。

1990年代中期以前價格昂貴，只有極少部分經

濟實力較佳的人才買得起，而且體積龐大，因

此又有大哥大的俗稱。1990 年代後期大幅降

價，如今已成為現代人日常不可或缺的電子用

品之一。目前在全球範圍內使用最廣是所謂的

3G和 4G，除了可以進行語音通訊以外，還可

以收發簡訊、MMS、無線應用協定(WIFI無線

網路、藍芽、NFC、GPS衛星定位)等。 

2.1.4 AJAX 

AJAX 即「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非同步的 JavaScript與 XML技術)，指

的是一套綜合了多項技術的瀏覽器端網頁開

發技術。Ajax 的概念由 Jesse James Garrett

所提出。 

傳統的 Web 應用允許用戶端填寫表單

(Form)，當送出表單時就向Web伺服器傳送一

個請求。伺服器接收並處理傳來的表單，然後

送回一個新的網頁，但這個做法浪費了許多頻

寬，因為在前後兩個頁面中的大部分 HTML碼

往往是相同的。由於每次應用的溝通都需要向

伺服器傳送請求，應用的回應時間依賴於伺服

器的回應時間。這導致了使用者介面的回應比

本機應用慢得多。 

AJAX 應用可以僅向伺服器傳送並取回必

須的資料，並在客戶端採用 JavaScript 處理來

自伺服器的回應。因為在伺服器和瀏覽器之間

交換的資料大量減少(大約只有原來的 5%)，伺

服器回應更快了。同時，很多的處理工作可以

在發出請求的客戶端機器上完成，因此Web伺

服器的負荷也減少了。 

AJAX不是指一種單一的技術，而是利用一

系列相關的技術。雖然其名稱包含 XML，但

實際上資料格式可以由 JSON代替，進可以一

步減少資料量。 

進行 Ajax 開發時，網路延遲需要慎重考

慮。如果不給予用戶明確的回應，沒有恰當的

預讀資料，或者對 XMLHttpRequest 的不恰當

處理，都會使用戶感到厭煩。通常的解決方案

是，使用一個視覺化的元件來告訴用戶系統正

在進行後台操作並且正在讀取資料和內容。 

2.2 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是一種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的概念，「雲」即為網際網路

(Internet)；「端」則是指使用者端(Client)或泛

指使用者運用網路來完成服務。雲端運算是繼

1980 年代大型電腦到使用者端 /伺服器

(Client/Server)的大轉變之後的又一種巨變。使

用者不再需要了解「雲端」中基礎設施的細

節，不必具有相應的專業知識，也無需直接進

行控制。雲端運算描述了一種基於網際網路及

資訊技術所提供的新型服務、使用和交付模

式，通常涉及透過網際網路來提供動態易擴充

功能，而且經常是虛擬化的資源[13]。典型的

雲端運算供應商往往提供通用的網路應用服

務，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等軟體或者其他

Web 服務來存取儲存在伺服器上的軟體和資

料[14]。雲端運算關鍵的要素，還包括個性化

的使用者體驗。整體而言，雲端運算讓網路上

不同的電腦同時提供使用者端進行所需的服

務，大幅增進網路服務的處理速度。 

符合雲端運算的基本要件為「4A2S」，即

任何人(Any Person)、任何時間(Any Time)、任

何地點(Any Where)、使用任何工具上網(Any 

Tool)、使用者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網路服務

(Same Network Service)，並且得到相同的結果

(Same Result)。換言之，雲端運算最終目標就

是要讓使用者的電腦不需安裝軟體，所有的資

源都來自於雲端，使用者端只需一個可以連上

雲端的設備與簡單的介面，如瀏覽器程式介面

[13]。 

雲端運算包括 3個層次的服務，軟體即服

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平台即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和基礎設施即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15,16]。對應

的產業三級分層則為：雲端軟體、雲端平台和

雲端設備。上層分級為雲端軟體(SaaS)，使用

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存取雲端運算的服務。中層

分級為雲端平台(PaaS)，打造程式開發平台與

作業系統平台，讓開發人員可以透過網路撰寫

程式與服務，消費者也可透過相關執行程式。

下層分級為雲端設備(IaaS)，是將資訊技術系

統、資料庫等基礎設備內部功能做整合。 

2.3 Web APP 

Web App 即網頁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

的簡稱，透過網頁瀏覽器操作執行。Web App

的優點包括：前端介面用標準的網頁技術開

發，即可在任何裝置上的瀏覽器上執行。在任

何裝置上瀏覽器的網址列上輸入網址，即可進

行測試。不需要開發者年費，也不需要上架費

和審核費用。任何程式功能的修改或新增，只

需要在後端伺服器修改更新即可，終端裝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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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下載安裝部署安裝，使用者可以隨時

使用最新的功能。 

Web App 的缺點包括：需要依賴瀏覽器執

行，眾家瀏覽器對網頁技術的支援度及相容性

也各不相同。雖然大部份的功能都可以執行，

但畫面的呈現較不容易達到相同的結果，而且

有部份的功能需要對不同瀏覽器做各別不同

的處理。Web App 執行速度沒有原生應用程式

快，不適合需要快速反應的程式或是動畫遊

戲。Web App需要打開瀏覽器及輸入網址才能

執行。Web App 對硬體裝置的支援不夠完整，

許多硬體上的功能可能無法使用。例如：照相

功能、 GPS 定位…等等。Web App最大的問

題是無法在網路斷線的狀態下操作。 

APP(Mobile APPlication，簡稱 Mobile 

APP、APP)，或手機應用程式、行動應用程式、

手機 APP等，是指設計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和其他行動裝置上執行的電腦軟體應用程

式。目前主流的行動裝置作業系統，包括：

Google Android、蘋果 iOS、黑莓機、及微軟

Windows Phone等[17]。 

2.4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 

熱水器傳統的運作架構為一台熱水器由

一個專屬的搖控器所組成，並由搖控器對熱水

器進行單向控制。傳統熱水器搖控器運作架構

如圖 2所示。 

 

圖圖圖圖 2、、、、傳統傳統傳統傳統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搖控器搖控器搖控器搖控器運作架構圖運作架構圖運作架構圖運作架構圖 

 

傳統熱水器搖控器的控制方式只允許由

遙控器對熱水器進行單向控制之用，無法進行

雙向資料訊息的溝通。因此，傳統熱水器的遙

控器無法得知熱水器目前的狀況。若是熱水器

發生無法出水或水溫不足時，使用者無法從遙

控器上得知，使用者必須在熱水器上直接進行

檢查，若是發生電池已沒電的狀況，使用者可

以自行換電池處理即可。若是使用者無法判定

發生的問題，以致使用者無法自行修護，就必

須請專業的維修人員前來處理。但是專業維修

人員可能無法即時前來處理，使用者就必須忍

受在維修等待期間熱水器無法使用的困擾。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現今的 RF 無線射頻晶片除了可作為控制

訊號之用外，還可以作為資料的傳輸之用。若

在RF遙控器上增加一顆RF無線射頻晶片作為

接收資料之用，可達到熱水器與搖控器之間雙

向溝通之目的，即可改善傳統遙控器只能進行

單向控制的問題。本研究以此搖控器為基礎，

再加入一顆 WiFi 無線網路控制晶片，即可透

過WiFi無線網路將資料傳送到伺服器之中。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建置一個以雲端運算

為基礎的雲端運算服務系統。研究中除了以此

服務系統進行相關資料的分析及統計外，使用

者透過此雲端運算服務系統，亦可得知目前熱

水器的狀況、有無發生故障的問題、是什麼零

件發生了故障等相關資訊。 

在本節中將分別說明研究的架構設計、現

有熱水器的改進、雲端服務系統、通訊協定格

式、瓦斯爐具狀態資料、及資料的蒐集。 

3.1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的的的的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在本研究中建立一個雙向連結的 RF/WiFi

控制器，取代傳統 RF 控制器向熱水器發出的

控制訊號。本研究所建立的 RF/WiFi控制器可

讀取由熱水器 RF 所發出的資料訊號後，再將

訊號轉為 WiFi 訊號，將資料送到雲端伺服器

中。雲端伺服器經運算後，產生相關資訊提供

給使用者，使用者可以透過任何可連接網路的

設備，連接到雲端運算服務系統，讀取自家熱

水器的相關資訊，並可透過雲端運算服務系

統，對熱水器下達關機或開機的命令。 

RF/WiFi 控制器收到要對熱水器下達的命

令後，以 RF 訊號對熱水器發出關機或開機的

命令，讓熱水器執行關機或開機的動作。本研

究所提出的運作架構如圖 3所示。 

 
圖圖圖圖 3、、、、本本本本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所所所所提出提出提出提出的的的的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搖控器搖控器搖控器搖控器運作架構運作架構運作架構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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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慧監控瓦斯熱水器智慧監控瓦斯熱水器智慧監控瓦斯熱水器智慧監控瓦斯熱水器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建立一個智慧安全的瓦

斯熱水器，為了達到此目的就必須讓熱水器可

以將狀態提供給手機及伺服器，再透過 APP介

面顯示出來，讓使用者可以隨時得知熱水器的

狀態。因此，必須在熱水器內部加入多種不同

用途的感應偵測器，並將偵測到的結果透過 RF

訊號提供使用者。在感應偵測器測得的資料，

經過熱水器內部的運算處理系統過後，若是有

異常情況發生時，就立即啟動安全處理機制，

以保障使用者之生命安全。 

3.2.1 加裝感應偵測器加裝感應偵測器加裝感應偵測器加裝感應偵測器 

由於傳統的熱水器沒有任何監測熱水器狀

態或使用資料用的感應偵測器，因此本研究在

傳統的熱水器中加入下列幾項感應偵測器，以

利蒐集熱水器的相關資料及狀態。本研究所加

入的感應偵測器包括： 

(1) 水流量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的進水

管之前。利用水流量感應偵測器，可以取

得熱水器之用水量與入水壓力這兩項資

料。 

(2) 瓦斯流量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的瓦

斯管入口之前。利用瓦斯流量感應偵測

器，可以取得瓦斯入氣壓力及瓦斯耗用量

這兩項資料。 

(3) 瓦斯洩漏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之瓦

斯管外側，偵測瓦斯是否有洩漏。 

(4) 一氧化碳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之排

氣口，用於偵測瓦斯燃燒後產生的一氧化

碳之含量。 

(5) 二氧化碳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之機

體外側，用於偵測室內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含量。 

(6) 氧氣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之進氣

口，用於偵測室內的空氣之氧氣含量。 

(7) 火焰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之燃火爐

頭，用於偵測瓦斯是否有正確點火並持續

燃燒。若偵測到無火焰時，熱水器會啟動

安全機制，關閉瓦斯並停止供應熱水，以

保護使用者的生命安全。 

(8) 熱水器機殼外溫度計：安裝於熱水器機殼

外側，用於取得熱水器附近之環境溫度，

用來控制燃燒火力大小之依據。依照氣溫

高低、入水溫度之高低及設定的出水溫

度，自動調整燃燒時所需要的瓦斯流量。 

(9) 進水口之水溫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

進水管中，用於取得熱水器進水之溫度，

用來控制燃燒火力大小之依據。依照氣溫

高低、入水溫度之高低及設定的出水溫

度，自動調整燃燒時所需要的瓦斯流量。 

(10) 出水口之水溫感應偵測器：安裝於熱水器

出水管中，用於取得熱水器出水之溫度。 

3.2.2 瓦斯燃燒安全控制系統瓦斯燃燒安全控制系統瓦斯燃燒安全控制系統瓦斯燃燒安全控制系統 

本研究利用相關的感應器所取得的狀態，

在熱水器內建立一個瓦斯燃燒安全控制系

統。本研究所建置的瓦斯燃燒安全控制系統包

括以下 5個機制： 

(1) 一氧化碳安全控制機制：利用一氧化碳感

應偵測器所取得一氧化碳含量，作為控制

的依據。若一氧化碳的含量高於設定值

時，熱水器會啟動安全機制，關閉瓦斯並

停止供應熱水，以保護使用者的生命安

全。 

(2) 二氧化碳安全控制機制：利用二氧化碳感

應偵測器所取得二氧化碳含量，作為控制

的依據。若二氧化碳的含量高於設定值

時，熱水器會啟動安全機制，關閉瓦斯並

停止供應熱水，以保護使用者的生命安

全。 

(3) 室內空氣含氧量安全控制機制：利用氧氣

感應偵測器所取得室內空氣之含氧量，作

為控制的依據。若室內空氣之含氧量低於

設定值時，熱水器會啟動安全機制，關閉

瓦斯並停止供應熱水，以保護使用者的生

命安全。 

(4) 水溫安全控制機制：利用出水口之水溫感

應偵測器所取得的熱水器出水之溫度，用

來控制燃燒火力大小之依據。依照氣溫高

低、入水溫度之高低及設定的出水溫度，

自動調整燃燒時所需要的瓦斯流量。 

(5) 瓦斯洩漏安全控制機制：利用瓦斯洩漏感

應偵測器，可以取得瓦斯是否有洩漏。配

合安全機制及自動瓦斯開關閥，當偵測到

瓦斯外洩時，立即啟動安全機制，自動關

閉瓦斯，確保使用者的生命安全。 

3.2.3 雙向雙向雙向雙向 RF(無線訊號無線訊號無線訊號無線訊號)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由於傳統熱水器原有的單向控制之 RF 訊

號模組只能單向接收來自搖控器的訊號，無法

提供熱水器內的狀況資訊。因此本研究將單向

控制的 RF 訊號模組，改良為可雙向傳輸資料

及控制的 RF訊號模組。 

本研究所建構的雙向 RF(無線訊號)模組

負責將熱水器的狀態資料傳送給 RF/WiFi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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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RF/WiFi 控制器再將此資料傳送給雲端伺

服器或行動裝置(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 

3.3 RF/WiFi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 

本研究建立一個 RF/WiFi 訊號轉換器，負

責將熱水器的狀態資料傳送給雲端伺服器或

行動裝置(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熱水器與

RF/WiFi 控制器之間以 RF 訊號傳輸資料，

RF/WiFi 控制器與雲端伺服器或行動裝置(平

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之間則以 WiFi 無線網路

訊號互相傳送資料。 

3.4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有關於瓦斯熱水器中的相關資料，由瓦斯

熱水器中的中控電路系統負責提供，經由 RF

無線訊號傳遞給 RF/WiFi 控制器。RF/WiFi 控

制器再透過 WiFi 無線網路將資料傳送到雲端

伺服器。雲端伺服器收到資料後，經過分析統

計後，將資料儲存於資料庫系統中。 

4.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在本節中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成果。 

4.1 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 RF電路模組電路模組電路模組電路模組 

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 RF 電路模組是本

研究中第一個研究成果，足以驗證本研究是一

個可行的方案。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 RF 電

路模組主要的功能是接收來自遙控器或

WiFi/RF 控制器發出的開或關的命令訊號，瓦

斯開關閥要作出相對應的動作，並將執行結果

的狀態回覆給WiFi/RF控制器。圖 4所示為熱

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 RF電路模組。 

 

 
圖圖圖圖 4、、、、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 RF電路模組電路模組電路模組電路模組 

 

4.2 WiFi/RF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 

WiFi/RF 控制器是本研究中為了解決傳統

RF 遙控器只能單向發出控制命令的問題，研

發出來新型的遙控器。WiFi/RF 控制器不僅具

有傳統遙控器發出控制命令的功能，也可以接

收來自熱水器的回饋訊號，並透過 WiFi 模組

將來自熱水器的回饋訊號轉送給手機和伺服

器。WiFi/RF 控制器沒有傳統遙控器的操作按

鍵可以操作，必須由手機 APP或Web APP的

操作介面來對熱水器發出控制命令。圖 5所示

是本研究中的WiFi/RF控制器電路模組。 

本研究為了測試WiFi/RF控制器電路模組

與熱水器之瓦斯開關閥與 RF 電路模組之間訊

號的最遠傳送距離，因此安排進行一次戶外的

訊號測試，如圖 6所示即為WiFi/RF控制器訊

號距離測試圖。 

 

 
圖圖圖圖 5、、、、WiFi/RF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電路模組電路模組電路模組電路模組 

 

 
圖圖圖圖 6、、、、WiFi/RF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訊號距離測試訊號距離測試訊號距離測試訊號距離測試 

4.3 使用者的操作控制介面使用者的操作控制介面使用者的操作控制介面使用者的操作控制介面 

本研究是以手機為主要的操作方式，所以

先為美商 Apple公司的 IPhone手機及 IPad 平

板各開發了一款操作 APP。美商 Google 公司

的 Android 系列因版本眾多，不同廠家所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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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機畫面大小及解析度也差異甚多，造成開

發 APP的相容性問題，幾經考量後決定暫緩進

行開發 Android APP。至於其他的手機系統如

Windows Phone、黑莓機等等，由於目前市佔

率較低，因此不特別為這些手機的系統開發

APP。 

本研究同時開發了Web APP的操作介面，

讓使用者可以用平板或筆記型電腦還是桌上

型電腦，都可以操作本研究開發的熱水器。為

了彌補其他手機系統沒有專用的手機 APP 可

用的問題，本研究將手機專用的Web APP列入

未來開發項目，以提供給無專用 APP的手機，

也可以使用本研究開發出來的設備。 

4.3.1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APP操作介面操作介面操作介面操作介面 

本研究針對 IPhone 手機開發了一款操作

APP，讓使用者可以利用 IPhone做為智慧型熱

水器的遙控器，亦可顯示熱水器的狀態及異常

訊息。圖 7 所示為 IPhone手機 APP的操作畫

面。IPad平板的畫面比 IPhone手機大了很多，

畫面上可以呈現更多更豐富的內容，所以本研

究也同時為 IPad開發了一款操作 APP，讓使用

者可以在 IPad同時操作八台設備。圖 8所示為

IPad 平板 APP的操作畫面。 

 

 
圖圖圖圖 7、、、、IPhone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APP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 

4.3.2 Web APP操作介面操作介面操作介面操作介面 

本研究為了讓使用者可以利用較大畫面的

設備(如：平板、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等)，

開發Web APP，所以操作本研究所開發出來的

熱水器，不只限於小畫面的手機的操作，亦可

使用大畫面的平板、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

等來操作。如果使用者有多個可控制的設備，

Web APP 會列出來供使用者選擇要控制的設

備。圖 9所示是列出使用者的設備清單畫面。 

 

 

圖圖圖圖 8、、、、IPad平板平板平板平板 APP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 

 

圖圖圖圖 9、、、、列出使用者的設備清單畫面列出使用者的設備清單畫面列出使用者的設備清單畫面列出使用者的設備清單畫面 

使用者用滑鼠左鍵點選要進行控制的設

備，畫面即可依設備的種類，顯示其設備專屬

的操作介面。圖 10 所示是瓦斯壁爐的操作畫

面，圖 11所示是瓦斯開關閥的操作畫面。 

 

 

圖圖圖圖 10、、、、瓦斯壁爐的操作畫面瓦斯壁爐的操作畫面瓦斯壁爐的操作畫面瓦斯壁爐的操作畫面 

 
圖圖圖圖 11、、、、瓦斯瓦斯瓦斯瓦斯開關閥開關閥開關閥開關閥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的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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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操作畫面上按下命令按鈕後，畫

面回應使用者下達命令的訊息。圖 12 所示是

使用者按下命令後的回應畫面。 

 

 
圖圖圖圖 12、、、、使用者按下命令後的回應畫面使用者按下命令後的回應畫面使用者按下命令後的回應畫面使用者按下命令後的回應畫面 

4.4 監控畫面監控畫面監控畫面監控畫面 

由於RF無線訊號和WIFI無線訊號都是無

線電波，若沒有特殊的儀器設備，是無法擷取

與分析。本研究為確保無線訊號可以確實被發

送及接收，因此開發監視與控制的介面，利用

監控的畫面來驗證訊號的處理。 

為了監控WIFI/RF控制器的處理情形，在

WIFI/RF 控制器的電路板上，本研究設計

RS232訊號接腳。因此，可以在筆記型電腦上

利用 USB 轉 RS232 訊號連接線，使用 

PuTTYtel軟體，即可透過監控WIFI/RF控制器

的訊號處理情形。圖 13 所示是 WIFI/RF 控制

器的監控處理畫面。 

 

 
圖圖圖圖 13、、、、WIFI/RF控制器的監控處理畫面控制器的監控處理畫面控制器的監控處理畫面控制器的監控處理畫面 

 

伺服器之監控是自行開發的命令處理監

控的網頁，提供給開發及測試人員可以明確知

道有那些命令是未處理的命令，圖 14 所示為

未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那些是已處理過的命

令，圖 15所示為已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 

在未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上，超過十分鐘

以上未處理的命令，底色會用紅色來表示，圖

14所示為未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在已處理命

令的監控畫面上，處理時間超過一分鐘以上未

處理的命令，底色會用紅色來表示，圖 16 所

示為超時已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 

 

 
圖圖圖圖 14、、、、未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未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未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未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 

 

 
圖圖圖圖 15、、、、已已已已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 

 

 
圖圖圖圖 16、、、、超時已超時已超時已超時已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處理命令的監控畫面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建立一個可雙向溝通的熱水器安全

控制系統，使用者可以利用 WiFi 無線網路及

行動裝置，直接讀取熱水器內的狀態資料，及

取代傳統遙控器，利用行動裝置直接對熱水器

進行控制。若使用者出門遠遊時，亦可利用行

動裝置及 3G行動網路或WiFi無線網路，透過

雲端服務系統取得家中熱水器的狀態資訊及

執行熱水器開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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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成果，可以提升瓦斯熱水器之安

全性，避免瓦斯洩漏及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形發

生，確保人們在使用瓦斯熱水器時的生命安

全。本研究的成果亦可應用在與瓦斯熱水器類

似的瓦斯爐具相關產品，也可達到相同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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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應用於校園安全之研究 

-以東海大學為例 

 

 

 

 

 

 

摘要 
行動裝置與現代人的生活幾近密不可

分，而隨著各大學校園廣泛的開放民眾使用，

安全問題也隨著浮上檯面。如何讓校園師生隨

時有一條平安回家的路，成為研究課題。 

本研究利用以東海大學為例，Android 系

統 為 基 礎 ， 利 用 APP Inventor 結 合

OpenStreetMap及 GPS定位，加上在公共設施

黏貼 QR Code 標籤，以便即時報修路燈情況

和所在位置狀況。只要連上校園安全系統則可

立即掌握校園各位置野狗分布、路燈故障狀況

及落葉區分布，特殊季節校內注意事項。 

鑒於校園為開放空間無法配置足夠維護

安全的人力，本研究提供校園安全行動裝置整

合服務，強調第一時間發出求救訊號及通知何

處暗藏危機的重要性，期許校園安全行動裝置

普及化，提升校園的安全性，也讓師生對校園

安全更具信心及向心力。  
 

關鍵詞：OpenStreetMap、行動定位服務、校

園安全、APP 

1. 前言 

所謂的「學校」廣義的解釋泛指「教育

的場所」。在各級行政單位積極推動學校走入

社區，拆掉既有圍牆的同時；師生的安全及校

園公物的維護成為必須面對的議題。 

影響校園安全的因素很多，包含人、事、

時、地、物等要項。李錫津（2001）認為校園

安全可略分為：建築物安全、制度安全、通學

安全及心理安全等[1]。而校園環境安全與

否，成為影響學校教育活動其中一項重要指

標。校園安全的維護應首重防患於未然，唯有

全體提高校園安全管理意識，發揮安全管理的

精神，大家才能在舒適安全的校園環境下學

習、成長。 

依照民國 102 年 9 月統計，東海大學校

地面積總計為 1,340,606 平方公尺。學校校地

廣、樹林多，縱使校內有多處保全系統及校警

不畏日曬雨淋的定期巡邏，相思林還是不免發

生多起性騷擾事件，而文理大道上野狗攻擊人

的舉動更是時有所聞防不勝防。再者由於校地

廣大，校內的路燈或其他設備故障無法在第一

時間維修，風雨過後成堆的落葉不但濕滑且掩

蓋了路面坑洞，都是造成校園安全死角的原

因。 

本研究根據資策會 FIND 2014 上半年台

灣行動族群樣貌[2]，如圖 1所示，目前 12歲

(含)以上民眾持有智慧型手機為 1225 萬戶，

而台灣總人口數約為 2342 萬戶，也就是說全

台灣12歲(含)以上民眾有58.7%以上有使用智

慧型手機的習慣。 

  
圖 1：2014上半年台灣行動族群樣貌[2] 

 

   由於行動裝置的普及，APP 的使用機會

大為提升，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在

2013 年台灣無線網路使用調查報告中得知

[3]，在全國地區 12 歲(含)以上且持有智慧型

手機或平板電腦之 1,765位受訪者中，曾經下

載過 APP 占 94.79%，其中又以使用 Android 

系統，占 73.03%比例最高；其次為使用 iOS

系統，占 20.57%。 

   在廣大的校園中，縱使校方積極預防可

能發生的意外危機，卻仍無法避免突發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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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例如 2014年 8月嘉義某大學女大生在校

內遭不明人士隨機持鈍器攻擊事件[4]，由於

正值暑假，現場又為監視器死角，以致校方

無法在第一時間提供保護及協助。又例如校

內的路燈或其他公共設備故障，為了師生安

全，校方如何立即維修。 

   以地處大肚山上的東海大學為例，校園

中風雨過後的落葉，易造成人車危險，以及在

尊重生命和學生安全取得平衡點的野狗問

題，都加深本研究的展開。 

   有鑒於校園為開放空間，無法配置足夠

維護安全的人力，但校園安全的重要性卻是舉

足輕重；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提出一款智慧型手

機的校園安全功能介面設計，將以 Android 系

統為 APP 設計基礎，利用行動裝置的普遍率

結合 OpenStreetMap 及 GPS 定位，加上在公

共設施黏貼 QR Code 標籤，以便即時報修路

燈情況和所在位置狀況。只要連上校園安全系

統則可立即掌握校園各位置野狗分布、路燈故

障狀況及落葉區分布，特殊季節校內注意事

項。 

2. 相關背景 

   本研究中將利用 APP Inventor 結合

OpenStreetMap 適合詳細小範圍的優勢，校園

中每棟建築及區塊都能細膩規劃，達到全校師

生皆使用校園安全 APP，減少校內意外事故，

嚇阻犯罪。 

2.1安全服務 APP介紹 

   APP[5，6]是英文「Application」的縮寫，

而電腦上的 APP 意指專門為解決使用者的特

殊需求，所開發、撰寫的程式軟體。因此廣泛

來說，舉凡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是我們

在傳統個人電腦上所慣用的文書、簡報處理軟

體，都可以歸類為廣義的 APP。本章節將討論

各種類型的安全 APP。 

   以下將探討三款求救 APP，分別為

HelpMee APP、我在這 APP 及緊急情況 APP。 

(1)HelpMee APP功能介紹[7]： 

 

其服務主要包含現場定位簡訊、

案發現場錄音、求救簡訊傳送、

緊急撥號、報案簡訊發送、臉書

貼文求救、求救燈號、警報音、

各類醫療與求救資訊、手機搖動

呼救及一鍵呼救 

(2)我在這 APP功能介紹[8]： 

 

其服務主要包含一般簡訊發

送、求救簡訊發送、警報音、案

發位置定位 

(3)緊急情況 APP 功能介紹[9]： 

 

其服務主要包含病歷與個人

資料紀錄、案發位置定位、求

救簡訊發送、緊急呼救 

藉由以上三款現有 APP 的功能得知，緊

急服務的功能如表 1主要可分為下列五種 

  

表 1：緊急服務的主要功能 

2.2行動定位服務 

   行動定位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

LBS）[10]是指利用定位技術確定行動通訊設

備的位置，並提供各種與位置相關應用的加值

服務。行動定位應用之服務類型包羅萬象，只

要與定位目標所在位置相關的應用服務皆屬

之，定位目標包括人、動物、車輛、貨物等各

種標的物，依照行動定位服務的用途，可分成

安全服務、資訊服務、導航服務、追蹤服務、

休閒娛樂與商業服務等六大類型。 

2.3 OpenStreetMap概述 

  OpenStreetMap(OSM)[11]是一個建構自由

內容之網上地圖協作計劃，目標是創造一個內

容自由且能讓所有人編輯的世界地圖，並且讓

一般行動裝置有方便的導航。 

功能 內容 

求救簡訊 求救訊息、地點定位 

緊急撥打 聯絡人或 110、119 

定位功能 顯示自己位置與附近資訊 

一鍵呼救 一鍵啟動呼救流程 

警報設定 警報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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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M 的地圖由用戶根據手持 GPS裝置、航空

攝影照片、衛星影像、其他自由內容以至單靠

用戶由於對有關區域的熟悉而具有的本地知

識繪製。地圖的向量資料以開放資料庫授權

（Open Database License）方式授權。 

OpenStreetMap 2004 年由 Steve Coast 創

立，是個內容自由且能讓所有網友編輯的世界

地圖。使用者只要手持 GPS 裝置拍攝航空攝

影照片和衛星影像，甚至單靠個人對當地的本

地知識，上傳後就能處理、繪製成地圖。 

OSM[12]的靈感來自維基百科，與維基百科最

大的特色一樣，可由使用者自行編輯，也有紀

錄修訂歷史。用戶註冊後可使用 OSM內部的

編輯器或其他自由地理訊息系統軟體，上傳

GPS路徑和編輯地圖的向量數據。 

   由於本研究將使用 OpenStreetMap 做為

路線規劃之用，並未使用一般較為常見的

Google Map，下方表 2 將比較兩者不同之處

[13]。 
 

表 2：OSM 與 Google Map 之比較 

 OSM Google Map 

費用 免費 
大型的使用者將

會被要求付費 

使用

工具 

缺乏精準的地址

或交通規則 

衛星圖像、飛機、

攝影車 

編輯 
任何人都能夠參

與地圖編輯 

由 Google 自行更

新 

圖資

深度 

照顧到廣大的特

殊需求，譬如郵

筒、公廁、消防

栓、公用電話位

置、登山步道或是

植被、樹種 

針對公路、商家、

景點等相對多數

人會用到的圖資 

3. 校園安全 APP設計 

本 研 究 使 用 APP Inventor 結 合

OpenStreetMap 開發校園安全 APP，並利用

PHP、QR Code掃瞄、GPS 定位及其他相關技

術讓校園安全 APP 更為完整。其架構及功能

如圖 2、3 所示，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

由於校園廣大而設計的緊急呼救定位系統，藉

此嚇阻犯罪，強化學校的安全設備。第二、校

園安全回報系統，讓學生可以第一時間通報需

維修公物，以及野狗和落葉區定位，特殊季節

校內注意事項。第三、最特別的是本研究提供

校園安全規劃路線，可讓學生們選擇安全回家

的路。 

 
圖 2：校園安全 APP架構圖 

 

 
圖 3：校園安全 APP功能方塊圖 

3.1功能說明及展示 

   校園安全 APP 的主選畫面如圖 4 所示，

分為緊急呼救、回報系統及校園安全路線規劃

三大功能，以下由情境模擬方式說明各功能的

使用方法。 

 
圖 4：校園安全 APP主選單 

3.1.1緊急呼救 

由於校內停車棚狹長且光源不足，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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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遇到陌生人攻擊，常令人措手不及。如果

在進入停車棚前先打開校園安全 APP 如圖

5，遇到突發狀況時長按緊急呼叫按鍵，手機

會發出刺耳的警報聲用以嚇阻攻擊行為並直

接連線到校警室，由於 GPS 定位為強制開啟

狀態，校警可立即得知事發位置，及早趕到停

車棚，有效阻止憾事發生機率。 

         
圖 5：校園安全 APP緊急呼救 

3.1.2回報系統 

回報系統分為野狗聚集區、故障物 QR 

Code 掃描、落葉區和季節性蟲蟲危機四個部

分描述，其介面如圖 6所示。 

野狗聚集區：學生在校園遇到野狗聚集，由

於擔心野狗具攻擊性，此時開啟校園安全 APP

的 GPS 定位功能標記有野狗的區域公布在

OpenStreetMap，並上傳校園 Facebook，藉以

提醒其他用路人。 

故障物 QR Code掃描：校園廣大，路燈

等公物故障常無法在第一時間發現，針對這個

問題，可將路燈等公物設立專屬 QR Code，如

此一來在發現路燈故障可使用校園安全 APP

的 QR Code 掃描功能，對著貼有 QR Code的

路燈掃描，連照片上傳到學校 Facebook 並公

布在 OpenStreetMap，幫助學校更快發現校園

待修公物，也可幫助其他同學避開路燈故障較

為黑暗的區域。 

   落葉區：由於校園內綠色植物繁多，下

雨天時學生在校園內騎車或活動常因大範圍

落葉區過於溼滑且掩蓋住坑洞，造成機車打滑

等安全問題。為防範天雨路滑，學生可使用校

園安全 APP，以 GPS 定位標註落葉區公布在

OpenStreetMap，並上傳校園 Facebook，藉以

提醒同學們行經落葉區多加注意。 

季節性蟲蟲危機：校園安全 APP 可為學

校量身訂作適合特殊時節的提前預防方案，例

如 9 月正是東海大學內鳳凰木夜蛾幼蟲繁殖

的季節，行走在鳳凰木下，毛蟲隨時都可能從

天而降，此時校園內會出現撐傘的奇觀。校園

安全 APP 可做到提醒蟲蟲分布區域，大大增

加校園安全 APP的獨特及實用性。 

         
圖 6：校園安全 APP回報系統 

3.1.3校內路線圖 

當學生由於上課或其他活動在學校待到

較晚，此時可將校園安全 APP 啟動如圖 7 所

示，並選擇需要顯示的安全路線，適時避開野

狗聚集區、落葉區或路燈故障的區域，一有狀

況可直接連繫校警室，讓夜晚的校園能夠真正

成為課內安心學習及課後放鬆身心的園地。 

         
圖 7：APP安全路線規劃 

4. 結論 

   本研究以東海大學為例，利用 APP 

Inventor 結合 OpenStreetMap 及 GPS定位，加

上在公共設施黏貼 QR Code 標籤，以便即時

報修路燈情況和所在位置狀況。只要連上校園

緊急呼救 
已通知校警室，切勿驚慌  

 

故障物

掃瞄 

 
 

野狗 

聚集區 

 

 
 

落葉區 

 

 

蟲蟲 

危機 

安全 

路線規劃 

 

回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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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統則可立即掌握校園各位置野狗分

布、路燈故障狀況及落葉區分布，特殊季節校

內注意事項。遇到緊急狀況只要一個動作，校

警室可直接接收事發位置，在最快時間內到達

現場。讓夜晚的校園成為課內安心學習及課後

放鬆身心的園地。 

   本研究利用 OpenStreetMap 可隨時更新

的優點，事先防範可能發生的危害，以及危險

發生的即時處置，藉以補強學校安全設施的不

足，讓師生隨時有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OpenStreetMap可進一步標示路燈、號誌

及建築物內公物等許多公共設施，屆時除了

QR Code 通報所屬單位，更可直接由

OpenStreetMap觀看了解公共設施最新狀態。     

   此外，本研究利用 OpenStreetMap 比

Google Map 更為精細，且符合小範圍需求的

優勢，校園中每棟建築及區塊都能細膩規劃，

適合使用於校園內，達到全校師生皆使用校園

安全 APP，減少校內意外事故、嚇阻犯罪。如

此一來若實際為各級學校量身打造專屬校園

安全 APP，希望不論學生及老師皆能真正達到

快樂學習吸取新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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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Kinect於養護中心寢居狀態偵測警示技術的實作 

 

 

 

 

摘要 

隨著國內老年人口的增加，老人安養與長期照

護的需求越來越高。不過時常會看到養護中心的護

理人員在夜間人力編制較少的情況下，無法即時發

現長者突然下床的狀況，導致長者可能因此而失足

跌倒，衍生後續照顧問題或者糾紛。有鑑於此，在

本專題中透過 Kinect 感測器的紅外線攝影機取得

深度資料，再利用深度資料進行運算，設定感興趣

區域以判斷長者或護理人員在畫面中進出與移動

的方向。進而建立狀態移轉的觸發條件來偵測長者

的寢居狀態是否在安全。因此，一旦長者的狀態偵

測為起身或下床時，系統將會發出警示來提醒護理

人員，以預防意外的發生。此外，透過 Kinect感測

器的夜間偵測的能力，讓系統在夜間沒有燈光的情

況下也可以正常運作跟監控，同時，本系統也有記

錄長者寢居狀態資訊的功能，可以讓護理人員輕易

瞭解長者寢居時每個狀態的時間點，未來可以進一

步將這些狀態提供給家屬，以便於家屬瞭解其親人

在長照中心或養護中心的狀況。 

關鍵詞：健康照顧、養護中心、行為分析、深度

感測器 

Abstract 

The demands of elder care and long-term care are 

increasing as the population of elder persons is 

increasing. However, nursing personnel have to take 

care of many elders in the night and in the elderly care 

center. A falling accident of an elder person may occur 

without notice by the personal. It caused the problem 

of lawsuit or compens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a system is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by utilizing Kinect depth 

sensor for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 an elder in the bed. 

A state diagram is defined to model the behavior. When 

two states, sitting on the bed and getting out of bed, are 

detected, a siren is issued to remind the nursing 

personnel for preventing the possible accident. The 

Kinect depth sensor can be operated under very low 

brightness. It enables the system can monitor the 

behavior of an elder all the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dangerous behavior, all the possible behavior can be 

monitored by the system for providing further services. 

Keywords: healthcare, conservation center, behavior 

analysis, depth sensor 

1.簡介 

在現今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

再加上生活在這有經濟壓力的社會上，有些人會因

工作的關係而無法親自照顧自己年長的父母，只好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將父母送到養護中心託人照護。

但是，在照護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意外發生，例如：

養護中心在夜間編制的護理人員往往比日間較少，

無法即時察覺長者因獨自下床時跌倒，導致長者在

跌倒後，造成日後照護上的問題或糾紛。就因為一

場意外跟人為的疏失，使得家屬往往只能被迫接受

這種無法抹滅的傷痛。由於系統偵測的時間不分晝

夜，長者在晚上就寢時也需要進行偵測，因此我們

才決定使用 Kinect感測器，因為它有夜間偵測的功
能，所以系統在夜間也可以正常運作；我們將 Kinect

作為資料擷取設備，透過它的紅外線攝影機取得深

度資訊，準確的判斷與物體間的距離，期望能運用

Kinect 於養護中心寢居狀態偵測警示技術之實作，

讓養護中心對長者寢居安全能夠有所防範。 

2相關研究 

由Mohamed等人在 2013[1]所提出協助殘疾人
士透過 Kinect感測器進入智能家居的文章中，他們
主要針對的對象是殘疾人士，透過 Kinect該系統可
以識別手勢，讓殘疾人士不必使用遙控器、開關或
鍵盤來解釋他們的需求。 

    由 Parajuli等人在 2012[2]所提出健康監控系統
的文章中，以前有使用舊型感測器的例子，但是舊
型感測器通常需要把監控設備戴在老人身上，造成
老人感到不便，不過要是改用成 Kinect來監控，分
析老人坐姿改變或是站立來偵測是否會跌倒，這樣
的話，老人就無需配戴設備在身上。 

由 Banerjee 等人在 2012[3]所提出使用深度影
像於監控醫院病房的安全的文章中，主要用途是針
對醫院病房中的病人發生跌倒的情況偵測，而他們
作法是利用 Kinect 的深度圖像生成三維點雲中提
取特徵值，再將此資料輸入到他們所研究的跌倒偵
測系統。 

    由 Webste及 Celik在 2014[4]所提出 Kinect應
用在照護老人以及中風復健系統綜述的文章中指
出，以往跌倒偵測都會使用緊急按鈕、聲音感測器、
二維影像，不然就是必須穿上加速計或是陀螺儀，
而這些都會造成固有的侷限性，但是透過 Kinect的
深度資料以及夜間偵測功能就能克服先前所提到
的問題。 

3系統概述 

3.1系統概述與架構 

本系統的主要控制端為一台桌上型電腦，藉由

廖珗洲 林彥廷 陳智信 蕭民翰 張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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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連接埠與一台 Kinect裝置做連結，系統結構如

圖 1所示，其步驟如下： 

步驟 1： 藉由 Kinect取得的即時影像和深度資料。 

步驟 2： Kinect 傳送深度及其他資料給電腦作運

算處理。 

步驟 3： 當系統判斷長者要獨自起身或下床的狀

態時，電腦就會自動發出警示提醒護理人

員。 

步驟 4： 護理人員能即時確認長者的狀態是否安

全。 

步驟 5： 是否安全。 

 

圖 1：系統架構圖 

3.2系統進行步驟 

系統主要系統流程圖如圖 2所示，步驟如

下： 

開始

有無載入
預設或使用者設定
的ROI Sensor?

有

進行ROI內深度資料、

重心移動方向等運算

運算結果是否達到
狀態觸發條件？

狀態移轉

狀態移轉後

是否需要警告？

等待使用者設定
ROI Sensor

無

等待使用者啟動偵測

否

否

系統發出警示(音)，

提醒使用者

是 是

 

圖 2：系統流程圖 

步驟 1： 判斷系統有無載入預設或使用者設定的

ROI Sensor，有則執行步驟 3，沒有則執

行步驟 2。 

步驟 2： 等待使用者先設定 ROI Sensor。 

步驟 3： 等待使用者按下偵測鈕，啟動系統偵

測。 

步驟 4： 進行 ROI Sensor內的深度資料、重心移

動方向等運算。 

步驟 5： 判斷資料在運算後得到的結果是否達到

狀態觸發條件，否則執行步驟 4。 

步驟 6： 進行狀態移轉。 

步驟 7： 判斷狀態移轉後是否需要警告，否則執

行步驟 4。 

 

步驟 8： 系統發出警示(音)，提醒使用者，警示

完會回到步驟 4繼續執行。 

 

 

3.3系統環境與展示 

如圖 3為宿舍當作系統測試的環境來模擬在養

護中心的狀況，其中硬體包含了桌上型電腦、一台

Kinect，測試時分別以兩個人針對長者、護理人員的

行為作實際模擬，並錄製成實驗影片。 

 
圖 3：測試環境示意圖 

系統啟動後，Kinect已連接電腦且使用者已設

定好 ROI區域，當使用者按下 Start detection鈕後，

系統開始根據長者或長者與護理人員的狀態進行

偵測，當系統偵測到狀態移轉時，在系統主畫面中

的彩色影像所執行的畫面如圖 4所示： 

  
(a)目前畫面無人 (b)長者進入畫面，在床上 

  
(c)長者躺在床上 (d)長者起身，坐在床上 

  
(e)護理人員照護中 (f)護理人員準備離開 

Kinect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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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長者準備下床        (h)畫面無人，長者離開畫面 

圖 4：系統執行畫面 

4.系統方法 

在本專題中使用了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重心的運用、狀態移轉圖、深度資料的

計算四種方法，讓本專題得以實作完成，以下分

別對上述四種方法進行介紹。 

4.1感興趣區域(ROI : Region of Interest) 

  什麼是感興趣區域(ROI : Region of Interest)？在

機器視覺、圖像處理中，從被處理的圖像以方

框、圓、橢圓、不規則多邊形等方式勾勒出需要

處理的區域，稱為感興趣區域。在圖像處理領

域，感興趣區域(ROI)是從圖像中選擇的一個圖像

區域，這個區域就是圖像分析所關注的重點。使

用 ROI圈定想要進行處理的區域，與處理整個影

像相比，可以大大減少程式運算處理的時間。 

 

圖 5：影像中含有感興趣區域 

上圖 5是以我們專題為例子，在影像中圈出

感興趣區域後，會如下圖 6所示，只會針對被圈

出的區域進行處理和程式上的運算。 

 

圖 6：感興趣區域的影像 

4.2重心的運用 

為什麼我們在系統上需要用到重心？因為利

用重心可以讓我們判斷長者或護理人員是否在畫

面中，以及判別長者跟護理人員的移動方向，所以

我們將重心運用在矩形的 ROI內，算出重心所在的

X 座標，當有了重心的 X 座標就表示 ROI 裡有重

心，有重心也就代表有人在畫面中。我們以 

 

為公式計算而得到重心的 X座標，計算重心的 X座

標之範例如下面圖 7所示： 

例：X1(紅點)座標為 600，X2(藍點)座標為 550， 

    則重心 X(紫點)座標為(600 + 550) / 2 = 575。 

 

圖 7：計算重心 X座標之範例圖 

為什麼我們只有計算重心的 X 座標而沒有計

算 Y 座標？因為計算 X 座標的目的是為了用重心

的移動方向是往左還是往右，讓我們能判別出人的

移動方向。以重心每次變動的 X座標作計算便可以

得知重心的方向為何。 

另外，在實際狀況下，重心的數值可能會不穩

定，那是因為我們的計算方式是以 ROI內面積的百

分比達到我們所設定的門檻時才會計算重心，目前

我們將門檻設定為 5%，會設定門檻的目的是為了

過濾雜訊，以避免雜訊被當作重心，而使得之後在

程式判斷狀態時發生誤判，移轉到非預期的狀態。 

4.3狀態移轉圖 

狀態移轉圖是我們在系統偵測的過程中，以長

者或長者與護理人員為對象而定義出的狀態，如圖

8所示，狀態共有六種，分別為： 

(1) Nobody：床上沒有人，也是系統開始偵測時

的初始狀態。 

(2) In bed：長者在床上。 

(3) Lying in bed：長者躺在床上。 

(4) Sitting on the bed：長者坐在床上。 

(5) Out of bed：長者下床。 

(6) Caregiver care：護理人員照護中。 

N o b o d y

In  b e d

S it t in g  o n  

th e  b e d

L y in g  in  

b e d

S it t in g

G o  to  b e d  /  T u r n  o v e r

L y in g  /  G e t  u p

O u t  o f  b e d

L e ft  th e  F O V

C a r e  /

C a r e g iv e r  e x it  

th e  F O V

G e t  o u t  o f  b e d  /

B a c k  to  b e d

C a r e g iv e r  

c a r e

G e t  o u t  o f  b e d

C a r e  /

B o th  e x it  F O V

L y in g

C a r e  /

C a r e g iv e r  e x it  F O V

C a r e  /

C a r e g iv e r  e x it  F O V

長 者 行 為

長 者 與 護 理 人 員 行 為

 
圖 8：長者與護理人員的狀態移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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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深度資料的計算 

深度資料為影像中每個像素的距離值。系統

在偵測時，我們在程式中的計算方式是先儲存

ROI內每個像素的最遠距離值後，才會和即時影

像中 ROI內的深度資料做差值運算，當差值達到

我們所設定的閥值，就可以得到在 ROI內用深度

資料計算出來的資訊，分別有： 

1. 在 Red ROI內，長者坐著的像素點總和 

利用長者坐著的像素點總和，可以算出長者

坐著時的百分比，在狀態轉移時，長者坐著

時的百分比可以用來判斷長者是否為坐著狀

態。 

2. 在 Red ROI和 Green ROI內，重心的 X座標

總和、像素點總和 

分別將兩個 ROI內，所有重心的 X座標總和

除以所有像素點總和，可以算出各自的重心

位置，。而利用得到的 Green ROI重心位

置，還可以用來算出重心的移動方向。 

 

5系統實作 

5.1狀態移轉圖與觸發條件的拆解詳述 

下述會將系統方法中提到的狀態移轉圖和所

有狀態觸發條件的程式碼一起在拆解後，詳述各個

狀態在移轉到其他狀態時，長者與護理人員應該是

什麼行為，程式需要達到哪些條件才會進行狀態移

轉。首先是 Nobody狀態的移轉圖，如圖 9所示： 

Nobody

In bed

Go to bed / Turn over

Caregiver 
care

Care

 
圖 9：狀態處於 Nobody之移轉圖 

(1) 當偵測已啟動，此時狀態處於 Nobody，當長者

獨自上床或是當長者已在床上直到他翻身時，

狀態會移轉到 In bed狀態；當護理人員帶長者

上床時，狀態會移轉到 Caregiver care。 

(2) 當偵測剛啟動，且長者已經躺在床上或是長者
與護理人員已經在視野內，此時狀態雖然處於

Nobody，沒有移轉到目前我們在畫面中應看到

的狀態，但這並不表示系統發生錯誤，因為此

時狀態正等待著下一個狀態的條件觸發，才決

定狀態是要移轉到 In bed還是 Caregiver care。 

In bed

Sitting on 
the bed

Lying in 
bed

Sitting

Out of bed CareGet out of bed
Caregiver 

care

Lying

 

圖 10：狀態處於 In bed之移轉圖 

    當目前狀態處於 In bed 時，如圖 10 所示，此

時狀態正等待著下一個狀態的條件觸發，才決定要

移轉到 Sitting on the bed、Lying in bed、Out of bed、

Caregiver care狀態，由於長者在上床時會先經由坐

著後才會躺著，因此狀態會移轉到 Sitting on the bed；

當偵測剛啟動，且長者已在床上，直到他做出翻身

的動作後繼續躺著時，狀態會移轉到 Lying in bed；

當長者下床時，狀態會移轉到 Out of bed；當長者在

床上護理人員進入照護時，狀態會移轉到 Caregiver 

care。 

Sitting on 
the bed

Lying in 
bed

Lying

Out of bed
Caregiver 

care

Get out of bed
Care

 

圖 11：狀態處於 Sitting on the bed之移轉圖 

當目前狀態處於 Sitting on the bed時，如圖 11

所示，此時狀態正等待著下一個狀態的條件觸發，

才決定要移轉到 Lying in bed、Out of bed、Caregiver 

care 狀態，當長者躺著時，狀態會移轉到 Lying in 

bed；當長者下床時，狀態會移轉到 Out of bed；當

護理人員進入照護時，狀態會移轉到 Caregiver care。 

Care

Sitting on 
the bed

Lying in 
bed

Get up

Out of bed
Caregiver 

care

Get out of bed

 

圖 12：狀態處於 Lying in bed之移轉圖 

當目前狀態處於 Lying in bed時，如圖 12所

示，此時狀態正等待著下一個狀態的條件觸發，

才決定要移轉到 Sitting on the bed、Out of bed、

Caregiver care狀態，當長者起身坐著時，狀態會

移轉到 Sitting on the bed；當長者起身時由於動作

太快或某些緣故未判斷到坐著而直接下床時，狀

態會移轉到 Out of bed；當護理人員進入照護，狀

態會移轉到 Caregiver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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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ody

In bedOut of bed

Left the FOV

Back to bed

 

圖 13：狀態處於 Out of bed之移轉圖 

當目前狀態處於 Out of bed時，如圖 13所示，

此時狀態正等待著下一個狀態的條件觸發，才決定

要移轉到 Nobody或 In bed狀態，當長者離開後，

狀態會移轉到 Nobody；當長者又回到床上時，狀態

會移轉到 In bed。 

Nobody

In bed

Sitting on 
the bed

Lying in 
bed

Caregiver exit the FOV

Both left the FOV

Caregiver exit the FOV

Caregiver exit the FOV

Caregiver 
care

 

圖 14：狀態處於 Caregiver care之移轉圖 

當目前狀態處於 Caregiver care時，如圖 14所

示，此時狀態正等待著下一個狀態的條件觸發，才

決定要移轉到 Nobody、In bed、Sitting on the bed、

Lying in bed狀態，當護理人員帶長者下床離開時，

狀態會移轉到 Nobody；當長者在床上，護理人員照

護完離開時，狀態會移轉到 In bed；當長者坐著，

護理人員照護完離開時，狀態會移轉到Sitting on the 

bed；當長者躺著，護理人員照護完離開時，狀態會

移轉到 Lying in bed。 

 

6.實驗結果 

本章節是關於實驗部分的介紹，透過我們所假

想的情境，並搭配 Kinect Studio工具程式，錄製各

種模擬實際狀況的影片，然後利用工具來重播所錄

製的影片與深度資料，便於重複進行測試或除錯，

並從實驗過程中面臨到的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 

根據實驗數據，我們得出了狀態移轉延遲時間

以及正確率： 

(1) 根據表 3，我們發現只有 Lying in bed -> Sitting 

on the bed(代號：S7)的狀態移轉延遲時間會有

明顯大於 2秒的數值，這是因為每個人起身的

速度不同而導致的結果，因此我們歸納出這個

部分是合理的狀況。而實驗影片 5 的 S3 的延

遲時間大於 2秒的部分，是因為人的動作還沒

到系統判斷的臨界值，所以才會判斷得比較慢，

但是當人的距離達到我們設定的臨界值時，狀

態會即時的移轉過去。 

(2) 透過對我們對實驗影片之狀態移轉的觀察，我
們發現系統的正確率並非百分之百正確，因為

系統偵測與我們預期的狀態移轉有些許相異

處，例如：實驗影片中，我們預期的狀態移轉

是 Lying in bed → Sitting on the bed與 Sitting 

on the bed → Out of bed，但是系統偵測的狀態

移轉卻是 Lying in bed → Out of Bed。這是因

為我們為了讓狀態的判斷更穩定，所以在程式

中的狀態判斷處增加了持續時間的判斷條件。

而上述的例子並沒有達到我們所設定的條件，

也就是持續時間太短，所以在系統判斷狀態移

轉時，沒有進行 Lying in bed → Sitting on the 

bed 的狀態移轉。反之，如果持續時間達到我

們所設定的判斷條件，狀態將會順利的移轉。 

表 1：影片編號與對應情境 

編號 時間 人員 動作 

1 白天 護理人員與長者 
帶長者上床與照護， 

護理人員分別照護兩次 

2 白天 護理人員與長者 帶長者上床與照護 

3 白天 護理人員與長者 長者獨自上床與護理人員照護 

4 白天 護理人員與長者 長者獨自上床與護理人員照護 

5 白天 護理人員與長者 長者獨自上床與護理人員照護 

6 白天 護理人員與長者 
長者自行上床躺著， 

之後坐在床上等護理人員照護 

7 白天 護理人員與長者 長者自行坐在床邊與護理人員照護 

8 白天 長者獨自一人 當長者在床上，並且同時有人路過走道 

9 白天 長者獨自一人 長者自行上床躺著，之後自行下床離開 

10 白天 長者獨自一人 長者自行進入畫面坐在床邊，隨即離開 

11 白天 長者獨自一人 長者一開始就坐在床上 

12 白天 長者獨自一人 長者一開始就躺在床上 

13 夜間 長者獨自一人 長者自行上床躺著，之後自行下床離開 

表 2：狀態代號對照表 

狀態代號 狀態 狀態代號 狀態 

S1 
Nobody  

→ In bed 
S10 

Out of bed  

→ In bed 

S2 
In bed  

→ Lying in bed 
S11 

Nobody  

→ Caregiver care 

S3 
In bed  

→ Sitting on the bed 
S12 

In bed  

→ Caregiver care 

S4 
In bed 

 → Out of bed 
S13 

Sitting on the bed  

→ Caregiver care 

S5 
Sitting on the bed  

→ Lying in bed 
S14 

Lying in bed 

 → Caregiver care 

S6 
Sitting on the bed  

→ Out of bed 
S15 

Caregiver care  

→ In bed 

S7 
Lying in bed  

→ Sitting on the bed 
S16 

Caregiver care  

→ Nobody 

S8 
Lying in bed  

→ Out of Bed 
S17 

Caregiver care  

→ Lying in bed 

S9 
Out of bed  

→ Nobody 
S18 

Caregiver care  

→ Sitting on the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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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實驗影片狀態移轉延遲時間表(單位：秒(s)) 

編號 

狀態 
1 2 3 4 5 6 7 8 9 

1

0 
11 12 13 

S1   1.5 
0.6

3 
1.1 

1.7

3 

1.1

3 

0.5

6 
0.7  

0.4

6 

0.8

3 

1.2

6 

S2   1.7   
1.9

3 
 1 

1.6

6 
  

0.6

3 
 

S3    
0.9

3 

2.3

3 
     

0.7

6 
 

0.6

6 

S4             0.4 

S5    
0.4

3 
0.7    

0.6

6 
 

0.2

3 
 

0.5

6 

S6   0.6     
0.3

3 

0.4

6 
 

0.2

6 
0.6  

S7   
3.5

6 
  

2.8

6 
 

2.1

6 

2 

 
0.6 

 
0.8

6 

2.1

6 
 

S8             
0.2

6 

S9   1.1     
0.5

3 

0.8

6 
 

0.6

6 
0.6 

0.7

6 

S10             0.6 

S11 
0.9

6 

0.9

3 
           

S12       

1.2

6 

 
1.8 

      

S13      

1.5 

 
0.6

6 

       

S14 

1.0

6 

 
0.7

3 

1.4

6 

0.6

6 

0.3 

 
0.5

3 

1.1   0.6      

S15       1.3       

S16 
1.9

3 

1.5

3 
 1 

1.6

3 

1.9

3 

1.9

6 
      

S17 
1.1 

 
1 

1.3

3 
1.5 

0.6

3 
   

0.5

6 
     

S18      
1.1

3 
       

備註：其中某些影片的狀態移轉會重複出現，在表格內以同

一種狀態有兩個延遲時間顯示，左邊的為第一次出現的移

轉，右邊的為第二次出現的移轉。實驗影片 10因為人沒有進

到系統偵測的範圍內，所以沒有資料能讓系統判斷，故無狀

態移轉。 

 

7.結論 

本系統是利用 Kinect深度資料判斷的基礎作

為研究，結合了本文中上述的方法以及實作加以

建構，並且透過實驗影片分析來模擬，以達到運

用在現實環境中的目的，藉由系統實作及方法的

搭配，本文整理歸納出系統運用在現實狀況的設

計理念： 

1. 運用 Kinect日夜兩用的偵測功能，不論是白天

或晚上都能夠正常運作，尤其是在夜間養護中

心人力較不足情況下，更能有效降低危險的發

生。 

2. 讓使用者可以依場地的環境，自由調整 ROI位

置及大小，進而提高系統對不同環境的相容性。 

3. 當長者獨自要起身時系統就會開始閃爍警告來
提醒使用者，而當長者下床時代表為最危險狀

態，就會發生警示音來通知，藉由分級的警告

可以讓使用者依不同情況而處理。 

4. 透過狀態移轉資訊紀錄，可以讓使用者查看長
者或長者與護理人員時的狀態移轉，紀錄內容

為當時狀態跟時間點，用來檢查跟比對系統是

否誤判，以及幫助使用者知曉長者的作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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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視障者視覺輔助辨識系統 

Visual Recognition and Navigation for the Visual 

Impaired Wearable System 
 

 

摘要 
本篇論文提出一套解決視覺障礙族群日

常生活不便的穿戴式視覺輔助系統，改善導盲

犬在全球培訓不易與數量不足問題，以及使用

導盲杖無法明確辨認路況環境，同時針對形狀

類似之物品無法辨認等問題進行改善設計。 

本系統提供定向行動訓練師(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Specialist)與視障者之間，進行定

向訓練過程時可以使用之教學輔助系統。並於

完成訓練後，當視障者配戴輔具於身上，可藉

由語音方式告知視障者空間位置及辨識周遭

物體等特定生活相關資訊，提升自主生活能

力，降低意外發生，提供視障者：「安全導引」、

「掌握環境」的穿戴式視覺辨識輔助系統。 

關鍵詞：視障輔具、穿戴式視覺輔具、圖形識

別、影像辨識、SURF 

1. 前言 

根據 World Blind Union (WBU)世界盲人

聯盟統計，目前全球 60 億人口中，約有 2.85

億是全盲或弱視者，而到民國 103 年為止，在

台灣約有 6 萬名視障人士，並逐年增加中。目

前視障者大多需要仰賴導盲杖或導盲犬，做為

外出行動時必備的輔助用具，但這些行動輔具

通常需要很高的花費，且有攜帶或飼養不方便

等缺點，同時這些輔具給予視障者的環境資

訊，仍然相當不足。因此「穿戴式視障者視覺

輔助系統」是一種為解決視覺障礙族群日常生

活與輔助行走時，避開危險路段及尋找特定物

品使用的智慧型穿戴視覺輔具。此輔助視覺系

統提供定向行動訓練、路況分析、物品辨識等

功能服務，透過穿戴裝置上的輔具設備，並運

用 3D 深度影像技術、影像辨識技術，進行特

徵分析與資料建置。 

2. 相關研究與文獻探討 

2.1 定向行動訓練 

定向行動是視覺障礙者必備之基本能力，

「定向」(Orientation)即指瞭解自己和周遭環境

或物體的關係及位置之能力；「行動」(Mobility)

即指能安全有效的行走到另外一地之能力。定

向行動教學之目的為訓練視覺障礙者利用感

覺與知覺等能力，吸收環境的訊息與線索，以

瞭解自己和周遭環境或物體的關係及位置，並

能安全、有效地在不同場所之間移動。 

2.2 定向行動輔具 

由杞昭安教授提出的視障者定向行動輔具

之研究[1]，顯示目前國內外可行的輔具包含四

大面向，(1)獨走技能方面：有聲衛星導航、紅

外線直線行走練習器、立體模型，(2)手杖技能

方面：折疊式手杖、伸縮式手杖、手杖指南針、

光源探測手杖等，(3)空間定向方面：音源辨識

器、有聲指南針，(4)生活自理方面：指南針手

錶、口袋型盲用電腦、光源感測器等輔具。在

訓練過程中上述定向輔具對於視障者了解環

境資訊仍十分有限。例如：使用導盲杖時無法

偵測地面以上的危險，如貨櫃車底盤、斜長樹

枝、牆面突起物和頭部障礙物等，此外無法識

別室內/外環境狀況，如目前所在位置與週遭圖

標資訊(如圖一)。這些問題即便透過定向訓練

師的教導訓練，仍無法充分解決。 

 
圖一、視障者現況分析 

張厥煒 黃翊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所 

cwchang@ntut.edu.tw t102598017@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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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圖形匹配與識別 

在電腦視覺中，若要判斷兩張圖像是否匹

配，必須先找到兩張圖片之相關性，而相關性

則是透過圖片與圖片之間的特徵相似度去定

義。所以在進行比對前，我們得先找出每張圖

片的特徵，或稱訊息，這些訊息通常是指物體

之輪廓、邊緣、角點、顏色等，具備高識別度

或具獨特性之圖像特徵。 

在物件偵測與識別之領域中，可以通用在

陸標辨識的問題上，主要使用兩種不同的方式

去偵測與識別，分為使用物體的形狀特徵進行

辨識或是基於像素點(Pixel-Based)[2]描述特徵

進行辨識。然而因為後者可以擁有更穩健的特

徵描述而使用該方法進行偵測與識別。 

2.4 尺度不變特徵 

D.G. Lowe[3] 提出 SIFT(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演算法，利用 DoG(Difference 

of Gaussian)在不同的尺度空間(Scale Space)下

搜尋特徵點。由於 SIFT 特徵對於旋轉、尺度

縮放、亮度變化保持不變性、對視角變化、雜

訊、些微視角改變的容忍度相當高。但由於

SIFT 特徵在 DoG 運算量太大導致速度不夠

快。因此 Y. Ke 和  R. Sukthanka[4] 使用 PCA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的概念，提出了

PCA-SIFT特徵擷取法來降低維度以加速運算。 

同樣為了解決 SIFT 特徵運算速度的問

題 ， Bay[5] 基 於 Integral Image ， 利 用

Determination of Hessian matrix 來描述極值

點，也就是可能的特徵點，這種方法比 SIFT

更快速、更強健，因此稱為 SURF(Speeded-Up 

Robust Features)演算法。 

Luo Juan[6] 對 SIFT、PCA-SIFT 以及

SURF 三種較常見的演算法進行了實驗比較，

衡量的參數有運算時間、尺度變化、影像旋

轉、模糊化、光影變化和反射視角轉換，如表

2.1 所示。整體來說 SURF 的準確率較高、且

運算速度幾乎是 SIFT 的三倍，故本研究影像

識別採用 SURF 特徵演算法擷取特徵。 

表 2.1 SIFT、PCA-SIFT 與 SURF 比較 [15] 

B: Best, G: Good, C: Common 

3. 系統架構與流程 

3.1 系統概述 

本論文綜合過去之相關技術研究，實作出

視覺輔助辨識系統，提供定向行動訓練師建置

陸標資訊與視障者配戴輔具時偵測環境影像

路況，進行陸標即時辨識語音告知之服務(如圖

二)，本系統主要分成兩大架構(如圖三)。 

 
圖二、系統情境概述 

 
圖三、整體系統 

3.2 系統架構 

本論文建立出一套雲端架構之視覺輔助辨

識系統，在伺服器中建置陸標特徵索引資料庫

和陸標資訊模組，前端建立一套「陸標圖資管

理平台」，提供定向師或明眼人協助視障者建

立生活環境資訊的操作介面及陸標特徵點訓

練工具。由明眼人現場拍攝或擷取視障者所需

的環境圖片資訊，匯入雲端服務系統後選取特

定的陸標範圍(如：廣告看板或顯著固定物

體)，做為訓練的陸標。經由系統中特徵抽取及

優化的步驟，將適當的陸標特徵點，建立比對

索引特徵資訊儲存於資料庫中。 

視障透過「穿戴式視覺輔具」作為使用過

程中偵測前方路況影像資訊之輔具，可預先載

入陸標特徵資料庫中周圍環境之識別資訊，提

供視障者即時辨識環境之語音服務。(如圖四) 

 
圖四、整體系統架構 

Method Time Scale Rotation Blur Illumination Affine 

SIFT C B B C C G 

PCA- 

SIFT 
G G G B G B 

SURF B C C G B G 

視覺輔助辨識系統 

陸標圖資管理 穿戴式視覺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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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穿戴式視覺輔具 

在硬體架構上使用平板電腦連接鏡頭感知

裝置，透過影像裝置串流前方環境畫面於平板

電腦的辨識系統中進行環境陸標識別，比對完

成將會輸出結果，藉由語音的方式告知視障者

前陸標資訊，提供視障者了解環境周圍相關資

訊，輔助定向行動訓練時使用，利於訓練過程

中建立個人心理地圖與方向，硬體架構與實際

穿戴雛形如圖五、六。 

 
圖五、硬體架構 

 
圖六、實際穿戴雛形 

3.4 陸標圖資管理系統 

此系統架構下提供定向訓練師前端可上傳

訓練視障者過程中所需要提醒之陸標資訊，可

透過此系統平台進行編輯陸標圖片資訊，在雲

端伺服器後台中系統會自動將上傳的陸標圖

片進行特徵抽取與篩選優化，並依據特徵類型

進行分類訓練建立比對時所需的特徵索引資

料庫，提供未來視障者穿戴輔具時可針對不同

區域，預先載入所需的環境陸標辨識比對特徵

資料於視覺輔具系統中(如圖七)。 

 

圖七、陸標圖資管理系統架構 

 

3.5 陸標圖資特徵訓練流程 

在陸標圖資管理系統中，系統會透過學習

介面匯入定向訓練師設定周圍環境欲辨識之

陸標圖片，並針對每一張陸標圖片抽取 SURF

特徵，將所有抽取出來的 SURF 特徵建立多重

隨機 k-d 樹的索引結構，作為後續特徵比對時

快速找到最鄰近的點。 

最後根據不同陸標間的特徵，把相似的特

徵點做篩選及合併，進一步減少特徵資料庫的

數量以及比對的次數(如圖八)。 

 
圖八、陸標學習流程 

3.6 陸標圖資特徵辨識流程 

在辨識與比對流程運作中，系統會啟動影

像串流，針對影像中的單張畫面抽取 SURF 特

徵點，同樣建立多重隨機 k-d 樹的索引結構，

以利後續比對使用。接著到事先建立好的特徵

資料庫進行雙向比對。由於在特徵比對後，可

能還是會產生錯誤的比對結果，因此在比對結

束後將會進行過濾及除錯，最後輸出整個比對

結果，以語音告知視障者(如圖九)。 

 

圖九、陸標辨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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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方法與功能 

「定向行動訓練陸標即時辨識」功能是視

障者在學習定向行動訓練時，藉由此功能可針

對日常行走的路況特徵，經由定向訓練師所選

取，具有顯著視覺特徵的周遭陸標圖資，在系

統訓練建置出特定陸標景物之比對特徵點(如

圖十)與多圖樣分類器，並將此陸標特徵儲存於

圖資資料庫中，以便後續比對辨識功能之進

行。當視障者獨自行進時，得以藉由此功能進

行特定陸標或物品之檢索辨識判斷，協助視障

者判斷(確認)目前所在位置之狀況資訊。 

 
圖十、特定陸標特徵點比對 

4.1 SURF 特徵抽取 

SURF 特徵是使用 Hessian matrix 行列式

值，在尺度空間中擷取特徵點。此外，使用

Hessian 特徵子與 Haar 小波遮罩計算都可利用

積分影像加速運算，所以產生 SURF 特徵描述

子的速度比 SIFT 特徵快，且辨識率更高。SURF

特徵具有下列四個特性，經評估可適用於本視

覺輔助系統應用環境之多種角度、多種距離、

多樣天候、快速計算的比對功能。訓練陸標經

系統抽取特徵後的結果，如表 4-1 所示。 

(1) 縮放特性： 

SURF 是在多尺度空間中利用 Hessian 

matrix 偵測區域極值點當作特徵，因此在不同

尺度縮放下保有一定的不變性。 

(2) 旋轉特性： 

SURF 在做特徵點匹配時，先要對其主方

向，改變計算特徵點周圍描述子的位置與順

序，因而具有旋轉不變特性。 

(3) 光影變化： 

SURF描述子是由Haar 小波運算得到的梯

度特徵所組成，由於梯度是灰階值的相對差

異，因此對於影像整體的明亮變化較不敏感。 

(4) 高鑑別率： 

SURF 特徵描述子具有 64 維度的資訊，且

每個特徵點都很強健。 

 

 

 

表 4.1 陸標 SURF 特徵 

原始圖片 SURF 特徵圖片 

  

  

  

  

4.2 SURF 特徵篩選 

特徵資料庫而言，由於應用領域不同，訓

練後的陸標樣本，可能會有相當大的數量，逐

漸影響比對的效率及結果。過去以影像內容為

基礎的檢索技術(CBIR)，主要關鍵在於如何篩

選出可以有效表示影像特性的形狀、顏色、特

徵點等特徵資訊，但是有些被擷取的特徵點，

特徵描述子重覆率太高，在特徵資料庫越來越

大的情況下，這些同一陸標上，以及不同陸標

之間，都有可能出現相同重複的特徵，除了佔

了特徵資料庫的空間外，在辨識的時候也會有

重複比對的情形，造成比對效率降低。所以本

系統需要經過特殊的特徵篩選，把圖內(Within 

Image)或圖間(Between Image)重複的特徵移除

或合併，使用較有特殊性的特徵來做代表比對

(如圖十一)。 

 
圖十一、特定陸標特徵點比對 

4.3 SURF 特徵結合多重隨機 k-d 樹索引 

為了能夠從特徵資料庫中快速地找到最鄰

近的特徵點，並判斷是否匹配，本系統將使用

多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來建立索引結構，在確

保搜尋的精準度下，快速地找到最鄰近的相似

特徵點。 

本研究採用多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建立

SURF 特徵資料庫的索引結構演算法，加速圖

像特徵比對速度，透過多重隨機 k-d樹(Multiple 

randomized k-d trees)演算法，利用搜尋多個隨

機的 k-d 樹的方式來提高搜尋節點的相對獨立

性，通過大量的實驗，進一步證明多重隨機 k-d

樹演算法普遍適用於高維度數據的搜尋，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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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BBF（Best Bin First）匹配的准確性更高，

搜尋速度更快，增加 SURF 特徵比對效率且確

保特徵點匹配時的精準度。 

4.4 陸標圖資管理平台 

提供定向訓練師，協助視障者建立心理地

圖之環境資訊的操作介面 (如圖十二)以及陸

標特徵學習訓練，使用者可將須學習之環境陸

標影像拍攝後上傳至圖資管理平台，此平台會

主動定位陸標所在之經緯度資訊，並將陸標圖

像記錄於地圖相對位置中，並同時輸入此陸標

相關文字資訊，至伺服器中進行圖像特徵抽取

與建立特徵索引存入比對資料庫中。 

 
圖十二、陸標圖資管理平台 

由明眼人現場拍攝或擷取(如：Google 地

圖中)視障者會經過的路途中環境圖片，匯入系

統後選取特定的陸標範圍(如：廣告看板或顯著

固定物體)，做為訓練的陸標。再經由前述的特

徵抽取及優化的步驟，將適當的陸標特徵點，

建立索引後，存入系統中供視障者後續的使用

(如圖十三)。 

 
圖十三、陸標分佈區域圖 

4.5 穿戴式視覺輔具 

為視障者設計的穿戴式視覺輔具硬體設備

(如圖十四)，藉由前方的鏡頭感知裝置，進行

環境影像擷取，透過定位視障者所在之位置，

載入附近陸標資訊，接著在視覺輔具中的運算

裝置進行環境影像特徵抽取與周圍之特徵索

引資料庫比對運算，比對成功之資訊內容，透

過藍芽耳機語音回饋給視障者(如圖十五)。 

 

圖十四、穿戴式視覺輔具 

      

圖十五、實際穿戴示意圖 

5. 實驗結果 

5.1 實驗與系統環境 

本研究所使用的軟硬體開發環境設備如下

表 5.1 所示： 

表 5.1 系統開發環境列表 

硬

體 

 Intel® Core™ I7 CPU @ 2.5GHz 

 4.00GB RAM 

 ASUS Xtion Pro 3D Camera 

軟

體 

 平台：Microsoft Windows 8.1  

 工具：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函式庫：Intel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 (OpenCV) v2.4.9 

 
5.2 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實驗針對實際定向行動訓練之場景案例

進行拍攝，並分析準確率。根據特徵資料庫大

小，分別計算建立索引之有無，對辨識時所花

費的時間差異，以及辨識時所花費的時間差

異。使用的陸標資料庫的如表 5.2 所示，使用

的畫面範例如表 5.3 所示。 

表 5.2 陸標資料庫範例 

 

編號 001 陸標 捷運-中山國小站 

資訊 前方捷運-中山國小站 

圖資 

 
經緯度 (25.063002,121.52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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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路況畫面範例 

項

目 
捷運-中山國小站 店家-寶島眼鏡 

圖

示 

  

店家-勝立生活百貨 店家-天外天燒烤 

  

辨識結果根據以下定義，以人工方式進行

統計，針對即時影像畫面進行辨識，其中 TP 

(True Positive)代表陸標有在畫面之中出現，並

且能夠辨識陸標之特徵，而且系統判斷正確回

傳；FP (False Positive)代表陸標沒有出現或是

陸標已因遮蔽或光線導致無法有效辨識，但是

系統判辨識成功卻被回傳；FN (False Negative)

代表陸標有出現且能辨識成功，但是系統判斷

錯誤沒有回傳。依照以上的定義，我們可以由

式(6.1)、(6.2)算出 Precision Rate 與 Recall Rate： 

    (6.1) 

       (6.2) 

表 5.4 比對辨識結果 

Total Frames 1800 

TP FP FN 
Precision 

Rate 

Recall  

Rate 

1025 37 300 96% 77% 

透過特徵篩選與合併建立索引加速搜尋進

行比對方法與未經篩選與合併特徵，採用循序

搜尋之特徵比對方法之差異比較。(如表 5.5) 

表 5.5 建立索引之搜尋時間結果 

陸標數量 25 50 75 100 

索引搜尋 23ms 31ms 42ms 54ms 

循序搜尋 50ms 113ms 210ms 285ms 

SURF 特徵是一個高維的向量資料，因此

我們在特徵資料庫裡面建立一個有效的索引

結構，提升在搜尋比對時的速度。從實驗結果

得知，循序搜尋由於會將特徵資料裡的特徵全

都會比對過一次，因次隨著陸標數量的變多，

搜尋速度也跟著明顯提升。相對於有建立索引

結構，隨著陸標數目的變多，搜尋速度相對循

序搜尋來講，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在陸標數量

為提升到 100 個時，跟循序搜尋的差異達 80%。 

6. 結論 

本系統提供定向行動訓練師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Specialist)與視障者之間，在訓練

過程時可以使用之教學輔助系統，可藉由語音

方式告知視障者空間位置及辨識周遭物體等

特定生活相關資訊，在即時陸標辨識上比對成

功率約可達到平均 85%，此外透過特徵資料庫

建立一個索引結構，幫助搜尋比對時能夠快速

地找到最鄰近的特徵點，根據實驗的結果，建

立一個有效率的索引結構，相對於循序搜尋能

夠增加 80%的搜尋速度。本篇論文提出之穿戴

式視覺輔助系統有助於協助視障者辨認周圍

環境事物，配合定向行動訓練師教學，讓視障

者在學習建置「心理地圖」上能夠多一層輔

助，改善環境對於視障者不便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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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虛擬社群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圖之前置因素 
與結果：意識機制觀點 

 
 

摘要 
隨著網路蓬勃的發展，虛擬社群網站的競

爭日趨激烈。虛擬社群網站需不斷的推出新服

務，以保留既有的使用者，藉此維持競爭優

勢。因此，對於網站經營者而言，了解影響使

用者持續使用虛擬社群之因素是很重要的議

題。因此，本研究擬在意識機制觀點下，結合

情感與參考對象理論，探討虛擬社群使用者持

續使用意圖之前置因素與結果。透過此議題的

探討，期盼研究結果能在理論上以及在虛擬社

群經營上有所貢獻。 

 

關鍵詞：虛擬社群、持續使用、意識機制、情

感、參考對象 
 

Abstract 
Due to the raise and develop of Internet, 

virtual communities are operat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Virtual communities 
have to provide new services or functions to 
retain existing users. For virtual community 
managers, understanding the antecedents of 
continued usage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to explore the antecedents of 
conscious continued usage.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continued usage of community 
users based on affect, and referents theory driven 
by conscious mechanism. Understanding this 
issue will contribute to information system 
continued usage research field and will help 
virtual communities to obtain advantages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stresses.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y, Continued 
usage, Conscious mechanism, Affect, Referents  

1. 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的發展，網站成為人們生活

不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在日常生活中，搜尋資

訊、休閒娛樂以及人際交流皆都可透過網站來

進行。Wasserman [1]更是預測在 2015 年時，

企業在社交網路網站花費的廣告費用可高達

83 億美金。由此可知，網路社群商機十分龐大。 
在龐大的商機利誘之下，網站競爭日益激

烈。為了生存，網站經營者需要發展新的機制

防止使用者流失且促進使用者持續的拜訪網

站[2]。有鑑於此，對於虛擬社群的經營者而

言，如何讓既有的使用者「持續使用」網站是

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 
過去研究基本假設資訊科技持續使用行為

是有意圖的行為(Intentional behavior)，也就是

人們透過意識的判斷以決定執行該行為。換言

之，有些學者主張意圖(Intention)是影響持續使

用行為的重要前置因素[2, 3]。 
過 去 研 究 指 出 個 人 會 與 參 考 對 象

(Referents)進行比較，根據比較的結果產生自

我的評估，此評估的結果會影響個人的持續行

為[4]。這種依據參考對象進行比較的結果，可

能會讓使用者產生不同的情感(Emotion)，進行

影響其持續使用意圖[5]。當人們與參考對象進

行比較時，則進入深入的認知思考，此為一種

意識的決策機制。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延伸與

參考對象比較所產生的情感概念，探討情感與

持續使用意圖以及持續使用意圖與持續使用

行為之間的關係。 

2. 文獻 

2.1 意識機制 

Verkanplen and Orbell [6]根據理性行為理

論(Theories of reasoned action)，指出意圖是有

意識的決策。意圖指的是個人想從事某種行為

的主觀機率[7]。Bhattacherjee [2]以期望-確認理

論(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為基礎，提

出資訊系統持續使用的模型。在該模型中，

Bhattacherjee [2]主張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持續行

為之決策類似於消費者重複購物之決策。在

Bhattacherjee [2]的模型當中，滿意度與認知有

用性會增強意圖，進而導致持續使用行為。 

鄭秀華 
朝陽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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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參考對象模型 

Yim et al. [8]提出三個類型的參考對象

(Referents)：焦點目標 (Focal-object)、其他目

標(Other-object)與自我基礎(Self-based)。焦點

目標參考對象為一個消費者對於特定焦點目

標(如:商品或服務)既有的期望。當消費者將他

們對於目標物預期的績效與現有使用的績效

進行比較，任何的不確認(Disconfirmation)將會

影響他們對於焦點目標之滿意度的判斷[9]。其

他目標參考對象為消費者認知替代選項的績

效。消費者會將焦點目標的績效與替代選項的

績效進行比較，而比較的結果會影響滿意度與

對焦點目標的判斷[10]。自我基礎參考對象為

消費者的自我形象。消費者會比較自我形象與

焦點目標的形象[8]。 

2.3 情感 

Zeelenberg et al. [11]指出後悔(Regret)與失

望(Disappoinement)兩種情感的差異主要來自

比較的來源。Inman et al. [12]主張失望來自產

品真實績效與預期績效的不一致。後悔來自選

擇商品績效與未選擇商品績效兩者之間的差

異。Zeelenberg et al. [11]指出後悔的人比較會

聚焦於在他們控制之下，事情可以如何產出較

佳的結果；失望的人則傾向聚焦於不在他們控

制之下的事情。 
Zeelenberg et al. [11]從責任(Responsibility)

歸屬的角度來區別後悔與失望。Zeelenberg et al. 
[11]指出當後悔發生時，人們會認為選擇該行

為的人(例如:自己)要負擔比較大的責任。但，

當失望發生時，人們會認為決策制定者(例如:
廠商)要負擔比較大的責任。簡單來說，後悔是

與自身有關；失望則是與他人有關 [13]。
Zeelenberg et al. [11]表示失望的經驗會導致人

們不願意再進行後續的決策。後悔則可能導致

人們聚焦於沒有達到的目標以及加強對於目

標的堅持；失望則往往會導致放棄目標且規避

風險，也就是偏好安全的選項[11]。簡單來說，

失望的人往往會產生抱怨；但後悔的人則會改

變選擇，轉換到另一個供應商。 
另 一 種 常 見 的 負 面 情 感 則 是 生 氣

(Anger)。情感歸因模型(The attribution-affect 
model)方面的研究者主張生氣是不公平對待主

要的情感反應之一[14]。當某些目標可以用來

解釋令人討厭的事情時，消費者比較有可能會

對這些目標生氣[14]。Teng et al. [15]表示當遊

戲玩家認知其他遊戲玩家的不良行為，像是竊

取帳號(Account theft)，這些行為會導致玩家感

受不公平而產生生氣的情感。也就是使用者將

自己遭受的待遇與其他使用者遭受的待遇進

行比較，當使用者認知自己遭受不公平待遇

時，可能會產生生氣的情感。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模型 

過去研究指出個人會與參考對象進行比

較，根據比較的結果產生自我的評估，此評估

的結果會影響個人的行為[4]。這種與參考對象

進行比較的歷程，則是一種意識機制。此外，

這種依據參考對象進行比較的結果，可能會讓

使用者產生不同的情感，進而影響其持續使用

意圖[5]。因此，本研究將根據情感與參考對象

的觀點，探討影響持續使用意圖之因素。 

3.2 假說推導 

研究指出個人對於目標系統的評估，像是

正向與負向心情，會影響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意

圖[3, 16]。研究指出在探討資訊系統持續使用

的 行 為 或 意 圖 時 ， 應 該 考 量 情 感 回 應

(Emotional response)的相關因素[17]。 
Inman et al. [12]主張購後評估包含兩種比

較。第一，個人將使用特定商品的實際經驗與

購前對特定商品的預期績效進行比較。第二，

個人將特定商品的實際經驗與沒有選擇的商

品之績效進行比較。Inman et al. [12]主張失望

來自產品真實績效與預期績效的不一致。後悔

來自選擇商品績效與未選擇商品績效兩者之

間的差異。而 Inman et al. [12]所提出的購後評

估之兩個比較概念，類似 Yim et al. [8]所提出

的焦點目標參考對象與其他目標參考對象。當

人們依據參考對象進行比較，可能會使用者產

生不同的情感[3]。此外，研究指出人們的行為

與感知容易受到來自社會比較的影響 [18]。
Teng et al. [15]表示當人們進行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s)而產生不公平時，可能會產生生氣

的情感。本研究以 Inman et al. [12]與 Yim et al. 
[8]的參考對象以及公平理論的概念為主，主張

當虛擬社群使用者與參考對象進行有意識的

比較時，可能會產生失望、後悔與與生氣等三

種情感。其說明如下： 
焦點目標參考對象的概念是來自期望-不

確認的架構[8]。Yim et al. [8]表示焦點目標參

考對象為一個消費者對於特定焦點目標(如:商
品或服務)既有的期望。學者指出消費者在購後

的滿意或不滿意程度是受到不確認或期望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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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所影響[9]。根據 Inman et al. [12]所提出的

概括效用模型(The generalized utility models)可
得知，失望是產品真實績效與預期績效的不一

致所產生的心理狀態。Inman et al. [12]亦指出

失望幾乎差不多像是傳統滿意研究中的不確

認。因此，在本研究情境中，當使用者將他們

對於目前正在使用之虛擬社群的「實際績效」

與使用之前的「預期績效」進行理性比較時，

若「實際績效」低於「預期績效」，則使用者

會產生「失望」的情感。因此，本研究將失望

視為是焦點目標參考對象的變數。 
Zeelenberg et al. [11]主張當人們選擇的決

策結果比預期還要差的時候，人們會感受到失

望。Zeelenberg et al. [11]表示失望的經驗會導

致人們不願意再進行後續的決策。也就是，感

受到失望的人們會覺得無能為力，進而導致人

們認為做任何決定，其結果可能都沒有任何差

別，因此產生惰性(Inertia) [19]。換言之，當使

用者對於目前使用的虛擬社群感到失望時，他

們會覺得即便停止使用目前網站，轉而使用其

他網站，其結果也不會有太大的差異。因此，

感到失望的使用者，在惰性的驅使之下，將傾

向持續使用該網站。故，提出假說一： 
假說一：失望會正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 
Yim et al. [8]表示其他目標參考對象為消

費者認知替代選項的績效。後悔理論[20]主張

當人們認為選擇另一個選項會產生比較好的

結果時，人們會感到後悔。Inman et al. [12]表
示後悔情感的產生，是來自於已選擇商品績效

與未選擇商品績效兩者之間的差異。因此，在

本研究情境中，當使用者將他們「目前」正在

使用之虛擬社群的績效與「其他」虛擬社群的

績效進行比較時，若「目前」虛擬社群的績效

低於「其他」虛擬社群的績效，則使用者會產

生後悔的情緒。因此，本研究將後悔視為是其

他目標參考對象的變數。 
研究指出後悔會影響行為意圖 [21]。

Zeelenberg et al. [11]指出當後悔發生時，人們

會認為選擇該行為的人要負擔比較大的責

任。換言之，後悔是與自身行為有關[13]。也

就是，當人們經歷後悔的情感時，他們會傾向

不滿自己、傾向糾正自己的錯誤與想要取消該

活動[11]。Bell [20]認為個人會主動避免經歷後

悔；因此人們在進行決策時，會盡量降低經歷

這種情感的可能性。後悔可能導致人們聚焦於

沒有達到的目標以及加強對於目標的堅持

[11]。如果放棄選擇商品的績效優於已選擇商

品的績效，則消費者傾向在下次購物時，選購

之前放棄的商品[21]。換言之，當使用者對於

目前所使用的虛擬社群感到後悔時，他們將傾

向選擇使用其他先前沒有選擇的虛擬社群。因

此，提出假說二： 
假說二：後悔會負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 
研究指出人們的行為與感知容易受到來自

社會比較與社會認同的影響[18]。近年，社會

比較的觀點被公平理論所採用[22]。研究指出

一個人對於公平性的判斷與回應主是是受到

相關的社會資訊所影響[23]。由此可知，公平

的體驗是與他人進行比較所得，而不是從自己

本身的經驗所獲獲得。 
情感歸因模型(The attribution-affect model)

的研究者主張生氣是不公平對待主要的情感

反應之一[14]。Teng et al. [15]表示當遊戲玩家

認知其他遊戲玩家的不良行為，像是言語攻

擊，會導致玩家感受不公平而產生生氣的情

感。 
因此，本研究以 Yim et al. [8] 與 Inman et 

al. [12] 文獻為基礎，並加入認知公平性的概念

[15]，提出第三種與情感有關的參考對象—其

他使用者參考對象(Other-user referent)。其他使

用者參考對象指的是消費者將自己使用焦點

目標的待遇與其他消費者使用焦點目標的待

遇進行比較，若消費者感受到自己遭受到不公

平待遇時，則會產生生氣的情感。因此，本研

究將生氣視為是其他使用者參考對象的變數。 
研究者指出當人們認知不公平的時候，會

導致生氣的經驗[14]。生氣是一個其他導向的

感受，它是伴隨著一個未預期的感知所發生的

情感；而這個無法避免的負向結果將由其他人

來負責[24]。換言之，因為當人們感受到生氣

時，他們會覺得其他人(例如：廠商或網站)需
要為結果負責。Teng et al. [15]指出當玩家感受

不公平而產生生氣的情感時，會降低其持續使

用意圖。加化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y)[25]亦
主張人們傾向避免從事導致不受歡迎結果的

活動。本研究延伸此理論的概念，主張生氣是

一種不受歡迎的結果。因此，當使用者認知自

己在虛擬社群中，遭受不公平的待遇時，會產

生生氣的情緒。根據加化理論[25]可得知，在

此情況之下，使用者會避免使用讓自己感到生

氣的虛擬社群網站，進而降低其使用意圖。因

此，提出假說三： 
假說三：生氣會負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 
科技接受模型與期望確認理論皆主張意圖

會正向影響持續使用行為[5, 26]。因此，本研

究提出下列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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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四：持續使用意圖會正向影響持續使

用行為。 
圖一為研究模型。 

 
 
 
 
 
 
 

 圖一：研究模型 

4. 結論 

在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方面，本研究預期

的貢獻如下： 
1. 整理使用者與參考對象比較之後，所產

生的情感種類，供研究學者參考。 
2. 從意識觀點提出並驗證虛擬社群使用

者持續使用行為之模型，以供後續研究者參

考。 
3. 本研究從情感與參考對象理論，提出促

進使用者持續使用行為之建議，供虛擬社群管

理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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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遊戲 APP下載重要因素之探討 

 

 

 

摘要 

    隨著網路通訊服務以及行動裝置的增長，

帶動了Android與 iOS作業系統其應用程式的

發展，為軟體業者帶來廣大的市場商機。其中

手機遊戲市場更令人關注，相關研究預估，

2015 年行動遊戲市場產值將佔整體遊戲市場

的兩成[1]。在激烈競爭中，對遊戲 App 開發

商而言，如何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

並吸引使用者下載並進行消費就成為一項重

要的議題。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創新擴

散理論為基礎，結合科技接受模型以及行動服

務相關研究之因素，試圖定義出影響使用者下

載 App 之潛在要素，再利用支持向量機遞歸

特徵消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 SVM-RFE)與決策樹

(Decision tree, DT)等特徵選取方法，以確認出

影響使用者下載 App 的重要因素。最後，比

較不同採用者群體之間對於免費與付費遊戲

之重要因素的差異性。研究結果望能為往後遊

戲開發商與研究學者做為參考依據。 

 

關鍵字：遊戲應用程式、創新擴散理論、科技

接受模型、特徵選取、行動應用程式 

 

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nd mobile 

devices, it leads to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operating systems such as Android and iOS, 

and bring the market growth opportunities 

for the software industry. Among lots kinds 

of applications (App), the game APP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research, it estimates that in 2015 the 

market value of game App will reach to 20% 

of the overall game market.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how to design products that 

satisfy the needs of users and attract users to 

download and consumption has become one 

of important issues for developers of game 

App.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into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 to define the potent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sers to download App. Then, 

two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and Decision Trees 

(DT) will be utilized to identify the key 

factors of downloading game App. Finally, a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will be 

provided.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game developers and 

researchers to design game App. 

 

Keywords: Game APP,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eature 

selection, Mobile applications 

1. 前言 

在現今行動通訊科技迅速的發展下，手持

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幾乎是人們的生

活必需品，根據資策會 2014 年的調查數據顯

示，台灣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民眾已

高達 1,330 萬人，且有超過兩成比例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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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擁有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2]。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數量越來越多，

也逐漸的驅動人們對手機應用軟體的使用，這

一般也通稱為”行動 Apps”[15]。根據資策會

2014 年熱門應用程式 App 調查結果顯示，前

三類 App分別為社交聊天類(平均有 68%的人

使用)、行動遊戲類(平均有 52%的人使用)、新

聞雜誌類(平均有 47%的人使用)[3]。其中更以

遊戲 App為主要最大收益來源[5]。 

遊戲 App飛躍的發展是自 2007 年 iPhone

出現之時，大幅的改變手機遊戲的使用情況，

手持裝置結合了多元的功能(觸控屏幕、動態

感應器、定位系統、增強顯示、高存取量等)

搭配上無線網路，使得許多創新陸續出現，像

是應用程式商店、多人線上遊戲、多媒體娛樂

結合社交媒體、結合動態感應的遊戲以及以定

位為基礎的遊戲等 [13]。也是這時開始

(2007~2008 年)，新的商業模式逐漸發展到手

機產業中，例如，Greystripe 和 GluMobile 兩

個熱門遊戲的供應商提供免費遊戲，並在遊戲

中添加廣告以提高廣告的點擊率。也有一些企

業是將手機遊戲與社群媒體做結合，例如

Facebook。也至於此，使得一些開發工作室轉

而開發行動裝置的遊戲 App [12]。 

 App開發商為了吸引更多的客戶來使用，

也提出了許多方式，例如，免費或試用的 App

提供客戶使用，儲值則可獲得更多的服務；提

供完整免費 App 給客戶使用，客戶可另外內

部購買(In-app purchases)或點擊廣告來獲得額

外的內容與服務[15]。這樣的形式也衍生出目

前遊戲 App的主要收益模式，分別為免費 App

內部購買(In-app purchases)、付費 App以及付

費 App 內部購買。而此三種收益模式，根據

eMarketer的調查顯示，認為免費 App內部購

買(In-app purchases)將是往後的趨勢[6]。儘管

如此，免費遊戲 App仍與付費遊戲 App 有所

差異，主要是由於付費遊戲 App 大多由知名

遊戲大廠(EA、Gameloft、CAPCOM 等)或者

遊戲開發者投入，使得付費類型行動遊戲 App

在整體品質上較為亮眼(例如，遊戲細緻度、

豐富性、操作性等)。 

另一方面，遊戲 App開發推出後，實際上

的使用率仍然有段落差，過去研究也證實，不

論是行動地圖、行動遊戲以及行動網路等服務，

智慧型手機的持有者並不會自動地去使用這

些可用的服務[25]。因此，對於遊戲 App的推

廣，需要去考慮一般應用服務以外的因素。例

如一項在美國的研究調查指出，使用者對於行

動娛樂服務的興趣，除了人口統計資料與隱私

問題，應該也將現有的通訊技術因素列入考量

[22]。 

 行動娛樂領域的議題在過去十年之間也

有許多學術上的研究，但對目前手機遊戲的發

展情況，無論是以社交媒體觀點或遊戲設計觀

點，都缺乏較全面的解釋[12]。有鑑於此，本

研究主要目的探討以下問題：(1)探討採用行

動娛樂之相關研究，定義出完整的影響採用要

素，(2)利用支持向量機遞歸特徵消除(Support 

Vector Machine-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 

SVM-RFE)與決策樹(Decision tree, DT)等特徵

選取法，以潛在要素中找出影響使用者採用之

重要因素。藉此進一步了解如何提供開發商實

質上的建議，改善這些重要因素，以吸引使用

者採用遊戲 App。  

2. 文獻探討 

2.1 行動應用服務相關研究：App與 App 

Store 

行動應用程式(App)的出現，大大的改變

人們以往對於電腦應用以及手機的經驗，例如，

過去十多年來用電腦來瀏覽網頁、閱讀電子郵

件、編輯檔案、玩遊戲等；手機只能用來通訊；

掌上電腦用來儲存通訊錄、日曆等。行動應用

程式(App)的能力與豐富性，取代了過去十多

年來人們所使用的個人電腦，使得現今的智慧

型手機正在成為我們通訊與資訊需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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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應用程式(App)所帶來的應用層面已與我

們的生活息息相關[9]。而行動應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它就像一個軟體的交易市場，提

供人們即時下載行動應用程式(App)[17]。 

對於行動應用服務，多年來，研究人員一

直想知道什麼樣的行動資訊服務被人們認為

是殺手級應用，它可以帶動行動資訊服務的廣

泛應用 [27]。例如，短訊服務 (SMS)以及

DoCoMo 公司的 i-mode 分別是歐洲與日本的

殺手級應用，其他殺手級應用分別為手機銀行、

行動電子商務、定位式零售目錄以及地圖服務

[18]。 

 許多行動應用服務的相關研究主要是應

用科技接受模型與創新擴散理論來進行探討

[26]。例如，一項應用創新擴散理論探討多媒

體服務(MMS)採用的研究發現，五種採用者類

別，以及潛在採用者或者是有經驗的使用者，

在創新認知特性上有不同的差異性，各有不同

的重視因素，影響使用者採用MMS。並強調，

同樣用於預測消費者行為，創新擴散理論(IDT)

相較於理性行為理論(TRA)、科技接受模型

(TAM)以及計劃行為理論(TPB)所提出的因素

以及其他後續應用此理論的相關研究，都證實

並解釋了在特定情況下，人們對創新的接受行

為[16]。科技接受模型方面的應用，一項探討

採用手機遊戲的研究指出，使用環境 (Use 

Context)、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認知專注力(Cognitive Concentration)、態度

(Attitude) ， 以 及 知 覺 享 樂 性 (Perceived 

Enjoyment)是驅使個人玩行動手機遊戲意圖

的關鍵因素。並強調指出，科技接受模型的知

覺有用性與創新擴散理論的相對優勢這兩者

相似的概念，在衡量娛樂創新時，都應該將其

修改以符合娛樂服務的概念[20]。 

 另外也有研究關注較少人探討的付費

App，應用期望確認模型探討使用者購買付費

App的意圖。研究發現，確認對認知價值與滿

意度呈正向關；物有所值、應用評價以及免費

替代 App 是直接影響使用者購買意圖。並且

比較實際使用者與潛在使用者發現，實際使用

者購買意圖受物有所值、滿意度以及免費替代

App影響；潛在使用者購買意圖受物有所值、

社會價值以及 App評價影響[15]。 

綜觀上述，本研究認為，在現今行動通訊

技術以及手持裝置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帶動了

App的發展，對於不斷推新的遊戲 App，創新

擴散理論較適合應用來探討這特定情況下，使

用者採用遊戲 App 的行為，並可進一步比較

五種採用者類別，瞭解不同採用者各別所重視

因素的差異性。 

 

2.2 創 新 擴 散 理 論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Rogers(1995)[23]創新擴散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指出，擴散(Diffusion)意旨一項

創 新 (Innovation) 透 過 某 些 溝 通 管 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以傳遞至社會體系

(Social System)中的每一個成員，並隨著成員

經歷一段時間(Time)的交流而逐漸接受創新

的拓展過程。在這其中，擴散(Diffusion)強調

溝通的重要性，人們可以藉由溝通的過程，透

過特定的溝通管道或通路來創建和分享資訊，

以達到互相瞭解，進而獲取創新相關的資訊來

降低對創新的不確定性以及風險，使得創新逐

漸的被人們所接受。 

創新擴散的過程必須包含四種要素：創新

(Innovation) 、 溝 通 管 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社會體系 (Social System)、時間

(Time)。此外，還有其他影響創新採用率的因

素未受到同等的關注，分別為創新決策的類型、

溝通管道、社會體系以及代言人推廣努力程度，

如圖 1。 

 

 

 

 

圖 1 創新採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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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創新採用率 

由於創新的出現直到被整個社會體系的

人採用，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磨合，讓使用

者評估後並做出決策。故時間(Time)在創新擴

散的過程當中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時間涉及了：

創新擴散的決策過程、創新性(Innovativeness)、

創新採用率。創新性(Innovativeness)指的是以

時間為基礎，來衡量社會體系中，創新採用者

相較於其他人採用創新的早晚程度，以區分採

用者的類別。採用者分別為：創新者、早期採

用者、早期大眾、晚期大眾與落後者。 

 

2.3 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科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10](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主要以理性行為

理論簡化而提出的理論，是現今研究普遍用來

探討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服務的理論之一，

如圖 2。 

 

 

 

 

 

 

 

 

科技接受模型(TAM)主要提出了兩個認

知因素，分別為「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涵義分別如下：「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定義為「一個人相信

使用某項特定系統能夠提高其工作績效的程

度」，亦即個人的主觀認知，認為採用某項資

訊系統時可提高自身的工作表現，使個人增加

對該系統的正向態度與使用意圖；「知覺易用

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定義為「一個人

相信使用某項特定系統所不需努力的程度」，

亦即當個人認知某項資訊系統是不需花費過

多的精神與時間，可輕鬆上手時，個人會對於

此資訊系統的使用上較有自信，而對其產生正

向的使用態度。 

 

2.4 特徵選取 

    特徵選取主要是排除掉不相關的特徵，增

加了學習任務的效率，以及提高了學習績效和

學習結果的解釋性[11]。特徵選取演算法依據

訓練集是否有被標記(labelle)，主要區分為監

督式、無監督式以及半監督式。監督式特徵選

取大致分別為過濾器(Filters)、封包(Wrappers)、

嵌入式方法(Embedded approaches)三類，過濾

器(Filters)依賴於訓練集的衡量特性(距離、一

致性、依賴性、資訊以及相關性)，過濾器的

特徵選取區隔了分類器的學習，為了是讓學習

演算法的偏差並沒有與特徵選取演算法的偏

差有相互作用。Relief、Fisher score、Information 

Gain 是過濾器特徵選取演算法的主要代表。

封包(Wrappers)則使用了預定的學習演算法以

預測準確性來確保特徵選取的品質。嵌入式方

法(Embedded approaches)混和了統計學標準，

作為過濾器來選擇數個有特定基數的特徵候

選子集，然後選擇出分類精準度較高的子集。

因此比起封包(Wrappers)有較好的精準度，比

起過濾器(Filters)有較好的效率[24]。 

    本研究使用支持向量機遞歸特徵消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Recursive Feature 

外部變數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態度 使用意圖 實際系統使用

 

圖 2 科技接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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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ion , SVM-RFE)與決策樹 (Decision 

tree, DT)。支持向量機遞歸特徵消除

(SVM-RFE)主要是使用了 SVM最大間隔原則

來評估以及消除不相關和重複的特徵(例如，

生物基因資料分析)[14]。SVM-RFE 是目前廣

泛應用來分析高維度資料的方法中，最好的方

法之一[28]。而決策樹也被稱為分類樹或分層

分類器，屬監督式分類器，以一種遞歸分化的

方式建立樹狀模型，並藉由根節點與葉節點的

路徑對變數的狀態進行預測[21]。 

3.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3所示)，分為7大步驟。

以下對各步驟進行詳述： 

 

 

 

 

 

 

 

 

 

 

 

 

圖 3  研究流程圖 

步驟一:定義影響使用者下載遊戲 APP之重要

因素 

    本研究主要以創新擴散理論為基礎，結合

科技接受模型，再加上國內外之行動服務相關

文獻，找出潛在可能影響使用者下載遊戲 APP

的要素，建構本研究調查因素。 

步驟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作為衡量工具，根據步

驟一所定義出 14 個要素，詢問受訪者對此要

素的看法(重要程度)。本問卷主要包含三大部

分： 

第一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 

第二部分：詢問受訪者對影響下載遊戲 APP 

或遊戲內消費之要素的看法(重要

程度) 

第三部分：遊戲 App之消費意願 

    此部分想進一步了解消費者對於第二部

份認為重要之要素對於影響消費者下載遊戲

APP之看法。 

步驟三:問卷前測 

    此步驟主要是避免問卷內容在發放正式

問卷前被受訪者誤解欲表達之涵義，使其誤答

而影響問卷效度。 

 故採用一對一方式進行檢視，前測實施

步驟如下： 

1. 受訪者填寫問卷時，不提供任何提示，並
發現問項中有任何不明瞭之處即可提出。 

2. 填答完後，詢問與解釋各個問項，以確切
瞭解受訪者對問項內容的理解，以及是否

有誤解問項涵義等方面問題。 

步驟四:樣本收集 

    本研究問卷主要以紙本問卷為主，部分採

用網路問卷方式發送，受訪對象為朝陽科技大

學碩士班全體學生以及智慧型手機之持有

者。 

步驟五:資料前處理 

 為探討使用者下載遊戲 App 意願，故將

三部分所填的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並基於支

持向量機遞歸特徵消除(SVM-RFE)特徵選取

方式，將其再區分成正向與負向的二元類別，

-1代表 1、2(不會下載)，1代表 3、4、5(會下

載)。 

步驟六: 特徵選取 

步驟 6.1:支持向量機遞歸特徵消除(SVM-RFE) 

SVM-RFE 是根據 SVM 算法訓練分類器，利

用訓練時所生成權重向量 W 排序係數，並每

一次移除最小權重的特徵向量，剩餘的特徵組

成新的訓練集，藉由反複上述步驟來得出最終

的特徵值排序結果，步驟如下: 

5.資料前處理 

2.問卷設計 

1.定義影響使用者下載遊戲 APP

之重要因素 

3.問卷前測 

4.樣本收集 

6.特徵選取 

-SVM-RFE 

-決策樹 

7.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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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訓練樣本矩陣，類別標籤 

 

步驟 2：確定會保留的特徵子集 

步驟 3：特徵排序列表 

步驟 4：重複以下步驟 4a~4e的步驟直到 

 (SVM遞歸循環) 

{ 

步驟 4a：訓練樣本             ；//當 

前樣本訓練集 

步驟 4b：給定參數後，訓練分類器 

 

為懲罰因子，  為 RBF的核心函數 

步驟 4c：計算排序係數 

；if (S. length > 1000)二次劃分動態 

else 刪除排序係數最小的特徵 

步驟 4d：更新特徵排序表： 

，    為此次迭代預備刪除的特徵或特

徵集合 

步驟 4e：排除最小依據的特徵集合： 

 

} 

步驟 5：輸出特徵排序列表 R 

將創新採用的領先群體(創新者、早期採用者)、

後續的採用群體(早期大眾、晚期大眾)採用者

類別資料，運用 SVM-RFE算法，得出不同採

用者群體對於下載免費&付費遊戲 APP 之要

素的重要度排名。 

步驟 6.2:決策樹 

    將創新採用的領先群體(創新者、早期採

用者)、後續的採用群體(早期大眾、晚期大眾)

採用者類別資料，運用決策樹的 5疊交叉驗證

法(5-Fold Cross-Validation)，選出重要特徵。 

4. 實驗結果與分析 

4.1要素定義 

本研究依照創新擴散理論為基礎結合科技接

受模型，以及行動服務相關文獻，提出 14 個

要素，整理於表 4。 

表 4 影響下載遊戲 App定義表 

編

號 

影響變

數 
定義 學者 

A1 
知覺有

用性 

個人認為，玩手機遊戲會提

高我的生活品質的程度。 [20] 

A2 
知覺易

用性 

指使用者相信使用一個特定

的系統時，在身理與心理上

所付出的努力是輕鬆自由的

知覺程度。 

[16, 

20] 

A3 相容性 

指使用者認為一項創新與現

有價值觀與需求以及經驗相

一致的知覺程度。 
[16] 

A4 可見度 

指使用者認為一項創新在採

用的情境下，可被觀察到的

知覺程度。 
[16] 

A5 自願性 
指使用者認為使用創新是出

自於自願的知覺程度。  [16] 

A6 
結果展

示性 

指使用者認為使用一項創新

的結果是可被明確得知的知

覺程度。 
[16] 

A7 
可試用

性 

指使用者認為一項創新在採

用前可被體驗的知覺程度。 [16] 

A8 象徵 

指使用者認為使用一項創新

可以增強個人在社會體系中

的形象與地位的知覺程度。 
[16] 

A9 
大眾媒

體管道 

指將創新資訊迅速有效傳遞

給大眾的管道，以提高潛在

消費者對創新的瞭解，例

如，廣播、電視、報章雜誌

等方式。 

[4, 8, 

23] 

A10 
人際管

道 

指兩人或兩人以上的溝通狀

態，以傳遞創新資訊以及個

人對創新的主觀評價，例

如，網路口碑傳遞、同儕(親

朋好友)交流。 

[4, 8, 

23] 

A11 
感知娛

樂性 

個人認為一項具消遣性的活

動是在享受自己權利的知覺

程度。 
[20] 

A12 
認知專

注性 

指使用者在手機遊戲的參與

中所需要花費的精神，以及

手機使用者正常都可以在同

一時間執行多個事情。 

[20] 

A13 
風險認

知 

消費者在使用創新時所需承

擔風險的程度。 [7, 19] 

A14 
使用環

境 

一項科技將被使用時的具體

環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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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樣本敘述統計     

    問卷回收樣本總共 53 份，為瞭解不同採

用者類別對影響下載遊戲App&影響遊戲內消

費之要素的觀點是否有差異性，本研究將採用

者類別區分為三大類，1.創新採用的領先群體

(創新者、早期採用者)，2.後續的採用群體(早

期大眾、晚期大眾)，以及 3.落後者群體，整

理於表 5。 

表 5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 

項目 選項 比

例 

(%) 

項目 選項 比

例 

(%) 

性別 男生 

女生 

65 

35 
付費

下載 

有 

無 

17 

83 

年齡 18歲 

18~30歲 

31~40歲 

41歲 

0 

87 

10 

4 

付費

下載

金額 

1.99美金 

1.99~2.99美金 

2.99美金 

10 

4 

4 

月收

入 

5000元 

5000~1萬元 

1~2萬 

2~5萬 

5萬 

21 

15 

12 

50 

2 

遊戲

內消

費經

驗 

有 

無 

35 

65 

教育

程度 

高中職(含以

下) 

大學(專科) 

碩士(含以上) 

0 

38 

62 

遊戲

內消

費金

額 

1.99美金 

1.99~2.99美金 

2.99美金 

12 

10 

13 

遊戲

資訊 

關鍵字廣告 

網友分享 

平面媒體 

社群媒體 

行動廣告 

其他 

6 

31 

4 

50 

4 

6 

消費

者類

別 

創新者 

早期採用者 

早期大眾 

晚期大眾 

落後者 

6 

31 

17 

38 

8 

使用

遊戲

時間 

3小時 

4~6小時 

7~9小時 

81 

17 

2 

    如表 5 所示，53 份有效樣本中，男性佔

65%，女性佔 35%；年齡主要為 18~30歲居多

(佔 87%)；平均月收入以 2~5萬以下居多(50%)；

獲取遊戲 App 資訊則是社群媒體行銷

(Facebook、Youtube等)居多(50%)，其次是網

友分享(31%)；平均玩遊戲 App的時間為 3小

時以內居多(81%)；整體 53份樣本中，有 83%

為免費遊戲 App採用者，17%為付費遊戲 App

採用者，付費下載遊戲 App的金額為 1.99美

金以下居多(10%)；另外，整體 53份樣本中，

35%的人有遊戲內消費的經驗，消費金額為

2.99美金(含以上)居多(13%)。 

最後，本研究區分 1.創新採用領先群體

(創新者、早期採用者)、2.後續採用群體(早期

大眾、晚期大眾)、以及 3.落後者群體做比較，

發現不同群體的差異性(表 6)。 

 

表 6創新採用群體基本資料統計 

 領先採用群體 後續採用群

體 

落後群體 

性別 男79% 

女21% 

男53% 

女47% 

男75% 

女25% 

年齡 18~30歲(100%) 18~30歲(90%) 

31~40歲(3%) 

41歲↑(7%) 

31~40歲(100%) 

月收

入 

5000元(21%) 

0.5~1萬元(11%) 

1~2萬 (16%) 

2~5萬(53%) 

5000~1萬元(43%) 

1~2萬(43%) 

2~5萬(14%) 

5000元(25%) 

1~2萬(25%) 

2~5萬(50%) 

教育 

程度 

大學(專科) (32%) 

碩士(含以上) (68%) 

高中職(含以下) 

大學(專科)(47%) 

碩士(含以)(53%) 

大學(專)(25%) 

碩士(含以)(75%) 

遊戲

資訊 

關鍵字廣告(17%) 

網友分享(58%) 

平面媒體(17%) 

行動廣告(8%) 

關鍵字廣告(3%) 

網友分享(27%) 

社群媒體行銷(60%) 

行動廣告(7%) 

其他(3%) 

網友分享(25%) 

社群媒體行銷

(50%) 

其他(25%) 

使用

遊戲

時間 

3小時(84%) 

4~6小時(11%) 

7~9小時(含以上)(5%) 

3小時(77%) 

4~6小時(23%) 

3小時(100%) 

付費

下載 

有(16%) 

無(84%) 

有(20%) 

無(80%) 

無 

付費

下載

金額 

1.99美金(33%) 

1.99~2.99美金(33%) 

2.99美金 (33%) 

1.99美金(67%) 

1.99~2.99美金17% 

2.99美金 (17%) 

無 

遊戲

內消

費經

驗 

有(47%) 

無(53%) 

有(30%) 

無(70%) 

無 

遊戲

內消

費金

額 

1.99美金(33%) 

1.99~2.99美金 (33%) 

2.99美金(33%) 

1.99美金(30%) 

1.99~2.99美金22% 

2.99美金(44%) 

無 

 

4.3 特徵選取 

4.3.1 支 持 向 量 機 遞 歸 特 徵 消 除

(SVM-RFE) 

    根據創新採用領先群體(創新者、早期採

用者)、後續採用群體(早期大眾、晚期大眾)、

以及落後者群體之間在基本資料統計上的差

異性，本研究將進一步分別探討不同群體對於

14 個要素之重要度的差別，以瞭解影響其下

載遊戲 App有無差異性。 

項目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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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於落後者群體的樣本數不足，

因此暫不列入探討。透過支持向量機遞歸特徵

消除(SVM-RFE)，分別列出影響下載免費遊戲

App以及付費遊戲 App之，要素排名比較。 

表 7 為影響領先群體與後續群體下載免費遊

戲 App 之要素排名比較，本研究將大於總要

素平均值的因素視為重要因素。 

 由表 7 可看出，對於領先群體與後續群

體所認為重要因素的差異性。以下列舉幾樣落

差較大之要素，領先群體認為人際管道(A10)

是影響免費下載遊戲的重要因素，但後續群體

的人際管道(A10)影響力卻排名最後。可試用

性(A7)相對於領先群體而言，似乎不太重要。

最後，排名較前且共同認為重要的是使用環境

(A14)以及知覺易用性(A2)。 

 

表 7 影響免費下載遊戲 App要素排名 

Rank 

整體 領先群體 後續群體 

Factors Merit Factors Merit Factors Merit 

1 A1 29.2+-1.327 A10 26.8+-3.655 A14 29+-1.673 

2 A14 26.6+-3.666 A2 25.2+-10.628 A11 25.4+-1.855 

3 A6 26.4+-1.625 A14 24.8+-2.786 A13 24.8+-5.706 

4 A4 25.4+-9.769 A3 24.4+-9.243 A2 24.2+-10.647 

5 A5 25.4+-7.255 A6 24.2+-7.756 A1 24+-11.045 

6 A2 24.4+-5.783 A4 22.2+-7.494 A12 21.6+-5.2 

7 A13 21+-7.239 A8 21.4+-4.176 A7 20.6+-4.079 

8 A11 20.8+-2.993 A13 21+-2.757 A6 18+-5.967 

9 A7 20+-4.858 A5 20.6+-5.004 A8 16.2+-3.487 

10 A10 18.8+-4.534 A11 18.6+-3.382 A5 16+-3.286 

11 A3 17.6+-7.31 A1 15.6+-7.787 A4 14.8+-6.462 

12 A12 16.6+-6.468 A9 15.4+-4.224 A10 14.4+-4.409 

 

表 8 為影響領先群體與後續群體付費下

載遊戲 App 之要素排名比較。落差較大之要

素可發現，使用環境(A14)對於領先群體下載

付費遊戲的是重要因素，但對後續群體卻排名

倒數第二。結果展示性(A6)對於領先群體似乎

還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對後續群體，似乎不太

重要。對後續群體而言，相容性(A3)是重要因

素，但領先群體卻排名最後。認知專注性(A12)

對於後續群體似乎還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對領

先群體，似乎不太重要。最後，排名較前且共

同認為重要的是可試用性 (A7)以及象徵

(A8)。 

 

表 8影響付費下載遊戲 App要素排名 

Rank 

整體 領先群體 後續群體 

Factors Merit Factors Merit Factors Merit 

1 A13 27.2+-1.327 A14 30.4+-0.8 A8 27.2+-3.763 

2 A7 26.6+-8.309 A7 29.2+-1.833 A10 26.6+-5.886 

3 A14 25.8+-6.177 A2 28.4+-2.245 A7 26.4+-5.352 

4 A10 22+-7.772 A8 24.4+-2.417 A3 24.2+-3.311 

5 A3 21+-8.099 A9 23+-4.604 A11 22.2+-7.652 

6 A2 20.6+-6.499 A4 21.2+-7.25 A1 20.8+-7.467 

7 A6 20.6+-3.826 A11 20.6+-5.886 A13 20.6+-4.587 

8 A11 19.4+-7.172 A13 20.2+-4.354 A4 18+-6.723 

9 A8 19.4+-5.122 A10 19.6+-6.651 A2 18+-2.683 

10 A4 16.6+-2.871 A1 18.4+-5.886 A12 15.6+-7.965 

11 A9 15.4+-2.154 A6 14.8+-5.6 A14 14+-7.746 

12 A12 13.2+-7.859 A3 14.6+-4.499 A9 11.2+-7.859 

 

4.3.2 決策樹(DT) 

    分別將整體群體、創新採用的領先群體

(創新者、早期採用者)，以及後續的採用群體

(早期大眾、晚期大眾)採用者類別資料，運用

決 策 樹 的 5 疊 交 叉 驗 證 法 (5-Fold 

Cross-Valida-tion)，選出重要特徵，決策樹分

類準確率如表 9。 

 

表 9 決策樹分類準確率 

 整體 領先群體 後續群體 

免費 

下載 
93.8% 94.7% 89.4% 

付費 

下載 
67.3% 96.6% 60% 

根據決策樹所建立的樹狀結構，我們整

理決策樹所選取之重要特徵，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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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決策樹選取之重要特徵 

 整體 
領先群

體 
後續群體 

免費 

下載 

使用環境(A14)、 

知覺易用性(A2) 
  

付費 

下載 

使用環境(A14)、可見

度(A4)、可試用性

(A7)、自願性(A5)、

知覺易用性(A2) 

使用環

境

(A14) 

可試用性

(A7)、風險認知

(A13)、自願性

(A5) 

由於樣本數不足，因此在於免費下載因

素的部分，決策樹無法進行特徵選取而建構樹

狀結構。在其他部分，整體群體可發現，使用

環境(A14)與知覺易用性(A2)對免費和付費都

是影響的重要因素。對領先群體而言，付費遊

戲是否符合使用環境(A14)，是影響下載的重

要因素；後續群體則認為付費下載是否具有可

試用性(A7)以及減少風險認知(A13)是影響下

載的重點。 

 

4.4 小結 

在此我們彙整 SVM-RFE與 DT的分析結

果，分別比對整體群體、領先群體以及後續群

體之間影響下載免費&付費遊戲 App 的要素

如表 11。  

表 11 影響免費下載遊戲 App之要素彙整 

因素 

整體 領先群體 
後續群體 

SVM-RFE DT SVM-RFE DTt SVM-RFE DT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透過表 11 可發現，對整體群體而言，免

費遊戲 App的知覺易用性(A2)、使用環境(A14)

是較為重要的因素。 

 

表 12 影響付費下載遊戲 App之要素彙整 

因素 

整體 領先群體 
後續群體 

SVM-RFE DT SVM-RFE DTt SVM-RFE DT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透過表 12可發現，對整體群體而言，知

覺易用性(A2)、可見度(A4)、可試用性(A7)與

使用環境(A14)是重要的。分群比較後更進一

步發現，對於領先群體而言，他們較重視一款

付費的遊戲是否有可匹配的使用環境(A14)是

重要的。後續群體則認為一款付費遊戲是否可

試用性(A7)以及減少風險認知(A13)的方式，

是重要的。 

5.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針對影響使用者下載遊戲 APP議

題，定義出 14個要素，利用 SVM-REF與 DT

兩種特徵選取方式來挑選出重要因素。 

由比較分析的結果可推測，無論是免費

或付費遊戲 App，知覺易用性(A2)與使用環境

(A14)都是重要的。對開發人員而言，即可做

為參考的依據，例如遊戲操作或新手指南的發

展等。使用環境則是除了考慮現有的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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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例如，無線網路品質)，遊戲內容(例如遊戲

進行模式、劇情等)是否符合使用者平常所由

玩遊戲時的情況，例如，可能大多使用者平時

都是抽空短時間內玩(5分鐘)，則遊戲模式是

否可滿足短時間操作遊戲即是一種改善方

式。 

而付費遊戲方面，後續群體則較重視可

試用性(A7)以及風險認知(A13)因素。換言之，

他們期望在消費前可以有免費的內容可嘗鮮。

增加對付費前遊戲內容的瞭解，以減低風險感

知的狀況。 

這些結論，期望可供開發業者瞭解對於

遊戲推出，吸引早期採用者以及後續採用者重

視因素的差異，以提供一個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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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模擬最佳化方法探討 B2C網購平台 VMI補貨

與訂價策略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以一間供應商與一間網購平台

所組成的二階供應鏈為基礎，應用模擬最

佳化方法分析具有多週期銷售且實施供應

商代管存貨機制(VMI)之B2C網購平台的

存貨管理與訂價策略。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再訂購點配合具有「少量多次」補貨特性的

VMI策略，能使每次補貨只補到倉庫容量

的某一百分比，藉此透過減少補貨量來降

低存貨持有成本，換取增加補貨次數以維

持網購平台隨時穩定的存貨量，並消除缺

貨的發生與提高通路的總利潤。另外，當供

應商與網購平台共同協商商品價格且實施

供應商代管存貨制度，亦可獲得較高的利

潤和較低的商品定價，提升了商品販售的

競爭力。 

關鍵詞：網購平台、模擬最佳化、供應商代

管存貨、倉庫不補到滿策略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a two-echelon 

supply chain formed by a vendor, an online 

purchasing platform, and consumers. Optimal 

Order-Up-To Level ratios and reorder points 

are determined for different simulation 

scenario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vendor 

management inventory mechanism and based 

on the goal of a maximization of total profits 

of supply chain channels through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s and 

vendors generates higher profits and lower 

commodity prices than unilateral decisions 

and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ommodity sales.  

Keywords: Online Shopping,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VMI, Order-Up-To Level 

1. 前言 

根據E-marketer針對全球電子商務在

企業和消費者間(Business to Customer, B2C)

此領域的調查，顯示B2C市場2014年整體

銷售金額預估來到1.471萬億美元的規模，

並預估2018年B2C整體銷售金額會來到

2.356萬億美元的規模，其中亞太地區的

B2C電子商務銷售額將於2014年後超越北

美地區成為全世界B2C電子商務銷售額最

高的區域。B2C市場規模大且逐年成長的

趨勢讓許多廠商都有發展電子商務透過網

路銷售來增加通路的計畫。 

由大型B2C網購平台發展趨勢來看，

早期此類B2C網購平台通常只負責廠商的

商品銷售資訊刊登與消費者金流付費問題，

其餘商品的存貨管理、揀貨包裝與物流配

送給消費者部分都由廠商自行處理，但因

廠商數眾多有些廠商亦沒有一套完善的標

準作業流程，使消費者很難掌控收到商品

的時間，間接導致網路購買意願降低。因此，

近年來大型B2C網購平台如Yahoo購物中

心與PChome 24等皆逐漸朝向擁有專屬倉

儲物流中心的方式來營運，以便集中管理

供應商提供銷售的商品， 不過由於網購平

台有著眾多的供應商，而補貨機制多半由

供應商自行查詢剩餘存貨量來判斷是否補

貨，造成補貨機制多半無一準則，且因網購

平台採取寄售機制並會依供應商佔用倉儲

空間的大小收取寄倉費用，造成部分較保

守的供應商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為了避

免存貨的積壓而不願意存放過多存貨於網

購平台內。為改善此情況，較有制度的網購

平台會藉由其資訊處理的優勢，分享相關

過去與未來銷售預測的資訊給供應商，讓

供應商能採取供應商管理存貨 (V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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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 Inventory, VMI)的方式來進行存

貨管理。 

VMI所採用的補貨機制是其能否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傳統實體商店常見的補

貨機制可以分為連續盤點與定期盤點兩大

類，運作模式大致為制定一個安全存貨量

並設置再訂購點(ROP)來決定補貨量以執

行補貨。不過網路購物無時間、服務人數以

及地域的限制，網購平台需隨時維持穩定

的存貨量才能滿足消費者即時或突發性大

量的需求，因此，其補貨策略較適合具有

「少量多次」補貨特性的倉庫不補到滿

(Order-Up-To Level)策略[2、3]，亦即每次

補貨不補到倉庫全滿，只補到倉庫容量的

某一百分比，透過減少補貨量來降低存貨

持有成本，換取增加補貨次數以維持網購

平台隨時穩定的存貨量。 

除補貨機制外，在現實情況中，供應商

尚須負責商品的訂價，但大型網購平台通

常擁有通路的優勢並主導營收抽成比率的

制訂，供應商通常也只能被動地接受，但會

以提高商品供應價格來維持自身的利潤。

這種不協調的現象常導致商品價格競爭力

下降，進而造成兩敗俱傷。因此，供應商與

網購平台如何制定合理的商品價格以達到

雙贏的目標，亦是一項值得被深入探討的

商業經營課題。但由於寄售制度的B2C網

購平台的實際經營受到顧客需求型態、存

貨管理策略(商品訂購量、補貨前置時間)、

寄售商品訂價策略、營收分享比例、商品配

送作業(自主配送或契約配送)、供應鏈通路

型態等眾多變數的交互影響，因此，其經營

績效的衡量必須考量實際的動態營運內容。 

基於以上研究背景，本研究擬應用能

同時快速處理大量變數和隨機離散事件的

模擬最佳化方法，藉由系統模擬方法建構

一個二階供應鏈的網購平台營運模擬模式，

求解最佳的商品定價，以及存貨管理策略

的最佳再訂購點與補貨上限比率。最後，依

據研究結果說明顯著有意義的管理意涵，

並研提相關結論與建議供實務界參考。 

2. 文獻回顧 

2.1 網購平台產業運作現況 

網購平台一般是由資訊業者所建立的

網路銷售平台，再透過招募不同產業的供

應商提供各種商品於其建立的平台做銷售，

傳統網購平台通常只負責金流與資訊流的

整合，其營運模式為將消費者於網購平台

上的訂單交由供應商去對消費者做配送服

務。文獻上研究消費者對網路購物最重視

的指標就是交易安全，而最有效與明顯提

升消費者對網路交易安全的方法之一，即

是讓消費者能夠快速收到貨品[4]，也因此

越來越多的網購平台都開始以能快速送貨

作其營運目標。 

快速送貨服務目前在法規或學術上並

無明確規定才能叫快速，不過一般在網購

業界有快速到貨服務的業者通常以24小時

內送達為最基本。王怡雯[5]研究影響網購

平台能做到快速到貨的10項重要因素，再

透過敏感度模式及模糊認知圖來做探索性

分析，探討各個因素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其

透過影響PChome24小時內到貨的10個重

要概念包含24小時購物訂單數量、物流績

效、與供應商的關係、產品類別、24小時交

貨能力、時間窗問題、資訊系統、缺乏開發

資訊系統能力、穩定的安全存量，以及穩定

運作的倉庫此13項標準，再透過模糊認知

圖來探討各因素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顯

示24小時購物訂單數量、達到24小時配達

能力、具備穩定的存量是關鍵參數。 

    歸納上述網購平台業者能做到快速送

貨的服務其共同點為設有專屬物流中心來

作為供應商提供寄售商品的倉庫用，物流

配送給消費者則是透過專業的第三方物流

公司如宅配、快遞公司或郵局來進行。另全

球最大網購平台Amazon.com，亦很致力於

使消費者能快速收到商品，雖其沒有台灣

因地狹人稠使物流業能做到快速宅配的優

勢，不過Amazon大部分的商品皆能在訂單

下達之次到3日內送至消費者，Amazon目

前與其寄售商品之供應商的存貨管理機制

主要做法為對於熱銷之商品透過VMI with 

consignment機制，透過將商品存放於

Amazon本身的物流中心倉庫內，以使能快

速出貨給消費者；而較冷門商品則透過

Drop-shipping機制，會要求商品存放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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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其自行的倉庫中，當顧客對此商品下

訂單，此供應商會將此商品運至Amazon物

流中心，再由Amazon負責包裝與運送給消

費者[6]。總結快速送貨網購平台其營運模

式可分成以下四階段： 

1. 消費者線上購物：消費者透過網購平台
進行商品購買與付款。 

2. 貨品包裝過程：當網購平台確認消費者
此筆訂單為有效後，當使進行商品的包

裝，以便待其配合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來

運送，花費時間從確認訂單到完成商品

包裝時間約在30分鐘左右要完成。 

3. 貨品運送過程：網購平台將商品包裝完
成後，會連絡配合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來

取貨進行配送。 

4. 消費者收到物流公司送來的貨物。 

2.2 供應商代管存貨 

供應商管理存貨為供應商管理零售商

存貨的模式，Yossi[7]認為VMI相似於直接

補貨，主要是供應商被要求付予責任來管

理零售商的產品供應與存貨之管理；Luca

等人[8]定義VMI為「供應商監控零售商存

貨水準並代為決定零售商補貨策略」的問

題，供應商的責任包括決定自己和零售商

的存貨水準，並透過規劃的配送策略以服

務零售商的存貨配送。文獻上各學者的研

究對象和目的不盡相同其界定範圍和內容

不盡一致，但審視其內容定義皆認定VMI

是在處理供應商和零售商的存貨控制和配

送的問題，且供應商透過零售商提供的存

貨需求資訊代為管理存貨。 

VMI所採用的補貨機制是其能否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傳統實體商店常見的補

貨機制可以分為連續盤點與定期盤點兩大

類，運作模式大致為制定一個安全存貨量

並設置再訂購點(ROP)來決定補貨量以執

行補貨。不過傳統補貨策略會將存貨補到

倉庫容量上限，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倉庫不

補滿(Order-Up-To Level)的補貨效果會較

佳，亦即每次補貨不補到倉庫全滿，只補到

倉庫容量的某一百分比，透過減少補貨量

來降低存貨持有成本，換取增加補貨次數

以維持網購平台隨時穩定的存貨量。 

文獻上，Luca等[2]研究以固定存貨需

求和倉庫補滿的存貨管理策略，探討不同

目標函數對於IRP求解的影響。該研究發現

不同存貨管理需求所訂定的IRP目標函數，

會產生不同的IRP成本組合，其結果提供重

要的存貨管理資訊。無窮滾動補貨模型追

求穩態的模型，模式重點集中在最小化長

期或平均總成本。因此為避免模型變異過

大，此類模型會假設顧客需求為確定性的

分配。Kleywegt等人[9]指出供應商可以對

零售商進行少量多頻率的配送，以更有效

的利用車容量裝載效率並降低運輸成本。

Chen[3]應用系統模擬方法建構VMI方式的

存貨管理模式來求解存貨途程問題，其透

過分析不同補貨門檻和補貨上限比例組合

的存貨管理策略，對於存貨途程總成本的

影響效果並分析供需雙方存貨和運輸成本

的相對變動情形，其研究結果顯示切割補

貨量的補貨上限配合稍微提高的補貨門檻

組合的存貨管理策略能有效降低總成本，

提升車輛使用率並維持一定的服務績效且

在補貨週期內可以配送更多的零售商，提

供一種新的存貨途程管理策略。 

2.3 模擬最佳化方法 

模擬最佳化是結合啟發式解法和模擬

的一種最佳化求解方法，透過模擬模式的

績效評估結果輸入啟發式解法以求解最佳

的參數設定，並再輸入模擬模式以執行下

一循環的績效評估模擬，如此循環直到獲

得最佳解與最佳參數值或符合停止的條件

才停止。Michael[10]針對模擬最佳化的演

算法與商業軟體並提出實踐方法，主要認

為模擬最佳化能解決具隨機性質的離散事

件，並能配合機率與統計分析的應用與支

持來尋找最佳解，且透過模擬最佳化軟體

求解因能讓使用者沒有數學的複雜能更易

移轉或修改來應用模擬最佳化模式。 

近年來模擬軟體整合最佳化的技術已

相當廣泛且大部分的模擬軟體都包含最佳

化的模式。模擬最佳化定義為在模擬模式

中根據輸出資料之績效衡量值達到最佳化

的目的。模擬最佳化由兩個要素所構成，其

模擬要素與最佳化要素。模擬要素為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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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輸入參數於模擬模式中，以得到績效

衡量值之輸出資料；而最佳化要素為利用

模擬要素的輸出資料，尋找一組最佳的控

制參數以執行系統。在現有各種供應鏈系

統模擬的工具軟體中，Arena是頗具代表性

的一種，其能建立一種易用性和直覺性的

模型，Arena並提供求解最佳化的OptQuest

功能， OptQuest 為整合模擬與 Meta 

Heuristics 去求解最佳值的軟體，其應用的

演算法包括Scatter search、Tabu Search 與

Genetic Algorithm，並結合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的基本架構，進行模式最佳值的搜尋。 

3.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具有VMI機制的

B2C網購平台之最佳存貨管理策略。研究

的供應鏈架構係由分別一家供應商和一家

B2C網購平台所組成的二階供應鏈，網購

平台提供快速送貨服務且以有限的倉庫提

供供應商以VMI存貨管理制度管理其寄售

的商品。本研究考量的存貨管理情境如表1

所示。情境1為同時考量再訂購點與補貨上

限此兩存貨管理策略；情境2為僅考量再訂

購點此存貨管理策略，且補貨補到倉庫額

滿；情境3為不實施任何存貨管理，且補貨

補到倉庫額滿。所有情境的商品定價則透

過需求與價格函數來糗解，並皆以通路總

利潤最大且雙方平均分配利潤來做為目標。 

表 1 營收分享模式模擬情境 

項目 情境 1 情境 2 情境 3 

求解目標 通路總利潤最大 

商品定價 變數 變數 變數 

再訂購點 變數 變數 無(0%) 

補貨上限 變數 補滿 補滿 

當中，供應商寄售商品的價格以需求

量受價格影響的基本經濟理論，建立依價

格而變動的需求函數；網購平台的存貨管

理機制為供應商以VMI存貨管理制度對自

己在網購平台寄售的商品進行補貨，貨機

制為具有「少量多次」補貨特性的「倉庫不

補到滿」策略，亦即每次補貨不補到倉庫全

滿，只補到倉庫容量的某一百分比，以透過

減少補貨量來降低存貨持有成本，換取增

加補貨次數以維持網購平台隨時穩定的存

貨量。此種倉庫不補到滿的補貨策略是以

再訂購點與補貨上限比例來決定補貨量，

亦即當商品存貨水準低於再訂購點時即啟

動補貨活動，每次補貨量不能超過租用的

倉庫容量大小的補貨上限。因此，每次補貨

數量可表示為「(倉庫容量*補貨上限比例)-

(倉庫容量*再訂購點)」，而當網購平台發生

無貨可賣的情況時即視為缺貨，且允許後

補缺貨(Backlog)。 

4. 研究設計 

4.1 需求與價格對應函數之設計 

以基本的經濟學觀點而言，商品價格

的高低會影響需求的變化，也是決定販售

商品營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考

量商品需求量受價格變動而影響的需求函

數，並採用如式(1)之加法模型的需求與價

格函數型。 

𝐷(𝑝)＝𝑎 − 𝑏𝑝 + 𝜀~[A, B]     式(1) 

其中，𝑎、𝑏為參數，𝑝為價格，𝜀為在

[A, B]間分佈的需求隨機變數，且符合B > A 

≥ 0、A > - 𝑎與𝑎 − 𝑏k + A ≥ 0的條件，其中，

k為商品成本。參數𝑎一般可視為市場的基

礎需求，𝑏則為價格敏感係數。 

模擬所使用的需求函數如式(2)與式

(3)。式(3)是將式(2)轉換成每小時的商品需

求的需求函數。式2中的4,320為假設網購平

台的商品需求為每小時最多6筆，每日最多

144筆，而由於本研究的模擬週期為30天，

故基礎需求量為4320；價格敏感係數𝑏假設

為3；需求隨機變數𝜀採uniform distribution，

上限值設設1440為基礎需求4320單位約

33%的變異，下限值則設為0，這是因為正

向的需求變異代表需求的增加，對於網購

平台而言，處理突然增加的需求是比突然

減少的需求，更具挑戰性。 

𝐷(𝑝) = 4320 − 3𝑝 + 𝜀~(0, 1440)  式(2) 

𝐷(𝑝) = 6 − 3𝑝 720⁄ + 𝜀~(0, 2)    式(3) 

4.2 網購平台系統模擬模式 

本研究應用 Arena 模擬軟體建構 B2C

網購平台營運模擬模式，模擬營運週期為

30天，每天 24小時營運。B2C網購平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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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模擬架構如圖 1 所示，模擬程序首先為

消費者需求的產生，其次為網購平台判斷

訂單需求是否能滿足？若能滿足此筆需求，

則開始對商品進行檢貨與包裝等作業，並

等待第三方物流業者來取貨配送給消費者；

若無法滿足需求則記錄為缺貨訂單，等待

商品補貨後再進行配送。供應商代管存貨

制度為供應商需對其向網購平台租用的倉

庫進行補貨，其補貨機制為當商品於網購

平台倉庫的存量低於再訂購點時進行補貨，

補貨量為「倉庫容量減當日剩餘存貨量」。 

圖 

 
圖 1 B2C網購平台營運模擬架構 

B2C網購平台營運模擬模式的通路總

成本(𝐶𝑇)由6項通路成本所組成，詳細各項

成本計算方式如表2所示，各成本項目的單

位成本是依據網購平台的經營實務，依比

例設計而成。商品採購單位成本假設為500

單位；缺貨成本是假設訂單缺貨後允許延

遲補貨，並以延遲訂單的單位延遲成本計

算；補貨成本是以單位補貨成本計算；存貨

持有成本為計算每日存貨持有數量產生之

成本；商品配送運輸成本僅考量固定的運

輸成本。當中，供應商負擔商品採購成本、

缺貨成本、補貨成本與存貨持有成本；網購

平台負擔倉儲作業成本與商品配送運輸成

本，因此網購平台通路成本負擔比例(𝛼)可

表示為𝛼 = (𝐶5 + 𝐶6)/𝐶T。 

表 2 通路總成本項目計算方式 

負擔

對象 
成本項目 成本說明與計算方式 

供應

商 

商品採購

成本(𝐶1) 

營運週期內(30 天)商品

銷售數量*單位商品成

本 

單位商品成本為 500 

缺貨成本

(𝐶2) 

營運週期內(30 天)總訂

單延遲數量*單位延遲

成本 

單位延遲成本為 100 

補貨成本

(𝐶3) 

營運週期內(30 天)總補

貨次數*單位補貨成本 

單位補貨成本為 300 

存貨持有

成本(𝐶4) 

每日存貨持有數量*單

位存貨持有成本 

單位存貨持有成本為 10 

網購

平台 

倉儲作業

成本(𝐶5) 

每日出貨量*單位倉儲

作業成本 

單位倉儲作業成本為 30 

商品配送

運輸成本

(𝐶6) 

每日配送商品數量*單

位商品運輸成本 

單位商品運輸成本為 60 

5. 模擬最佳化求解與分析 

各情境的模擬最佳化結果整理如表 3

所示。整體而言，存貨管理制度的情境皆能

獲得更多的利潤，而透過具有「少量多次」

補貨特性的倉庫不補到滿 (Order-Up-To 

Level)策略，能使每次補貨不補到倉庫全滿，

只補到倉庫容量的某一百分比，透過減少

補貨量來降低存貨持有成本，換取增加補

貨次數以維持網購平台隨時穩定的存貨量。 

表 3 各情境的模擬最佳化結果 

項目 情境 1 情境 2 情境 3 

總利潤 676,930 631,520 558,070 

商品定價 1,073 1,073 1,096 

再訂購點 26.36% 25.24% 無(0%) 

補貨上限 95.76% 補滿 補滿 

透過表 4 的通路成本組成結果，顯示

供應商多數的成本為用於商品採購成本上，

缺貨成本、補貨成本與存貨持有成本此三

需求是否
滿足？ 

網購平台進
行商品揀貨
與包裝 

第三方物
流業者進
行商品配
送 

記錄為缺貨訂單 

Yes 

No 

供應商透過 VMI機制進行存貨管理 

時間軸 

消費者 

產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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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成本則主要受再訂購點與補貨上限的設

置高低所影響，當調高再訂購點的設置時，

成本變化趨勢為能減少缺貨成本，但會造

成補貨成本與存貨持有成本的提高，而當

調低再訂購點設置時，會造成缺貨成本的

提高，但能減少補貨成本與存貨持有成本。

在網購平台的成本組成方面，由於網購平

台無需承擔龐大的存貨成本壓力，只需負

責倉儲作業成本與運輸成本，因此網購平

台的通路成本負擔比例皆(𝛼)在 15%以下，

符合了網購平台的寄售經營機制的本質，

且配合供應商代管存貨制度的實施，讓供

應商能專精於存貨的管控，網購平台專精

於商品的銷售。 

表 4 各情境最佳目標值之通路成本組成 

成本項目 情境 1 情境 2 情境 3 

𝐶𝑇 990,510 926,041 760,764 

𝐶1 777,000 725,800 601,660 

𝐶2 1,600 548 18,676 

𝐶3 19,500 17,448 13,911 

𝐶4 52,550 51,601 18,220 

𝐶5 46,620 43,548 36,099 

𝐶6 93,240 87,096 72,198 

𝛼(%) 14.12 14.11 14.24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應用模擬最佳化方法，分析探

討具有寄售和供應商代管存貨機制的 B2C

網購平台的最佳商品定價、再訂購點與補

貨上限。基於本研究的設計條件，有實施供

應商代管存貨管理策略的情境，總利潤都

比沒實施存貨管理策略的情境還高，且缺

貨現象也因為有再訂購點的安全存量而減

少。這顯示供應商代管存貨的再訂購點配

合補貨上限的模式能有效降低營運成本進

而提升利潤，而案例中最佳再訂購點建議

設置為倉庫容量的 26.36%、補貨上限則為

95.76%。 

綜合研究結果顯示，對於網購平台的

營運模式進行系統模擬，納入缺貨情況的

發生、多週期的銷售以及最佳再訂購點的

補貨方式，能更確切呈現網購平台營運所

產生的各項成本與銷售的計算。而當供應

商與網購平台共同協商商品價格且實施供

應商代管存貨制度，可獲得較高的利潤和

較低的商品定價，提升了商品販售的競爭

力。另，B2C 網購平台與供應商透過再訂

購點與補貨上限作為存貨管理策略，能使

得通路總利潤最大，利於尋找合適的通路

合作夥伴、使通路成員能維持長期合作關

係與穩定的利潤收入，達到企業永續經營

的目標。 

由於實際網購平台的倉庫空間是有限

制的，而供應商通常須按照存貨數量的多

寡給付網購平台倉儲費用，故後續研究建

議可納入商品存放空間限制條件，一併探

討如何提升有限倉儲空間的使用績效，亦

可納入如不同商品特性與消費者行為等變

項進行研究，以更貼近目前以多樣少量商

品為特點的網購平台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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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股權投資具有高收益、高風險的特點，如

何規避主觀判斷的失誤、客觀合理地評估投資

項目，是降低投資風險的關鍵。然而現實業界

中企業數量繁多，投資機構在面對如此眾多之

企業項目時，往往在花費大量人力物力之後，

仍難以有效的篩選出初步候選項目，致使後期

的深入調研缺乏可靠的前期基礎。因此，本研

究將數量化的資料探勘引入投資項目評估模

型之中，旨在於通過資料探勘的方式，篩選出

「傾向於被投資」的企業，以利投資機構快速

得到初步的項目候選名單，作為資料蒐集與盡

職調研的基礎。為使評估篩選方式更為客觀，

本文整理出過去股權投資項目之評估指標，並

以實際可得之資料取值代替專家評分構建指

標體系，從大量企業中篩選出有投資價值的備

選企業。實驗方法方面，本文所採用資料探勘

演算法並處理不平衡類別資料的問題，以及利

用過濾器來降低資料維度，建立出嚴謹而客觀

的投資項目評估模型。 

關鍵詞：資料探勘、投資項目評估、決策樹、

不平衡資料集 

1. 緒論 

投資項目選擇不善，常會導致創投公司資

金配置失當，引發危機。因此一家企業、一個

行業的潛在風險與獲利，必需經過長期而縝密

的調查與分析才可獲知。但實際工作中，為了

搶奪市場先機，評估人員需要在極短的時間

內，從市場上的所有企業中篩選出值得投資的

企業，完成初步的評估工作，為之後的深入調

研做準備。在這一過程中，除卻海量的企業與

雜亂的資訊所帶來的困擾，評估人員本身的主

觀認知偏差也會影響最終結論的準確性。因

此，如何構建一個快速有效的投資評估系統，

從而幫助投資機構從海量企業中客觀有效地

篩選投資項目，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廣義的股權投資包括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與私募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常

被認為發源於 20 世紀 40 年代美國研究開發公

司（ACRD）與 J.H. Whitney &公司之成立，尤

以 90 年代以來的種種「矽谷奇跡」引人注目

[2]。股權投資通常以基金方式作為資金的載

體，投資於新興的初創企業、或是欲求擴張轉

型的成熟企業，並以參與股權方式直接或間接

進行投資事業的經營管理及輔導，在企業育成

後出售股權以撤出，從而獲得高投資利得。股

權投資一方面是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的良

方，另一方面也顯現了高獲利與高風險並存的

特徵。雖然成功的投資項目可使技術得以更

新、投資者名利雙收，但盲目衝動的投資選擇

則可能阻礙彼此的發展，動蕩地區經濟。如何

從大量的企業資料中，快速而客觀地評估篩選

可行之投資項目，是現下各家投資機構的關注

要點。 
資料探勘是近年來日趨熱門的研究話題，

其主要功用在於從大量資料中經由整理、分析

以獲取有價值之潛在訊息。伴隨著信息化發展

的進程，各行業資料庫系統中的儲存量也日益

增加；如何從這些巨量資料中迅速有效的挖掘

有用資訊，資料探勘扮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利用資料探勘方法，構建一

個客觀有效的投資評估模型，幫助投資機構在

初期篩選階段，快速地從大量企業中篩選出俱

備投資潛力的企業。 

2. 資料分析與處理 

本研究乃針對投資項目建立一套篩選評估

機制，所用之企業與投資項目資料係來自於大

陸某股權投資機構。該資料包括機構可獲知之

企業基本資料，以及已被投企業之相關資訊，

一共七張表單：企業基本信息，企業人員信

息，對外投資信息，年檢信息，投資信息，變

更信息，以及註吊銷信息。 
原始資料共 530592 筆資料，包括房地產

類、工程技術類、以及技術推廣服務類三大類

產業，其中未被投資企業共 529207 家，已被

投資企業共 1385 家。此三類產業中，房地產

類為近些年投資機構及個人所青睞之產業，故

而較為活躍與熱門[9]；而工程技術類及技術推

廣服務類產業屬於廣義之高新技術產業，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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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股權投資機構最為看重之產業。因此，本文

選擇該三類產業作為主要研究之對象。 

2.1 研究樣本及初步處理 

由於大陸投資市場於 1999 至 2000 年間曾

經歷泡沫與動蕩，此後才漸趨平穩；故此，本

研究之樣本區間為 2000 年 1 月 1 日至 2013 年

8 月 31 日所成立之企業，以年度資料作為樣本

收集單位，並選擇資訊較為完整之樣本。 
經如上選擇後，分析用資料共 396459 筆，

其中未被投企業共 395087 家（佔比 99.65%），

已被投企業共 1372 家（佔比 0.35%）；可見，

未被投與已被投資料比值為 288:1，整體資料

屬於極端類間不平衡資料集 [10]（ extreme 
between-class imbalanced dataset）。因此在分析

時仍需利用抽樣演算法，以調整類別間數量比

例的方式降低不平衡帶來的影響。 
由於已被投企業佔資料總數過低，故如不

經進一步抽樣處理而直接進行建模，有可能導

致模型預測產生極端情況，即預測所有企業都

不會被投資；該預測正確率高達 99.65%，但從

中無法得到所需之投資評估信息，因此模型失

效。 
在本研究中，由於無法取得錯誤分類的成

本，因此將採用抽樣技術對資料進行前處理，

使多數類與少數類個數趨於平衡。此外，一般

而言，當資料處於類間極端不平衡情形下時，

欠抽樣比過抽樣有較好效果。故此，本文主要

採用欠抽樣的方式對資料進行前處理，並在此

基礎上做出改善。 
欠抽樣的各種方法中，主要關注以下兩個

問題：如何保留總體中所有特性的代表性，以

及如何體現各個特徵在出現頻率上的分佈；前

者考慮的是信息的完整度，而後者考慮的是主

要特徵、次要特徵和雜訊之間的權重區別。對

於分類器而言，我們的目標是明確地區分出不

同類別的個體，因此希望所選擇的樣本能在最

大程度上代表所屬類別之特性。 
Yen and Lee(2008) [8]提出了一種基於分群

技術的抽樣方法 SBC（Under-Sampling Based 
on Clustering），該方法首先利用分群技術將所

有的資料分為多個群集，再根據每個群集中多

數類與少數類的比例來挑選適當的多數類別

資料。若一個群集中多數類的比例相對較高，

則說明給群集較能代表多數類特性，亦較能輔

助分類器對類別之區分，故而應當從中抽取較

多的多數類樣本；反之，若一個群集中少數類

的比例相對較高，則說明這一群主要代表少數

類特徵，但仍存在部份多數類特徵信息，故而

應當從中抽取少量的多數類樣本。 
假設不平衡資料集中共有 筆資料，其中多

數類資料 的數量為 ，少數類資料

的數量為 ，易知 。假

設在經過分群後，總體資料被分作 個群集，

在第 個群集內，分別有多數類資料

筆，少數類資料 筆。設若希望在訓練資

料中，多數類與少數類的比值是 ，則在第

群中所需抽取的多數類個數 的計算

方式如式（1）所示： 

 
其中， 即在最後所得到的訓練

資料中，多數類的樣本總量； 代

表了在第 群中多數類所占的相對比重，該比重

越大，則說明該群越能代表多數類的特質，因

此在該群中抽取的樣本也越多。 
本研究中，分別採用兩種欠抽樣方式：一

種是廣泛使用的隨機欠抽樣方法，另一種則是

上文所提到的 SBC 方法。因為在不同的抽樣比

例下，模型有不同的表現，故本文嘗試採用多

數類與少數類比值為 2:1、5:1 至 30:1 的抽樣方

式分別建模，再從中選擇表現較好的模型。 

2.2 特徵選取方法 

在對訓練資料建模前，一般需經由特徵選

取來預先判斷各欄位對目標類別的鑒別程

度，選擇對目標類別劃分有影響的屬性進行建

模。否則，根據維度的詛咒理論[6]，當資料集

中有太多不重要的欄位時，建立分類器的時間

空間成本將會非常大，而最終的效果卻可能很

差。尤其在不平衡資料分類方面，屬性重要度

分析顯得更為重要。理論研究指出[1, 3, 7, 
10]，在高維資料中，僅僅使用屬性重要度篩選

就能改善不平衡所帶來的影響。  
在有監督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領

域，根據評估的層面不同，特徵選取的方法可

以分為兩大類：過濾器（Filter）與包裝器

（Wrapper）。過濾器旨在分別評估每個特徵的

獨立信息來衡量其重要程度，如類內的離散

度、類間的距離、分類的信息增益等等；這種

方式能以較快的速度選擇重要的特徵欄位，但

由於沒有考量特徵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可能遺

漏組合前重要度低、組合後重要度高的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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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為了克服這一缺點，包裝器（Wrapper）應

運而生；該方法將候選的欄位視為一個集合，

並通過預建模的方式判斷該集合的建模效

果，留下具有高建模效果的欄位集合。然而，

該方法除卻時間與空間複雜度高外，依據

Wrapper 的具體方法，亦有可能選擇出導致過

度擬合（over fitting）或是具有欄位間相關度

高的一組欄位。 
對於不平衡資料集下的特徵選擇問題，

Wasikowski and Chen（2010）[7]通過比較不同

的選擇方法，作出了一些理論及實驗探討。研

究發現，過濾器中的 IG、S2N 和包裝器中的

FAST 方式在不同資料集上都有較佳的表現。

此外，有監督學習的另一常用而表現良好特徵

選擇方式是費雪法（Fisher Score）。故此，本

研究根據特徵屬性的形態，使用不同的特徵選

擇方式，篩選出較為重要的欄位，並在比較結

果後選擇最終使用的欄位。 

2.2.1 數值型欄位 

本研究分別採用採用費雪法（FS，Fisher 
Score）及噪音信號比（S2N，Signal to Noise）
計算屬性重要度。這兩種方法的基本思想相

似，都是通過比較多數類與少數類在某一屬性

上的均值分佈來判斷該屬性的區分能力；若多

數目標類和少數目標類在該屬性上的均值分

佈差距較大，則說明該屬性較能區分出不同目

標類別，因此對於分類模型的貢獻度較大。對

於某一特定的數值屬性 ，費雪法與噪音信號

比的計算公式分別如式(2)和式(3)所示： 
 

 
 

 
 

其中， 是多數類資料中屬性 取值的均

值， 是少數類資料中屬性 取值的均值；

是多數類資料中屬性 取值的標準差， 是少

數類資料中屬性 取值的標準差。這四個算子

都以多數類或少數類為一整體、在類內計算得

到,與這兩類之間的數量差距並無關聯，因此可

認為對類間不平衡不敏感，適用於本研究之資

料。 
由公式可看出，當多數類與少數類的均值

差距越大時，分子也就越大，表示該屬性較能

區分出不同目標類別；而當分母中

越大時，表示資料越為分散，因此平均值差距

的信度也相應降低，故重要程度較低。 
在欄位選擇方面，這兩種方法僅僅給出欄

位的重要度評分排名，而無明確的重要度門檻

值。因此，在使用過程中，需自行選擇所需的

欄位數量。 

2.2.2 類別型欄位 

對於類別型欄位，本研究通過計算證據權

重（WOE, Weight of Evidence）和信息價值（IV, 
Information Value）來給出重要度評分。該方法

通過判斷屬性中不同值在不同目標屬性下的

資料比例，從而判斷該屬性是否對區分目標類

別有影響。I. J. Good（1983）[5]給出了 WOE
和 IV 的正式定義： 

對於某一項假設（hypothesis） ，證據

（Evidence） 所能提供的證據權重 如

式（4）所示。 

 
    其中 

 

 
 

表示假設 的先驗勝算比， 在給

定證據 的情況下， 發生的後驗勝算比。 
在資料探勘實務中，常採用其一個等價公

式進行計算。假設 是目標類別，其取值為 ；

是證據屬性，其取值為 ；則屬性 對某一感

興趣的目標 的證據權重如式（5）所示。 

 
    其中 

 

      
 

表示我們所感興趣的目標在該證

據屬性類別下的發生比率， 表示我們所

不感興趣的目標在該證據屬性類別下的發生

比率。WOE 所衡量的是屬性內的各個取值對

目標類別的區分程度；若要判斷整個屬性的重

要度，還必須綜合考慮所有取值的區分程度總

和，並以取值的出現頻率作為權重考量。因

此，我們使用信息價值 IV 來作為判斷屬性整

體重要度的依據，其計算方式如式（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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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該屬性中，第 j 個屬性取值的

信息權重。由於 和 都只與少數類

或多數類內的樣本數有關，而與整體類間的數

量比例無關，因此該評判方式對不平衡比例不

敏感，可以被用於本研究中資料的評估。信息

權重 IV 是大於零的正數，其值若接近於零，

則說明在分類效果上沒有貢獻；反之，若取值

越大，則說明對於分類有越顯著之貢獻。 

2.2.3 包裝器（Wrapper） 

特徵篩選方法中，過濾器最大的缺點就在

於忽略了欄位之間的交叉影響，而僅僅關注某

一欄位對於目標類別的鑒別能力。因此，在初

步篩選的過程就有可能因為單一欄位的不重

要而遺漏掉交叉後有較大影響力的欄位組。而

包裝器方法由於綜合考慮欄位組整體的建模

效果，故較能解決這個問題。在不平衡資料方

面，常見而有效的包裝器方法是 Wasikowski 
and Chen（2010）[7]所提出的 FAST（Feature 
Assessment by Sliding Thresholds）方法。 

FAST 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一個欄位組和

是恰當的，則由其所構建的模型綜合效果也應

最優；而不平衡資料集的分類器常面臨切點選

擇的問題，因此固定切點的評估準則無法使

用。在以往的分類器評估中，ROC 曲線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因可

綜合考慮所有切點時的模型效果而廣為使

用。故此，FAST 採用 ROC 曲線下的面積 AUC
評估欄位組的鑒別能力，並選用具有最佳

FAST 值的欄位組為最終建模欄位。 
此方法雖綜合考慮欄位間的交叉影響，但

有可能包含雖為重要但效能提升較低的欄

位，導致模型複雜度提升，易於形成過度擬合

的狀況。因此，具體的效果需經具體試驗結果

分析。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投資項目評估模型，主旨在於通過資

料探勘的方式，篩選出「傾向於被投資」的企業，

以利投資機構快速得到初步的項目候選名單，為之

後的資料蒐集與盡職調研做基礎。 
該模型評估在投資流程中處於前期評估篩選

階段，故而適用專家評分的層級架構。因此，本文

將以專家評分的相關指標欄位為基礎，並依據相關

理論，採用實際可獲得之客觀資料做出具體化，以

利克服主觀性的不利影響。綜合前人的研究及實際

的資料，本論文所採用的指標結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投資項目指標結構 

3.1 欄位篩選 

在確立指標體系架構後，本小節依據該架

構，分別從原始資料中產生相應欄位，並通過

重要度指標的計算來進一步篩選這些欄位。在

實際資料應用中，由於此處所面對的是不平衡

資料集，故而本文選取三種在不平衡研究中表

現良好的特徵選取方式：（1）過濾器：數值型

欄位採用 FS 方式、類別型欄位採用 IV 方式篩

選；（2）過濾器：數值型欄位採用 S2N 方式，

類別型欄位採用 IV 方式篩選；（3）包裝器：

採用 FAST 演算法求得重要的一組欄位。最後

在模型構建的過程中分別做出實驗並比較篩

選的效果，選擇其中最佳的方式建模。 

3.2 模型建構 

首先，按照原始資料之多數類與少數類比

例抽取訓練集和測試集，訓練集與測試集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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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體資料量的 80%與 20%。此外，爲了減低

資料不平衡對分類器效能的影響，在訓練集中

再使用 SBC 方式按照多數類與少數類的比值

2:1、5:1、至 30:1 的比例進行欠抽樣，得到不

同類間比值的訓練集。爲了模擬該分類器在現

實應用中的分類效果，因而在測試集中仍維持

原比例，不另外做處理。 
在使用 SBC 方法抽樣時，我們首先對訓練

集進行聚類，共得到 5 個群集；然後，再利用

這五個群集中多數類與少數類資料的比值，分

別利用式（1）的計算方式得到抽樣個數。這 5
個群集的目標類別資料筆數及對多數類的抽

樣個數如表 1 所示 
 

表 1  SBC 訓練集各類別及多數類抽樣個數 

群集 多數類 少數類 
訓練： 
多數類 

訓練：

少數類

1 56425 320 1920 320 
2 54330 166 3564 166 
3 105321 260 4411 260 
4 43723 121 3935 121 
5 56271 231 2641 231 

總和 316070 1098 16471 1098 
 

獲取訓練資料集後，本研究將採用不同的

處理方式進行建模，並通過 AUC 評估方式選

擇最佳模型，以 F-Measure 選擇合適的切點。 
AUC（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即接受者操作特徵曲線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的曲線下面積，用以綜合衡量一個模型

在不同切點下的預測準確度。ROC 曲線上的每

一點代表在該切點之下的敏感度（sensitivity）
與特異度（specificity），故而曲線下面積 AUC
越大，則該分類器的性能則越優。若 AUC 評

分取值低於 0.5，則表明模型效果比隨機猜測

還差；若在 0.5 至 0.7 之間，則表明模型幾乎

無判別力；若在 0.7 至 0.9 之間，則表明模型

有可接受的判別力；若高於 0.9，則說明模型

有很好的判別力。 
訓練資料集的不平衡抽樣方面，本研究採

用兩種欠抽樣方式：簡單隨機抽樣（Random）

與基於聚類的欠抽樣（SBC）。以不同的多數類

與少數類訓練比例抽樣，圖 2 為兩種方式建模

後得到的 AUC 結果。可見，由於引入了抽樣

指導原則，基於聚類的欠抽樣（SBC）在整體

上優於隨機欠抽樣所得到的模型效果。因此，

之後的模型均建立在 SBC 處理之上。 

 

     
圖 2  SBC 與隨機抽樣平均效果比較 

     
    特徵選擇方面，本文共採用三種方式進行

欄位的預先篩選，其中包裝器採用 FAST 演算

法，而過濾器的類別欄位均採用 IG 評估，而

數值欄位分別採用 FS 和 S2N 方式進行篩選。

由圖 3 可知，三種篩選方式建模得到的最終效

果差異並不大，但其中過濾器的效能要稍優於

包裝器，說明通過預先篩選出具有獨立鑒別力

的欄位，確實能夠提升模型的整體效果，而不

會損失過多的類別間交叉影響所導致的鑒別

力。在過濾器之中，由於 FS 與 S2N 的構建方

式相似，故而最終得到的建模效果相當。 
 

 
圖 3 各篩選方式下測試資料平均 AUC 

 
    本文共採用 4 種決策樹演算法進行建模，

分 別 是 C5.0 ， C&R （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 CHAID （ Chi-squared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ion）和 QUEST
（Quick Unbiased Efficient Statistical Tree）。由

圖 4 可知，當測試集的類別間比例高於 15 時，

各決策樹算法的 AUC 值出現明顯下降。但平

均而言，C5.0 與 CHAID 的 AUC 評分取值較為

穩定，並優於其他演算法。一般而言，C5.0 在

面對欄位數值缺失及高維資料時具有較為穩

健的表現，而投資項目中多存在評估面廣、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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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蒐集困難的狀況，因此在此實際問題中，C5.0
確可達到較佳狀況。 
 

 
圖 4 各決策樹算法下測試資料平均 AUC 

 
綜合如上結果，以下實驗將採用 IV-S2N

特徵篩選方式及 SBC 的訓練集抽樣方法進行

預先處理，並使用 C5.0 決策樹方法選擇最佳類

間比例及相對應的切分點。 
本模型係投資項目評估模型，主旨在於通

過資料探勘的方式，篩選出「傾向於被投資」

的企業；因此，傾向於被投資的企業是本研究

所感興趣的重要類別。然而，由於會被投資的

企業在資料中為少數類，較不容易被分類器所

識別，因而若以 0.5 為切分點，往往無法充分

找出感興趣的少數類。本模型採用調整分類切

點的方式，在保證一定的模型效果前提下，盡

可能多的找出這些重要的企業。 
 
表 2 訓練集建模評估（以 0.5 為切點） 

maj:min recall precision F-measure
5 0.9044 0.9940 0.9471 
7 0.7842 0.9751 0.8693 

10 0.7058 0.9736 0.8184 
12 0.5073 0.9521 0.6619 
15 0.5251 0.9360 0.6728 
17 0.5483 0.9436 0.6935 
20 0.4098 0.8738 0.5580 
25 0.4872 0.9321 0.6400 

 
以 0.5 為切點時，所得模型成效如表 2 所

示；由該表可知，隨著多數類與少數類比值的

下降，測試集的準確率與 F 值呈現上升的態

勢。但細究其原因，卻發現 F 值的上升是準確

度提升所致，而模型的召回率大幅下降，這並

無益於找出關鍵的「已被投」企業。 
因此，爲了使模型能在保證一定的整體效

能之下，更大比例的判斷出已被投企業，我們

嘗試從 0.1 至 0.5 變換切點的取值，並且對不

同抽樣比例下的組別分別選取綜合效果最佳

(f-measure 最大)的切分點，其實驗所得結果如

表 3 所示。 
 
表 3 訓練集建模評估（最大 F-measure 切分點） 
maj:min recall precision f-measure cutoff

5 0.86976 0.906933 0.887959 0.45

7 0.97632 0.935428 0.955437 0.35

10 0.87523 0.9109 0.892708 0.4 

12 0.80874 0.901523 0.852616 0.4 

15 0.68397 0.772634 0.725604 0.35

17 0.72587 0.794616 0.758686 0.35

20 0.56740 0.691454 0.623312 0.35

25 0.70219 0.805643 0.750365 0.35
 

如圖 5，綜合比對各個模型之後，發現多

數類與少數類比值在 7:1，切分點為 0.35 時，

其 recall 值會最大，也就是能篩選出最多已被

投企業的特徵，因此我們以該模型作為最終模

型，對企業投資規則進行提取與分析。 
 

 
圖 5 正確率分析圖（最大 f-measure 切分點） 

3.3 提取決策樹規則 

    使用決策樹建模的優點之一，即是能夠從

中獲得清晰明確的決策規則。利用最終建立的

決策模型，我們可以分析得到最終的決策規則

如下，並說明這些規則與實際經驗的關聯度。 
1、 已被投規則 

(1) 擁有專利： 
說明該企業保有核心技術，管理層

在研發方面具有長期規劃，適合投

資。 
(2) 無專利，但企業分類為內資企業，

資產總額為中等或以上，未發生不

利或不定變更：說明該企業較為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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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於穩健增長的狀態。 
(3) 無專利，企業分類為其他，企業類

型為外商及台港澳投資企業：該企

業有可能為外資在大陸的擴張，或

本身為大陸企業，但出於發展規劃

等緣由註冊在台港澳或引入外

資。這些都意味著企業管理較為正

規，管理層具有長期規劃，有意願

進入資本市場。 
 

2、 未被投規則 
(1) 無專利，企業分類為私營企業，地

區固定資產排名在半數以下，企業

無對外投資：說明該企業為普通的

私營企業，無核心技術，且當地經

濟發展一般，並無明顯產業聚集效

應。 
(2) 無專利，企業分類為私營企業，管

理層對外投資戶數小於 5 家，註冊

資本較少：說明該企業為小型的私

營企業，管理層並無明顯的發展規

劃。 
(3) 無專利，註冊資本中等偏下，資產

總額較小，發生過不利變更：說明

該企業為中等企業，但無核心技

術，且發生過不利於企業進一步發

展的變更，會給投資者帶來一定的

顧慮。 

4. 結論及未來工作 

本文將投資評估理論與資料探勘技術結

合，產生可能有重要影響之欄位，並對實際資

料進行建模，再篩選出初步候選企業的同時，

從中挖掘投資決策路徑，為實際的投資項目評

估提供建議 
由資料分析可知，該資料集是極端不平衡

資料集；因此，須先經過不平衡數據之前處

理，才可建立模型。本文針對極端不平衡資料

集做出實驗，選擇效果較佳的處理方式，採用

過濾器與包裝器的篩選方法進行特徵選擇。在

模型選擇方面，本研究採用 AUC 的方式衡量

模型的整體效果，並對選中的模型使用

F-Measure 的方式獲得最佳切點，並提取此處

的規則與現實投資認知進行比對。通過不同方

式下的實驗比較，最終得到了表現較佳的一組

處理與建模方式，並在此模型下提取出投資決

策的常見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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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上分群虛擬機器的節能策略 

 

摘要 
本論文研究在雲端運算上如何遷移及合

併虛擬機器，以達到節能的效果。主要評量指

標有：總耗能、虛擬機器遷移次數、服務層級

協定違反程度。本論文提出一個可同時滿足上

述指標的策略，稱為「雙門檻之穩定度分群策

略」；此策略依虛擬機器的資源需求穩定程度

做分群，並分配到同一群的實體主機上，而後

依各主機群的特性，制定最適合的高低門檻值。

本論文利用 Cloudsim toolkit 模擬雲端環境並

評量各策略的優缺點，實驗結果顯示，本論文

提出的策略在三項指標的表現上，皆非常接近

其他各策略的最佳結果。因此，雙門檻之穩定

度分群策略，雖無法在單一指標上達到最佳的

表現，但可在整體表現上平均且更有效的節能、

減少虛擬機器遷移次數及維持服務品質。 

關鍵詞：雲端運算、虛擬機器、節能、服務品

質、Cloudsim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he virtual machine 

(VM) migration policy to achieve the 

energy-aware in cloud computing. There are 

three considerations for energy-aware policy: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times, and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violat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virtual machine migration policy, Double 

Threshold with Host Type Control (DTHTC) to 

meet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First, we cluster the VMs according to the 

stability of resource requirements. Then, we 

allocate the same cluster of VMs to the same 

hosts. After that, we use the double threshold 

policy to assign the upper threshold and the lower 

threshold. So that the same cluster of hosts have 

the same thresholds. We use Cloudsim toolkit to 

simulate the cloud environment and measure the 

proposed policy. As a whol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THTC policy performs 

better than other policies. In conclusion, the 

DTHTC policy can save the energy, reduce the 

VM migration times, and meet the Quality of 

Service effectively. 

Keywords:Cloud computing、Virtual machine、

VM、Energy saving、Quality of Service、

QoS、Cloudsim 

1. 前言 

在提倡環境保育、綠能的世代，如何有效

的降低資料中心的耗能，以減低科技對環境所

帶來的衝擊，已為近年來被廣泛討論的問題。

本論文主要探討擁有多個同質性(Homogene- 

ous)實體主機的單一資料中心如何節能的問題，

圖 1 為簡單的節能範例，當使用者進入系統後，

廣域管理者會將各個虛擬機器分配至最適合

的實體主機上。若是部分實體主機上所執行的

虛擬機器過少時，區域管理者則將此實體主機

關機，並把此實體主機上剩餘的虛擬機器遷移

到其他主機上繼續執行，如此一來則可以降低

開機的實體主機數量，達到節能的效果。 

 
圖 1  節能實例 

為了實現雲端服務，虛擬化(Virtualization)

即為一個重要的技術，在[1-3]的研究顯示，一

個實體主機在 CPU 閒置(Idle)的情形下，所消

耗的電量約為在滿載(100%)時的 50%甚至於

70%，由此可知當一個實體主機在閒置或是使

用率過低時，能源的使用效率是極差的；因此，

為了有效降低資料中心的耗電量，如何將各個

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 VM)適當的配置到

各個實體主機上，使得運作的實體主機數量能

達到最少，即為本論文所研究的問題。但是，

若為了使實體主機數量達到最少，而過度將虛

擬機器遷移、合併時，則容易(1)因虛擬機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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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遷移產生其他不必要的耗能，或是(2)因過

度合併造成實體主機超載，進而違反服務層級

協定(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使得雲端

服務提供者必須付出相對應的賠償。為了解決

上述的問題，如何在資料中心的總耗電量、虛

擬機器的遷移次數、服務層級協定的違反程度

上去做權衡[4]，即為本論文的目標。 

在節能的議題上，Tiago C. Ferreto 等人考

量了虛擬機器的穩定性，讓需求穩定的虛擬機

器擁有更高的執行效率，以此降低虛擬機器過

度的合併及減少遷移的次數，來達到節能的目

標[5]。Anton Beloglazov 等人將每個實體機器

訂定了高、低門檻，當實體機器的 CPU 使用率

超出高門檻時，則搬移部分的虛擬機器以維持

主機執行的效率，而 CPU 使用率低於低門檻時，

則將實體主機關機，以降低能源的浪費[4]。本

論文提出一個可同時滿足總耗電量、虛擬機器

的遷移次數、SLA 違反程度三項指標的啟發式

演算法(Heuristic Algorithm)，稱為「雙門檻之

穩定度分群策略」(Double Threshold with Host 

Type Control, DTHTC)。DTHTC 將各個虛擬機

器依照 CPU 使用率的穩定程度分類，並且將同

類型的虛擬機器配置到相同的實體主機上，而

後依照各主機群的特性，制定不同的高低門檻

值，以達到最佳的節能效果。實驗結果顯示，

DTHTC 可以有效的合併上述兩種節能策略

[4][5]的優點，使得資料中心的總耗電量、虛擬

機器遷移次數、服務層級協定的違反程度皆明

顯的降低。 

本論文其他部分包含：第二章為相關研究

的探討，第三章為系統的架構及研究使用的各

種演算法，第四章為模擬環境及參數的設定，

第五章是實驗設計與數據的分析，最後第六章

則為結論。 

2. 相關研究 

Ching-Hsien Hsu 等人 [6]提出 Energy- 

aware Task Consolidation(ETC)，此方法主要限

制每個虛擬叢集(Virtual Cluster)上所有虛擬機

器的 CPU 的使用率，來達到節能的效果，此限

制稱為 CPU Utilization Threshold(CUT)；當每

個虛擬機器的 CPU 使用率高過 CUT 時，ETC

會依照此工作(task)的大小及每個實體主機的

頻寬，來預估此工作遷移到各個不同的實體主

機時，可能產生的總耗電量，以此選擇預估後

耗能最低的目標來做遷移。此篇論文認為 CUT

設定為 70%是最為節能且有效運用 CPU 的門

檻，且考慮了遷移時在資料傳輸上可能造成的

能源消耗，但是並未對於虛擬機器使用率過低

時制定其他的策略來節能，且未考慮系統在不

同情境下，CUT 是否可能改變的問題。 

Anton Beloglazov 等人[4]提出的 Double 

Threshold(DTHR)解決了 Hsu 等人在 CPU 使用

率過低時節能策略的問題[6]，DTHR 制定高門

檻及低門檻兩種門檻值，來達到節能的效果；

當實體機器的 CPU 使用率高於高門檻時，實體

機器則容易產生超載而降低系統效能，連帶造

成違反服務層級協定(SLA violation)的結果，因

此當 CPU 使用率高於高門檻時，此篇論文則使

用自行提出的 The Minimization of Migrations 

Policy(MM Policy)，選出必須遷移的虛擬機器；

而當實體機器的 CPU 低於低門檻時，則代表此

實體機器的 CPU 的使用效率不高，因此將此實

體機器關閉，並把此實體機器上剩餘的所有虛

擬機器遷移到其他主機上。此篇論文所提出的

虛擬機器遷移策略 MM policy 為，當實體機器

的 CPU 使用率高於高門檻時，則選擇必須遷移

的虛擬機器 ；選擇的方法為選定一個虛擬機

器，此虛擬機器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

搬移後實體主機的 CPU 使用率必須低於高門

檻。 (2)搬移後實體主機的 CPU 使用率必須最

接近高門檻，若無法找到滿足以上兩個條件的

虛擬機器，則選擇一個 CPU 使用率最高的做遷

移。此篇論文的結果顯示，DTHR 的高門檻及

低門檻的設定分別為(30% - 70%)及(40% - 

80%)時，能在節能、虛擬機器遷移次數、SLA

的違反程度上達到最平衡的狀態。DTHR 雖能

有效地節省能源並降低 SLA 的違反程度，但此

篇論文並未提及 DTHR 是否會因系統內各個

工作的穩定程度而造成雙門檻值的改變，且

DTHR 未考慮虛擬機器在工作需求上穩定與不

穩定的問題。 

Tiago C. Ferreto[5]等人認為，當部分虛擬

機器的工作需求穩定時，將此類型的虛擬機器

做遷移，會產生不必要的能源花費，因此

Ferreto 等人提出 Dynamic Consolidation with 

Migration Control(DCMC)來特別針對虛擬機器

的穩定度做額外的控制，DCMC 每間隔一段時

間，則將虛擬機器的 CPU 使用率與前一次掃描

的結果相比較，若是使用率相等，則將此類的

虛擬機器分類為穩定，反之則為不穩定；DCMC

在分類完成後，則執行以下兩個步驟：(1)當執

行虛擬機器的遷移或是合併時，若遇到 CPU 使

用率穩定的虛擬機器，則跳過此類型的虛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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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讓穩定的虛擬機器在原實體主機上繼續執

行，以確保執行效率。(2)每隔一段時間，則將

所有實體主機依照 CPU 使用率做昇冪排列，將

分類為不穩定的虛擬機器做合併。此篇論文特

別探討了虛擬機器執行時，穩定程度對於節能

策略的影響。在本論文後段的實驗結果顯示，

DCMC 能有效的大幅降低虛擬機器的遷移次

數以及 SLA 的違反程度，但是由於穩定的虛擬

機器在 DCMC 上採取不移動的策略，且在節能

策略上，DCMC 只考慮各實體主機的高門檻，

並未對使用率過低的主機給予任何節能策略，

因此當穩定的虛擬機器過於分散時，容易產生

許多不必要能源浪費。  

Anton Beloglazov 等人[7]認為 Beloglazov

等人先前所提出的 Double Threshold 在結果上，

只有單一的最佳雙門檻值[4]，此種方法並無法

適用於實際的雲端環境上，因此提出了自適應

的雙門檻策略，分別為 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MAD)、 Interquartile Range(IQR)及

Local Regression(LR)；此三種方法主要皆為利

用統計學的方式，將所有實體主機在各個時間

點上，CPU 的使用率做紀錄並利用不同的統計

方法，修改各個實體主機的高門檻值。在虛擬

機器的遷移策略上，提出了 Minimum Migration 

Time Policy(MMT Policy)來決定實體主機的

CPU 使用率超過高門檻時，必須遷移的虛擬機

器；MMT 的做法為找出在該實體機器上，虛

擬機器所使用的記憶體與可用頻寬相除後，值

為最小的虛擬機器做為遷移的目標，即為「最

少遷移時間」的虛擬機器，此方法可以有效的

降低各個虛擬機器在做遷移時，可能因資料傳

輸而產生的能源消耗。Beloglazov 等人[7]所提

出的三種自適應的雙門檻策略，雖可使各個實

體主機依照系統不同的狀況自動做高門檻的

調整，但是統計方式必須極度的依賴歷史資料。

且由於以上三種方式，皆以實體主機的 CPU 使

用率做考量，但卻並未考慮各個虛擬機器的特

性來做門檻值的調整，因此可能因不穩定的虛

擬機器而產生實體機器必須不斷變動高門檻

值的問題。 

鑒於以上各種策略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及

所擁有的優點，本論文提出的「雙門檻之穩定

度分群策略」(DTHTC)主要整合 Beloglazov 及

Ferreto 等人所提出的 DTHR[4]與 DCMC[5]的

優點，將虛擬機器依照穩定與不穩定做分類以

及整合，並且分別制定不同的雙門檻值，而後

給予不同特性的虛擬機器群最佳的高低門檻

值，以求有效的節能以及系統的穩定，同時也

不需依照系統狀況變更高低門檻值，以減輕計

算的負擔。 

3. 系統架構及虛擬機器節能方法 

3.1 系統架構 

本論文沿用了 Beloglazov 等人在[7]所提

出的系統架構作為實驗的環境；該系統架構為

一個大型的資料中心，內部有 N 個同質性的節

點(Node)，每個節點 i 擁有以每秒百萬指令

(MIPS)作為處理效能單位的 CPU，以及大量的

RAM 跟網路頻寬，而每個使用者會依照不同

的需求，對雲端服務提供者承租所需的虛擬機

器，並且簽訂服務層級協定(SLA)，當雲端服

務提供者違反了 SLA 時，則必須賠償相對應的

金額，以確保使用者的權益。 

 
圖 2  系統架構圖[7] 

如[7]所提出的架構(圖 2)所示，該系統架

構主要可分為廣域管理者(Global Manager)與

區域管理者(Local Manager)；區域管理者(Local 

Manager)不斷的監控該實體節點 CPU 的使用

率，以及依使用者的需求重新配置虛擬機器的

資源，並且決定必須被遷移的虛擬機器以及遷

移的時間(4)。廣域管理者(Global Manager)負責

從每個區域管理者收集並統整所有 node 的資

源使用情況(2)，進而決定如何有效的分配虛擬

機器至各個實體節點 (3)。虛擬機器管理員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VMM)，實際執行各

個虛擬機器的遷移動作與資源的分配(5)。 

3.2 虛擬機器分配機制(VM Placement Policy) 

如何將所有虛擬機器或是所遷移的虛擬

機器分配進最少量的主機(Host)內，可套用裝

箱問題(Bin-packing Problem)相關的啟發式演

算法來探討、使用或是加以改良。 

許多研究皆應用及修改了一些常用的啟

發式演算法，如：Best-Fit(BF)[6]、Best-Fit 

Decreasing(BFD)[4][5][8][9]、First-Fit Dec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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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FFD)[5]、Worst-Fit Decreasing (WFD)[5]。

BF 為，當需要分配虛擬機器至主機時，系統

會掃描所有的主機，並且決定一個當虛擬機器

分配進去後，可使得該主機的 CPU 使用率最接

近飽和的狀態的主機，作為分配的目標；類似

於 BF，BFD 則是事先將所有必須分配的虛擬

機器，依照 CPU 的需求以降冪方式排列，而後

使用 BF 找出目標主機。BFD 由於先將虛擬機

器依照降冪排列，因此可以得出比 BF 更好的

結果，但必須依賴分配前虛擬機器相關資料的

取得。 

上述四個方法(BF、BFD、FFD、WFD)，

最被為廣泛使用或修改的方法為 BFD，因 BFD

透過事先的降冪排列，可有效的將所有虛擬機

器分配到最少量的主機上。但實際上使用者在

使用雲端服務時，進入系統的時間點不一，造

成系統無法預先做降冪排列的動作，因此本論

文所提出的 DTHTC，則修改 BF 來做為虛擬機

器的分配機制。 

3.3 虛擬機器篩選機制(VM Selection Policy) 

當主機因超載或是其他遷移機制，致使部

分虛擬機器必須被遷移時，則透過虛擬機器篩

選機制決定哪些虛擬機器必須被遷移。

Beloglazov 等人提出兩個虛擬機器的篩選機

制，分別為 Minimization of Migrations(MM 

Policy)[4]以及 Minimum Migration Time (MMT 

Policy)[7]。上述兩種方法，本論文認為 MMT 

Policy 依照虛擬機器的遷移時間來決定遷移目

標，相對於 MM Policy 以次數來決定，更能有

效地降低虛擬機器在遷移時所造成的遷移花

費，且考量到本論文並未對遷移花費做額外的

測量，而是直接計算遷移的次數；因此，本論

文使用 MMT Policy 作為 DTHTC 的虛擬機器

篩選機制 ，以降低各個虛擬機器在遷移行為

上的遷移花費。 

3.4 虛擬機器遷移機制(VM Allocation Policy) 

虛擬機器遷移機制為節能最主要的部份，

主要考量兩個方向：(1)為了避免主機因超載而

違反 SLA。(2)為了節能，必須將使用率過低或

是空閒的主機切換至睡眠模式(Sleep Mode)或

者關機。當為了降低資料中心的能量消耗而過

度合併虛擬機器的時候，容易違反 SLA 而做出

賠償；反之，為了顧及顧客的服務品質(Quality 

of Service, QoS)，而消極的合併虛擬機器，則

會產生能源的浪費。因此服務品質及節能，即

是所有虛擬機器遷移機制必須權衡的地方。 

在本論文中，我們修改了在第二章所介紹

過的雙門檻制(DTHR)[4]；本論文依照不同特

性的主機，制定不同的雙門檻值，以同時達到

節能及顧及顧客的服務品質。 

3.5 雙門檻之穩定度分群策略(DTHTC) 

我們主要針對虛擬機器的穩定性，並整合

Beloglazov 及 Ferreto 等人的節能策略[4][5]，

提出一個啟發式演算法，稱為「雙門檻之穩定

度分群策略」(Double Threshold with Host Type 

Control)，詳細步驟如下： 

(1) 給定各個主機一個新的資料型態為「穩定

類型」：0 為關機或是休眠模式、1 為穩定

(Static)、2 為不穩定(Dynamic)；並依照主

機的特性，定義不同的雙門檻值。 

(2) 當新的需求(Request)進入時，檢視該需求

的虛擬機器穩定狀況，將虛擬機器的穩定

狀況分為：穩定、不穩定。 

(3) 使用 BF 將此虛擬機器分配至相對應類型

的主機群，若該類型主機群已無可匹配的

主機，則新開一個主機並將新主機的穩定

類型變更。 

(4) 當主機 CPU 使用率高於高門檻值時，使

用 MMT 選出必須遷移的虛擬機器，而後

回到步驟 3。 

(5) 當主機 CPU 使用率低於低門檻值時，將

所有虛擬機器依照步驟 3 遷移後，關閉該

主機且將主機穩定狀態類型變更為 0。 

DTHTC 的概念在於，若虛擬機器依照各

種穩定類型做分類後，可將相同類型的虛擬機

器整合到同一群主機，而後依照不同類型的主

機所表現的行為，制定不同的門檻值，以便達

到最佳的節能效果及降低不必要的遷移。DTH 

TC的可行性及實驗與討論，將在接下來的四、

五章詳述。 

4. 實驗環境及參數設定 

4.1 實驗環境 

有鑑於實際將演算法應用至雲端資料中

心不僅難度極高，且需花費大量的研究成本，

因此本論文利用在節能演算法的相關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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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廣泛使用且具有公信力的雲端模擬工具

CloudSim toolkit[10]。Cloudsim 可供研究員自

行建置及模擬大型資料中心，以及自行撰寫虛

擬機器分配演算法；在 3.0 的版本中，更新增

了虛擬機器遷移演算法及主機能源消耗計算

等功能，以及實作了在[4][7]所提出的演算法，

讓相關研究員可方便的利用 CloudSim 來模擬

及對照驗證自己所提出的演算法。 

4.2 參數設定 

本論文使用 CloudSim 3.0.3 版本，建置及

模擬第三章所介紹的雲端環境，此雲端環境主

要模擬在單一資料中心內，各種虛擬機器的分

配及合併策略對節能等指標參數的影響。資料

中心的規格本論文主要參考DTHR的設定[4]，

詳細規格如下： 

4.2.1 虛擬機器 

本論文依照 CPU 處理速度設定四種不同

類型的虛擬機器，四種類型虛擬機器的 CPU 皆

為單核心，處理速度分別為 2500、2000、1000

及 500 MIPS，且皆擁有 100 Mbit/s 的頻寬及

2.5GB 的系統映像檔，因本篇論文著重於 CPU

使用率作為虛擬機器分配及遷移的依據，因此

不將記憶體列入效能的考量。 

各個類型的虛擬機器數量在虛擬機器總

數裡的比例為：類型 1佔 10%、類型 2 佔 20%、

類型 3 佔 30%及類型 4 佔 40%。每個虛擬機器

各自執行一個雲端應用程式，此類雲端應用程

式在 CloudSim 模擬器裡稱之為 Cloudlet；每個

Cloudlet 的工作需求量皆設定為 60 * 60 * 2500 

MIPS，表示對於所有虛擬機器，最快必須執行

一小時才可能完成相對應的工作需求。 

在虛擬機器的穩定度分群上，本論文使用

較單純的分類方式：固定與不固定。固定的虛

擬機器表示此類型虛擬機器的 CPU 使用率從

進入系統到結束皆不會改變；不固定的虛擬機

器，本論文使用亂數產生該虛擬機器在每個時

間軸上，不同的 CPU 使用率(0% ~ 100%)。 

4.2.2 主機 

在實體主機的選擇上，本論文選用 HP 

ProLiant ML110 G5 的伺服器主機，該主機的配

備為：一顆 Intel Xeon 3075 型處理速度為 2660 

MHz 的雙核心處理器、4G 的記憶體容量，以

及 1 TB 的儲存空間與 1 Gbit/s(125 MB/s)的頻

寬，且為了避免虛擬機器的記憶體需求過大而

對實驗造成影響，因此將主機記憶體的容量設

定為 40G。 

4.2.3 能量消耗計算 

本論文使用 CloudSim 內建 HP ProLiant 

ML110 G5 的能源消耗表(表 1)，以及計算公式

來獲得各主機的耗能，此表來自於 SPEC 

benchmarks[13]。主機的能量消耗計算方式為

CpTp，Cp代表該主機 CPU 使用率所對照的能源

消耗，單位為瓦特(Watt)，Tp 為時間間隔，單

位為小時；相乘則可計算出各個時間點，主機

在不同 CPU 使用率下的耗能，單位為 Wh。 

表 1  HP ProLiant ML110 G5 的能源消耗表 

 

以上為本論文對雲端模擬環境的介紹以

及設定，接下來第五章，將詳述三種依虛擬機

器固定、不固定數量的不同所設計的實驗，以

及分析各種演算法在每種實驗上的表現。 

5. 實驗設計與數據分析 

為了對照本論文所提出的「雙門檻之穩定

度分群策略」(DTHTC)的節能表現，本論文選

擇了 Double Threshold (DTHR)[4]、Dynamic 

Consolidation with Migration Control(DCMC)[5]

及 Cloudsim [10]內建的 Dynamic Voltage and 

Frequency Scaling(DVFS) 與 Non Power 

Aware(NPA)四種方法來做比較。 

5.1 實驗設計 

為了評估不固定的虛擬機器的數量多寡，

是否會對雙門檻的設定上造成影響，本論文依

照CPU使用率固定與不固定的虛擬機器之間，

不同的數量比例設計了三種實驗情境，分別為

「標準」、「系統較不穩」、「系統較穩定」，來

觀察 DTHTC、DTHR、DCMC 在各種情境上，

高、低門檻值的變化；詳細的情境設定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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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驗情境規格 

 

5.2 評量指標 

各演算法之間的優劣，本論文主要以三個

指標做為評量標準[4][10]，分別為總能源消耗

量、虛擬機器遷移次數，以及 SLA 違反的百分

比；各指標的計算方式如下： 

(1) 總能源消耗量：本論文利用第四章所提及

的公式，加總整個資料中心在開始執行第

一個工作，到所有工作結束之間的總能源

消耗量，並將計算單位轉換為 kWh。 

(2) 虛擬機器遷移次數：在虛擬機器出現遷移

行為時，以每一次的遷移為單位，加總並

計算整個資料中心的遷移次數。 

(3) SLA 違反百分比：本論文使用 CloudSim

模擬器內建的計算方式(如式(1))。 

 𝑥(%) =
VmTotalRequested − VmTotalAllocated

VmTotalRequested
 𝑋 100           (1) 

VmTotalRequested 定義為每個虛擬機器

在進入系統到離開之間對各主機 MIPS 的需求

量之總和，VmTotalAllocated 則定義為，在從

進入系統到離開之間，每個虛擬機器實際分得

的 MIPS 之總和。因此，式(1)的意義即為，當

使用者啟動虛擬機器時，虛擬機器的效能將會

下降百分之 x。 

5.3 綜合評量 

為了瞭解各個節能策略在不同系統情境

下最佳的高低門檻值，本論文(1)將雙門檻值高

低之間距以 10%、20%…為分群並模擬(例：高

門檻50%、低門檻40%，即為間距10%的分群)。

(2)從各分群中選出三項指標平均表現較好的

高低門檻值。(3)從選出的高低門檻值，二次篩

選出兩到三組最佳的門檻值，作為綜合評量的

依據。 

以下將介紹在三種系統情境下，各節能策

略在總能源消耗量、虛擬機器遷移次數、SLA

違反百分比上的表現及比較。 

5.3.1 標準情境 

圖 3至圖 5展現出上述各種方法在最佳的

幾組門檻值時，所消耗的電量、遷移次數及

SLA 的違反程度。透過此三張圖的展現，可以

了解本論文所提出的 DTHTC 在節能上，耗能

程度可趨近於 DTHR，而在遷移次數及 SLA 違

反程度的表現則有顯著的改進；對照 DCMC，

本論文所提出的 DTHTC 雖在遷移次數及 SLA

違反程度上，無法低於 DCMC，但是從圖 4 及

圖 5 可看出，DTHTC 在不固定主機群的門檻

值為(10% - 90%)時，DTHTC 的遷移次數及

SLA 違反程度的表現可逼近 DCMC 的結果，

反觀圖 3 則可瞭解 DTHTC 在節能表現上，大

幅優於 DCMC。 

 
圖 3  標準情境下各方法之能源消耗圖 

 
圖 4  標準情境下各方法之遷移次數圖 

 
圖 5  標準情境下各方法之 SLA違反程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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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系統較不穩 

圖 6 至圖 8 所展現的是系統較不穩定時，

各方法在三項節能指標的表現。本論文所提出

的 DTHTC，在系統較不穩定時，所展現出的

優點為有效的降低 SLA 違反程度。從圖 7 及圖

8 可看出，當 DTHTC 在不固定主機群的高低

門檻值為(10% - 90%)時，遷移次數及 SLA 的

違反程度，為所有節能策略及門檻組中表現最

佳的；此主因在於 DTHTC 可將不固定的虛擬

機器整合至相同的主機群，並針對此主機群上

虛擬機器的特性去制定最佳的高低門檻值，即

可有效的抑制 SLA 違反程度的成長，但也使得

DTHTC(10% - 90%)的耗能會略微提升。 

 
圖 6  系統較不穩時各方法之能源消耗圖 

 
圖 7  系統較不穩時各方法之遷移次數圖 

 
圖 8  系統較不穩時各方法之 SLA違反程度圖 

5.3.3 系統較穩定 

圖 9 至圖 11 展現各方法在系統較穩定的

情境時，三項指標的表現。圖 9 顯示出在系統

較穩定時， DCMC 的耗能大幅提升，原因在

於 DCMC 對穩定的虛擬機器並不做任何的合

併處理，因此當系統內穩定的虛擬機器數量較

多且分散時，DCMC 容易產生大量的耗能。 

本論文所提出的 DTHTC 在此情境下的表

現同前兩種情境的結果，DTHTC(10%- 90%)

在耗能上雖略高於 DTHR，但在虛擬機器的遷

移次數跟 SLA的違反程度，可以趨近於 DCMC

的表現。 

 
圖 9  系統較穩定時各方法之能源消耗圖 

 
圖 10  系統較穩定時各方法之遷移次數圖 

 
圖 11  系統較穩定時各方法之 SLA 違反程度圖 

在上述的綜合評量後，可以了解本論文所

提出的 DTHTC 在三項的評量指標上，(1)可有

效的結合 DTHR 及 DCMC 的優點，使得資料

中心不僅可達到較佳的節能效果，且可大幅度

降低虛擬機器的遷移次數，更同時抑制 SLA 的

違反程度。(2)依照上述的實驗可以得知 DTHR

及 DCMC 在不同的系統狀態下，必須不斷的去

調整高低門檻值；而 DTHTC 只需依照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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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群的特性分別給定一個固定的高低門檻值

即可。例如此次實驗得知，固定主機群(90% - 

99%)，不固定主機群(10% - 90%)的門檻值之制

定，可使得 DTHTC 在節能、遷移次數、SLA

違反程度上都有趨近最好且平均的表現。 

6. 結論 

本論文提出「雙門檻之穩定度分群策略」

(DTHTC)，以求利用虛擬機器分群的方式，有

效降低資料中心耗能的問題。而從第五章的實

驗結果可以得知 DTHTC 有以下四個優勢：(1)

有效降低資料中心的耗能(2)大幅降低虛擬機

器的遷移次數(3)在降低資料中心耗能的同時，

有效的抑制 SLA 違反程度的成長(4)固定的高

低門檻值，不須依不同的系統情境而做改變。 

由以上優勢可知，DTHTC不僅讓「耗能」、

「虛擬機器遷移次數」，及「SLA 違反程度」

此三項必須互相權衡的節能指標平均且顯著

的下降，更同時解決了必須依照系統狀況而動

態調整高低門檻值的問題。而未來我們認為可

以將「不固定」的虛擬機器再做細分，例如利

用標準差的方法[12]，或者依照虛擬機器的工

作需求與實際運行的差異程度來做進一步的

分群，以求更有效的分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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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以服務為導向的建立以服務為導向的建立以服務為導向的建立以服務為導向的 OpenStack雲端平台雲端平台雲端平台雲端平台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來因為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概

念的興起，因此網際網路服務的應用，已透過

雲端運算擴大其服務層面的廣度及服務內容

的深度。而由於雲端運算的特性，使得現今企

業在網際網路上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元化，也

使得雲端環境的使用者快速的增加，改變了現

有的商業模式。然而，一般中小型企業在人力

及資源有限的狀況下，無法花費大量的預算建

構雲端運算平台。隨著雲端運算技術的進步，

開放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台紛紛出現，其中

OpenStack 是許多廠商支持的開放原始碼雲端

運算平台。為提供更符合商業應用的

OpenStack 使用環境，因此本研究中提出一套

以服務為導向架構在 OpenStack 的雲端運算平

台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based 

OpenStack；SoAOpenStack)。SoAOpenStack為

一個三層式的服務模式，可做為服務需求及資

源配置的中介層。SoAOpenStack首先使用服務

水準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藉以區隔

不同等級的服務需求。接著，在虛擬機器配置

策略，分別利用優先權(Priority)排班演算法、

先到先服務(First Come First Served；FCFS)排

班演算法及穩定配對(Stable Matching)資源配

置演算法，將使用者的服務需求配置至符合其

需求的虛擬機器以進行服務。透過本研究所提

出的 SoAOpenStack，除了可以提高使用者的服

務品質外，更可以達到服務需求與虛擬資源的

有效配置，且可降低實體與虛擬資源的浪費。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服務水準協議、雲端運算、OpenStack、

虛擬機器配置策略。 

 

Abstract 

With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continue to progress, the open sourc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s have been emerged.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services has 

expanded operations depth and breadth of its 

service-level services through the cloud.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oud computing, the 

existing business model can be changed to cloud 

environment quickly. The human and resourc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limited, hence cannot spend a lot of budget to 

construct the private cloud of enterpris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open sourc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have 

emerged. However, OpenStack is one of the 

popular open sourc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To provide more suitable OpenStack 

environment for business applications, a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based OpenStack 

(SoAOpenStack)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SoAOpenStack is a three-tiered service model 

that can be used as an intermediary layer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Firstly, the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 is used in SoAOpenStack,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ervice requests. Then, the Priority scheduling 

algorithm,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CFS) 

scheduling algorithm and Stable Matc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lgorithm are used to 

configure the appropriate virtual machine. By 

using the proposed SoAOpenStack, the quality of 

service for users can be improved, the allocation 

of service requests and virtual resources can be 

achieved efficiently, and the waste of physical 

and virtual resources can be reduced. 

 

Keywords: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Cloud 

Computing, OpenStack, Virtual Machine 

Allocation Strategy.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雲端運算是一種具高延展性的網路環

境，經由網際網路提供運算、儲存與頻寬的能

力，並且透過「服務」的形式來滿足使用者的

需求。另外，雲端運算具備隨需即用的特性，

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向供應商購買適

合的資源，供應商亦能根據使用者的需求制定

客製化服務。雲端運算改變了傳統網路服務供

應商的運作模式，創造新型的服務方式，能夠

把資訊科技的能力，如運算能力、儲存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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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速度等，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給使用者[1]。 

雲端運算描述了基於網際網路及資訊技

術所提供的新型服務、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

涉及透過網際網路來提供動態易擴充功能，而

且經常是虛擬化的資源[2]。雲端運算供應商提

供通用的網路應用服務，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

器等軟體或者其他 Web 服務來存取儲存在伺

服器上的軟體和資料[3]。整體而言，雲端運算

讓網路上不同的電腦同時提供使用者端進行

所需的服務，大幅增進網路服務的處理速度。 

符合雲端運算的基本要件為「4A2S」，即

任何人 (Any authorized Person)、任何時間

(Anytime)、任何地點(Anywhere)、使用任何工

具上網(Any Device)、使用者都可以得到相同

的網路服務(Same Service)，並且得到相同的結

果(Same Result)。換言之，「任何經過授權的人」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裝置」都

可以存取到「相同的服務」與「相同的結果」。

除此之外，雲端服務必須達成以下五個特色

[1]： 

(1) On-demand self-service：：：：客戶可以在

有需求的時候可以自助式的拿到資

源，而不用透過資源提供者，就像自

助餐與簡餐店的差異。 

(2) Broad network access：：：：一切服務經

由網路取得，也意味著使用者可以用

任何形式的網路連結方式取得服務。 

(3) Resource pooling：：：：使用者取用資源

不需要知道資源來自哪裡，猶如水龍

頭打開有水，雲端使用者不需要也沒

有責任擔心水管怎麼接。 

(4) Rapid elasticity：：：：想要資源就買，只

要買就能快速取得及部屬。 

(5) Measured service：：：：用多少付多少，

不多付(對於使用者)也不少付(對於

廠商)。 

除此之外，在實體的資源需求上，雲端運

算環境提供強大的運算能力、儲存能力、容錯

與備份能力，要具備這些能力的三要素也就

是：「網路」、「計算」、「儲存」。雲端運算提供

三種服務模式，包括：基礎設施即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平台即服務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和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4]。SaaS提供雲

端運算環境的服務模式給使用者，使用者透過

網際網路使用雲端環境所提供的應用程式；

PaaS 將使用者開發的應用程式或網頁部署在

雲端運算環境，使用者不需自行架設開發平

台，只要透過網路、瀏覽器或簡易的應用程序

使用雲端供應商提供的開發環境，就可以進行

應用軟體的開發或網站的建置；IaaS提供雲端

運算環境中的硬體資源讓使用者使用，包括處

理器、儲存硬碟、網路頻寬與其他資源等[2]。 

隨著雲端運算技術不斷的進步，許多開放

原始碼的雲端運算平台陸續被探討[5]，本研究

主要是在 OpenStack平台進行探討。OpenStack

擁有自組開發的核心組件以及定義良好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可以

讓企業或雲端供應商針對各自需求建立屬於

自己的公有雲或私有雲，OpenStack 相容

Amazon EC2，因此可避免企業或雲端供應商面

臨系統移植時衍生的問題[5]。 

在雲端運算平台環境下，企業或雲端供應

商可以透過網頁圖形化界面來管控虛擬機器

或配置用戶組的資源。然而，OpenStack 對系

統的監控與資源配置皆需由管理者以人為操

作的方式設定。因此 OpenStack 的管理者在資

源配置時，必須仰賴經驗來進行資源的配置。

所以，OpenStack 在面對使用者提出服務需求

時，無法有效進行系統的監控及提供資源動態

配置[6]。以致可能無法有效配置適當的虛擬機

器給服務需求，導致資源的浪費。 

為提供更符合商業應用的 OpenStack 使用

環境，因此本研究中提出一套以服務為導向架

構在 OpenStack 的雲端運算平台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based OpenStack ；

SoAOpenStack)。SoAOpenStack 為一個三層式

的服務模式，可做為服務需求及資源配置的中

介層。 當使 用 者的 需求 從 SaaS 進入

SoAOpenStack 時，首先使用服務水準協議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LA)，藉以區隔不

同等級的服務需求，並以不同優先順序的

Service Queue 儲存。接著，將在排程器

(Scheduler)的服務佇列(Service Queue 中)進行

等待。SoAOpenStack使用雙排程器對多Service 

Queue 進行排程。排程器分別使用優先權

(Priority)排班演算法及先到先服務(First Come 

First Served；FCFS)排班演算法，將服務需求

傳送給分派器(Dispatcher)。分派器經由代理人

(Agent)進行機器資訊的蒐集，並透過穩定配對

(Stable Matching)資源配置演算法，將使用者的

需求與虛擬機器進行匹配，最後把服務需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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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適當的虛擬機器執行。本研究所提出的方

法，可依使用者不同等級的服務需求給予不同

的服務品質，達到 On-demand self-service 及

Measured service。且在虛擬機器建置上，可根

據服務需求的狀況利用鏡像檔的方式，動態改

善虛擬機器資源配置狀況，使得資源配置變得

更靈活。 

本文第 2節將說明 OpenStack開放原始碼

雲端運算平台、服務水準協議、服務導向架

構、CPU排班演算法及記憶體配置演算法，第

3節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的 SoAOpenStack，第四

節則為範例說明，第 5節為結論與未來研究。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分別說明 OpenStack 開放原始

碼雲端運算平台、服務水準協議、服務導向架

構、CPU排班演算法及記憶體配置演算法。 

2.1 OpenStack開放原始碼雲端運算平台開放原始碼雲端運算平台開放原始碼雲端運算平台開放原始碼雲端運算平台 

OpenStack是 2010年 7月由 Rackspace和

NASA共同發起的雲端運算及儲存計畫並合作

研發的雲端運算平台[5]。OpenStack 允許使用

者能快速部屬雲端的基礎設施環境叢集，不同

於 Hadoop 僅針對特定功能取向的 PaaS，

OpenStack 提供的是完整的底層資源與環境部

屬，猶如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所提供的功能。 

使用者能使用 OpenStack來打造屬於自己

類似 Amazon EC2的服務，並且 OpenStack的

規格也相容於 Amazon EC2。因此無論是在上

面開發系統、使用系統，或是幫人開發系統、

讓人使用系統，OpenStack 都可以達到目的。

OpenStack的抽象架構，如圖 1所示[7]。 

 

 

 

圖圖圖圖 1、、、、OpenStack的抽象架構的抽象架構的抽象架構的抽象架構[7] 

 

OpenStack 由多個不同核心功能的元件組

成，包括：運算 Nova、物件儲存 Swift、區塊

儲存 Cinder、網路通訊 Neutron(Network)、身

分識別 Keystone、映像檔管理 Glance及提供管

理介面的儀表板 Horizon 等[7]。其中，Nova

依使用者需求提供對虛擬機器部署及管理的

功能；Swift可擴展的分布式儲存平台，以防止

單點故障的情況產生，可存放非結構化的資

料；Cinder整合運算套件，可讓管理者查看儲

存設備的容量使用狀態；Neutron 提供網路連

線能力；Keystone提供所有元件或使用者進行

身分的驗證及授權；Glance提供虛擬機器映像

檔案的管理，將常用的映像檔提供給 Nova；

Horizon 提供所有元件模組化的網頁管理介面

[7]。圖 2所示為 OpenStack的核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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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OpenStack核心架構核心架構核心架構核心架構[7] 

 

2.2 服務水準協議服務水準協議服務水準協議服務水準協議 

由於資訊科技技術的進步，企業逐漸利用

資訊科技來輔助企業內外部的營運，將過往紙

本或本機上的各種業務，經由區域網路或廣域

網路的方式，形成 e化的作業環境。此外，企

業除了自建 e化環境的基礎設施，更能倚賴提

供租賃(Leased)或外包(Outsourced)的軟硬體供

應商，來完成企業 e化的建置，以降低 e化的

建置成本[8]。 

因此，企業與軟硬體供應商皆會共同簽署

服務水準協議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SLAs)，來得知軟硬體供應商是否有確實提供

企業的需求，但是企業往往只知道軟硬體供應

商可以提供的功能與規格，卻無法從服務水準

協議得知軟硬體供應商給予的安全程度。因

此，許多研究開始探討服務水準協議與安全程

度進行結合，讓企業可以得知資料或系統放置

在軟硬體供應商是具有安全性[8]。 

過去服務水準協議已在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SoA)及網路服

務(Web Services)被考量[9,10]，在雲端運算的

環境下，更是雲端運算興起的組成之一。因為

雲端運算的趨勢，是經由網際網路的方式，讓

需求者與供應商進行需求與功能的建置，因此

必須訂定出兩方角色不可否認的契約內容，但

供應商在服務水準協議上並沒強調需求者所

能得到的安全程度[10]。 

2.3 服 務 導 向 架 構服 務 導 向 架 構服 務 導 向 架 構服 務 導 向 架 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 

服務導向架構是建構分散式系統的應用

程序之方法，SoA將應用程序功能作為服務，

並發送給最終用戶或其他的服務[11]。亦即，

服務導向的架構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演化，而不

是革命。SoA組合的元素通常包括：軟體元件、

服務及流程三個部份，其中軟體元件負責執行

工作的程式，服務包括特定步驟的所有程式元

件，而流程則負責定義外部要求的處理步驟。

SoA 已成為現今軟體發展的重要技術，透過

SoA讓異質系統整合變得容易，程式再使用度

也提高。SoA具有下列技術特性：(1)分散式架

構(Distributed)；(2)關係鬆散的界面(Loosely 

Coupled) ； (3) 依 據 開 放 的 標 準 (Open 

Standard)；及 (4)以流程角度出發 (Process 

Centric)[12]。 

由於網頁服務(Web Services)可以建置功

能組件，並存取符合標準網路協定的獨立模組

及程式語言，因此透過網頁服務可以實現服務

導向的架構。而每一個 SoA組件可以扮演一個

或兩個角色，包括：(1)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或(2)服務顧客(Service Consumer)。服

務提供者可以建置一個網頁服務和發布訂閱

的接口，以及到服務註冊處存取資訊。每一個

服務提供者必須擔負以下的職責，包括：(1)

決定那些服務需要被發布；(2)權衡服務的安全

和服務易於取得的問題；以及(3)訂定服務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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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是利用所提供的服務去獲取其它的價

值。而服務顧客則必須透過中間商，才能獲取

所需的服務及獲知有那些服務被提供[13]。由

於服務導向之重要性，因此，服務導向架構之

概念將作為本研究在 OpenStack 所提出的雲端

運算平台中重要元件之一。 

2.4 CPU排班演算法排班演算法排班演算法排班演算法 

CPU 排班演算法是指在單核心處理器的

環境，處理器無法同時處理多個程序，因此當

多個程序同時進入並等待執行時，需從暫存佇

列選擇一個程序來執行，剩餘程序則在 I/O 暫

存佇列，並且等待 CPU 釋放出資源時，再從

I/O 佇列中選取下一個程序，此依序排班等待

CPU 執 行 的 模 式 ， 稱 之 為 不 可 搶 先

(Non-preemptive)機制。另一種排班模式為可搶

先(Preemptive)機制，當一個更高優先層級的程

序進入 I/O暫存佇列，則會中斷 CPU原先執行

的程序，並執行高優先層級的程序，原本 CPU

執行的程序將被放在 I/O暫存佇列中[14]。 

先到先服務先到先服務先到先服務先到先服務(First Come First Served；FCFS)

排班演算法是以先進入暫存佇列的程序先進

行服務，因此將優先進入的程序分配給 CPU執

行，直到 CPU執行完程序時，再把下一個優先

進入的程序分配給 CPU。由於每個程序執行的

時間不盡相同，下一個程序的等待時間，必須

依據上一個程序執行的時間而定，因此當上一

個程序執行時間過長，可能會造成 CPU無法快

速處理後續的程序，導致影響整體的效率[14]。 

依序循環依序循環依序循環依序循環(Round-Robin；RR)排班演算法在

排班時加入時間量(Time Quantum)的規則，將

I/O 暫存佇列的所有程序視為一個環狀佇列，

以固定的時間量讓每個程序都能被 CPU 執

行。因此時間量的長短將影響整體執行的效

能，如果時間量太短，程序將經常進行轉換，

導致執行效率不佳[14]。 

最短優先最短優先最短優先最短優先(Shortest Job First；SJF)排班演算

法從暫存佇列中挑選執行時間最短的程序，優

先分配執行，直到暫存佇列的程序被分配完為

止。遇到時間相同的程序，則使用先到先服務

排班演算法進行分配。最短優先排班演算法的

缺點是會使執行時間長的程序一直被搶先執

行，形成執行時間長的程序一直無法被 CPU執

行，導致發生飢餓的情況[14]。 

優先權優先權優先權優先權(Priority)排班演算法為一種非公平

的排班演算法，將任務依優先權高低排序，以

高優先權的程序優先執行，而具有相同優先權

的程序，則依照先進先出排班演算法進行排

序。優先權排班演算法的好處可滿足程序的需

求，彈性變更程序的調度。然而當高優先權程

序優先執行時，將使得低優先權程序受到延

遲，可能造成低優先權程序發生無限期的阻塞

(Indefinite)或者飢餓 (Starvation)的情形產生

[14]。 

2.5 記憶體配置策略記憶體配置策略記憶體配置策略記憶體配置策略 

當程序進入作業系統時，作業系統考慮每

個程序所需的記憶體及系統內閒置的記憶體

空間，再決定該程序可被分配的記憶體。當程

序被系統執行完成時，該程序會釋放原佔有的

記憶體，被釋放的記憶體空間將被併入到可用

區間集合裡 

最先合適最先合適最先合適最先合適(First Fit)配置策略是從可用記憶

體空間列表(Free Memory Space List)的初始位

置或前一個搜尋的結束位置開始搜尋，當找到

第一個能滿足程序的記憶體空間需求，便將此

記憶體的空間進行配置。最先合適配置策略的

優點在於能夠快速地將記憶體需求進行配

置，並提高記憶體的使用率；缺點是每次都以

優先找到第一個合適的記憶體空間進行配

置，但因記憶體的空間大小未經排序，所以容

易造成記憶體空間出現內部碎片的現象[14]。 

最好合適最好合適最好合適最好合適(Best Fit)配置策略是從可用記憶

體空間列表找出所有能滿足程序需求的記憶

體空間，並將會產生最小剩餘空間的記憶體配

置給程序需求。由於最好合適配置策略必須搜

尋整個串列，直到找出滿足程序需求且為最小

剩餘的記憶體空間，因此最好合適配置策略對

記憶體能夠達到更好的使用率，但在分配速度

上略遜於最先合適配置策略。除此之外，若原

切割的記憶體區塊不符合程序需求，則極易產

生外部碎片的狀況[14]。 

最差合適最差合適最差合適最差合適(Worst Fit)配置策略從可用記憶

體空間列表找出所有能滿足程序需求的記憶

體空間，並配置最大的剩餘空間給程序需求。

由於最差合適配置策略必須搜尋整個串列，直

到找出滿足程序需求且是最大的記憶體空

間，因此最差合適配置策略不管是在記憶體使

用率或者分配速度上都遜於最先及最好合適

的配置方法，並且容易造成內部碎片的產生。

但對於需求會增加，又不適合重新分配的程

序，反而較合適最差合適配置策略[14]。 

穩定配對穩定配對穩定配對穩定配對(Stable Matching)，又稱為穩定婚

姻問題，常應用在數學，經濟學和計算機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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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5]。由於情投意合的分配方式除了講究

“配對”外，亦需保障分配的“穩定”，因此

穩定配對的理論和實踐為資源最優配置的重

要方法之一。所謂的穩定婚姻問題，是指如果

婚姻市場上有數量大致相當的適婚男女，男方

知曉所有女方的資訊，女方亦是。首先，男方

對女方進行排序，女方也對男方進行排序。當

一方發起求婚，另一方對照自己的偏好排序

表，如果是最愛的就接受，不是的就拒絕。在

交易費用為零和配對時間不限的情況下，每個

人總能找到自己的伴侶，並且這種配對是穩定

的，即沒有人想分手，不會出現出軌的現象。

亦即，若假設有 X男和 Y女出軌，X與原來的

M女分手，這説明 X更偏好 Y，將違反預設的

偏好穩定。但這可能意味著 X之前沒有向 Y求

過婚，同樣對 Y 來説選擇 X 也意味著更偏好

X，但每個人都是依照自己的偏好排序來求婚

的，就違反了偏好排序。所以如果是穩定配

對，就不存在出軌現象。 

 

 

3. 以服務為導向架構在以服務為導向架構在以服務為導向架構在以服務為導向架構在 OpenStack的雲端的雲端的雲端的雲端

運算平台運算平台運算平台運算平台(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based OpenStack；；；；SoAOpenStack) 

為提供更符合商業應用的 OpenStack 使用

環境，本研究提出一套以服務為導向架構在

OpenStack 的雲端運算平台(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based OpenStack ；

SoAOpenStack)。SoAOpenStack 提供三層式的

服務模式，可做為服務需求及資源配置的中介

層。SoAOpenStack服務模式如圖 4所示，第一

層透過服務水準協議(SLA)區隔不同等級的服

務需求(Service Request；SR)；第二層以 Service 

Queue組成的 Service Queue Set分別儲存透過

第一層服務所分流大量的異質性 SR，再以優

先權排班演算法挑選 Service Queue Set 中的

Service Queue 執行，接著以 FCFS 執行各

Service Queue 中的 SR；第三層則使用穩定配

對(Stable Matching)資源配置演算法，將使用者

的需求與虛擬機器進行匹配，最後把 SR 分配

到適當的虛擬機器執行。SoAOpenStack各服務

層的詳細工作內容在以下子節中將詳細說明。 

 

 

圖圖圖圖 4、、、、SoAOpenStack服務模式服務模式服務模式服務模式 

 

3.1 以服務水準協議提供服務為導向之以服務水準協議提供服務為導向之以服務水準協議提供服務為導向之以服務水準協議提供服務為導向之
SoAOpenStack 

為了提高雲端服務的品質，本研究將以服

務 水 準 協 議 提 供 以 服 務 為 導 向 之

SoAOpenStack。當使用者的需求從 SaaS 進入

SoAOpenStack時，首先使用服務水準協議，藉

以區隔不同等級的服務需求。 

當 大 量 的 異 質 性 服 務 需 求 進 入

SoAOpenStack 時，首先透過 SLA 把來自不同

使用者的服務需求，依據所簽定的服務協議進

行分流。服務協議的內容包括：所需的計算能

力、記憶體容量、及網路頻寬等所需的資源。

除此之外，亦包括使用者所願支付的費用及使

用者的重要程度等。 

透過服務水準協議所區隔的不同等級之服務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147 AIT / CEF 2015



需求將依序進入不同服務等級的 Service 

Queue，其中 Q1為最高等級服務等級的 Service 

Queue，Q2 為次高等級服務等級的 Service 

Queue，其餘的 Service Queue之服務等級以此

類推。所有不同服務等級的 Service Queue將組

合成 Service Queue Set，並依不同服務等級的

Service Queue給予優先排序的順位。 

3.2 以以以以雙排程器進行多雙排程器進行多雙排程器進行多雙排程器進行多 Service Queue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需求排程需求排程需求排程需求排程 

當使用者的服務需求(SR)進入 SaaS 並經

由 SLA之分配，將分別進入 PaaS中不同服務

等級的 Service Queue中。Service Queue Set由

不同的優先等級的 Service Queue所組成，並由

雙排程器進行 SR的排程。 

SoAOpenStack的雙排程器，包括優先權排

班演算法及先到先服務排班演算法。

SoAOpenStack 首先以優先權排班演算法挑選

Service Queue Set 中優先權最高的 Service 

Queue；接著在選定的 Service Queue中依據先

到先服務排班演算法選定要進行服務的 SR 傳

送給 PaaS與 IaaS之間的分派器。 

PaaS中的代理人以 Polling的方式，從 IaaS

蒐集各實體主機與各實體主機中許你機器相

關資訊。代理人將所蒐集的資訊記錄在資料表

中，蒐集的資訊包含實體機器及虛擬機器的使

用狀況，如 CPU的使用率與Memory的剩餘量

等。分派器則採用穩定配對的策略，依據資料

表的 CPU的使用率與Memory的剩餘量，將該

階段的使用者所提出的服務需求與規格限制

表比對後以穩定配對的方式配置，直到 Service 

Queue Set中每一個 Service Queue中的所有需

求被分配完為止。在本研究中，將使用者的需

求與使用者的需求進行穩定配對，無須將虛擬

機器的資源先進行排序等。 

3.3 以穩定配對建構以穩定配對建構以穩定配對建構以穩定配對建構 SoAOpenStack虛擬虛擬虛擬虛擬

機器穩定配置策略機器穩定配置策略機器穩定配置策略機器穩定配置策略(Stable Allocation 

Strategy；；；；SAS) 

當服務需求從排程器的 Service Queue 傳

送至分派器時，分派器會從代理人得到 IaaS中

所有 Server的可用資源量，以及虛擬機器的規

格限制表，透過穩定配對的方式開始將使用者

需求進行分配及建置虛擬機器，以下是 SAS進

行服務需求配置及建置虛擬機器的步驟。 

[步驟 1]： 分派器從代理人獲得 Server可用的

資源量，以及服務供應商所制定的

鏡像規格限制表等。 

[步驟 2]： 由排程器接收的使用者服務需求，

將以先到先服務的方式傳送至分派

器，再將使用者的服務需求依所設

定的資源需求量，與[步驟 1]所提供

的 Server可用資源量表與鏡像規格

限制表進行穩定配對。穩定配對進

行中，需將使用者的服務需求格式

化後，再使用穩定配對策略進行資

源的配置。接著；依據配對的結果

進行虛擬機器的建置。首先判斷所

有 Server的資源是否能滿足所有服

務需求對 CPU及Memory的要求，

服務需求的穩定配對配置有兩種情

況： 

(1) 若 Server 的可用資源能滿足服務

需求，則將服務需求配置到該

Server 及依照格式化後的規格建

置虛擬機器，更新 Server 的可用

資源量表，並進行[步驟 3]。 

(2) 若 Server 的可用資源無法符合服

務需求對 CPU個數及Memory的

要求，則代表目前該服務需求所

需的虛擬機器無法被建置，因此

該服務需求將被放置到下一個區

段的等待佇列中，等待下一次服

務需求區段再進行重新的資源配

置。 

[步驟 3]： 當前一個區段的服務需求已配置完

畢，則重複[步驟 2]進行下一個服務

需求的配置，直到等待佇列中所有

的服務需求已被分配完畢為止。 

4. 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 

當 使 用 者 的 SR 從 SaaS 進 入

SoAOpenStack 時，首先使用 SLA 區隔不同等

級的 SR，並依 SR 的優先順序儲存至對應的

Service Queue。接著，SoAOpenStack使用雙排

程器對多 Service Queue進行排程。排程器先使

用優先權排班演算法選擇 Service Queue Set中

的 Service Queue，再以先到先服務排班演算法

選擇要服務的 SR，將 SR傳送給分派器進行虛

擬機器的資源配置。 

在本節中，將以範例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的

SoAOpenStack 之虛擬機器配置策略 SAS。針

對範例的說明，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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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程器裡等待佇列中的服務需求，可以經

由分派器配置給 IaaS 中的實體機器建置

虛擬機器； 

(2) 在初始環境的狀態，所有虛擬機器皆為閒

置。 

在範例中，所有的服務需求會被放置在服

務需求等待佇列中，如表 1所示。其中，在服

務需求等待佇列中共有 5 個需求，SR1為第一

個進入等待佇列的需求。在服務需求表中記錄

所有服務需求(SR)所需要的 CPU 需求個數

(NCPU)、記憶體需求量(NMEM)、及需求格式

化的狀態(FSR)，如表 2所示。Server的規格如

表 3所示。 

表表表表 1、、、、服務需求等待佇列服務需求等待佇列服務需求等待佇列服務需求等待佇列 

SR5 SR4 SR3 SR2 SR1 

表表表表 2、、、、服務需求表服務需求表服務需求表服務需求表 

SR NCPU NMEM(MB) FSR 

SR1 5 1024  

SR2 2 512  

SR3 4 1024  

SR4 2 512  

SR5 5 2048  

表表表表 3、、、、Server的規格的規格的規格的規格 

Server Spec. 

Server1 
I3-3210：記憶體 8GB 

硬碟 1TB 

Server2 
I5-3470：記憶體16GB 

硬碟 1TB 

代理人所搜集的資源資訊，以 Server可用

的資源量為主，包括 CPU 的個數(NCPU)與記

憶體的剩餘量(NMEM)等，Server 可用的資源

量將被記錄在資料表中，如表 4 所示即為

Server可用的資源列表。在 Server可用資源列

表中 NCPU 為 CPU 虛擬化能力可模擬之虛擬

機器數量，將依照不同 Server 的 CPU 規格及

效能而有不同的數量，可由 SoAOpenStack 提

供資源資訊。本研究所提出的虛擬機器穩定配

置策略 SAS 針對使用者的服務需求透過代理

人所提供的鏡像規格限制表，將服務需求格式

化。在 SAS中的格式化規格設定為五種大小，

包括：Extralarge (特大)、Large (大)、Medium 

(中)、Small (小)、及 Extrasmal l(特小)[11]，如

表 5所示即為鏡像規格限制表。 

 

 

表表表表 4、、、、Server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 

Server Resource Assigned 

Server1 
NCPU：10 

NMEM：8G 
 

Server2 
NCPU：15 

NMEM：16G 
 

表表表表 5、、、、鏡像規格限制表鏡像規格限制表鏡像規格限制表鏡像規格限制表 

Resource 

Allocation 

CPU 

需求個數需求個數需求個數需求個數 

記憶體記憶體記憶體記憶體需需需需

求量求量求量求量(MB) 

User.Extralarge 5 4096 

User.large 4 2048 

User.medium 3 1024 

User.small 2 512 

User.Extrasmall 1 256 

接著，將依據表 1、2、3、4 及 5 的資料

執行 SAS，進行虛擬機器配置策略。 

[步驟 1]： 排程器以 FCFS 將等待佇列中第一

個區段的服務需求傳送至分派器，

分派器向代理人取得 Server的可用

資源列表。在 Server的可用資源列

表可知目前 IaaS環境中整體的資源

狀況，並將等待佇列中的服務需求

依鏡像規格限制表將需求規格進行

格式化。進行服務需求格式化判斷

的依據主要是以 CPU 需求個數為

主，以進行後續虛擬機器的建置。

表 6 所示為需求格式化的服務需求

表。 

表表表表 6 服務需求表服務需求表服務需求表服務需求表(需求格式化需求格式化需求格式化需求格式化) 

SR NCPU NMEM(MB) FSR 

SR1 5 1024 User .Extralarge 

SR2 2 512 User.small 

SR3 4 1024 User.large 

SR4 2 512 User.small 

SR5 5 2048 User .Extralarge 

[步驟 2]： 在服務需求規格完成格式化後，將

等待佇列中的所有服務需求開始進

行虛擬機器之配置。此時分配器率

先將 SR1的服務需求進行虛擬機器

資源配置，從表 6格式化的服務需

求表中可得知 SR1 的需求為

User.Extralarge，將其對應到鏡像規

格限制列表中，可得知 SR1的服務

需求為 CPU需求個數是 5，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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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為 4096MB(4GB)，因此將

SR1 所需之虛擬機器於 Server1 建

置，並更新可用資源資訊列表，分

配 SR1更新結果的可用資源列表如

表 7所示。 

表表表表 7、、、、Server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分配分配分配分配 SR1更新結果更新結果更新結果更新結果) 

Server Resource Assigned 

Server1 
NCPU：5 

NMEM：4G 
SR1 

Server2 
NCPU：15 

NMEM：16G 
 

[步驟 3]： 接著將配置下一個服務需求。[步

驟 3]與[步驟 2]的配置流程相同，

從表 6 格式化的服務需求表中可

得知 SR2的需求為 User.small，對

應到鏡像規格限制列表中，可得知

SR2服務需求為 CPU 需求個數是

2 ， 記 憶 體 的 需 求 為

512MB(0.5GB)。因此將 SR2所需

之虛擬機器建置在 Server1，並更

新可用資源資訊列表，分配 SR2

更新結果的可用資源列表如表 8

所示。 

表表表表 8、、、、Server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可用資源列表(分配分配分配分配 SR2更新結果更新結果更新結果更新結果) 

Server Resource Assigned 

Server1 
NCPU：3 

NMEM：3.5G 
SR1、SR2 

Server2 NCPU：15NMEM：16G  

[步驟 4]： 當所有的虛擬機器都被配置到相對

應的 Server後，將形成 Server可用

資源完成表，如表 9所示。在 Server

可用資源列完成表中記錄每一個服

務需求被分配的狀態，表中對服務

需求分別紀錄被分配到的虛擬機器

所在的 Server。當目前於等待佇列

中的服務需求皆已被分配及完成虛

擬機器的建置後，SAS將等待下一

個區段的服務需求進入等待佇列，

並進行服務需求的資源配置。 

表表表表 9、、、、Server可用資源列完成表可用資源列完成表可用資源列完成表可用資源列完成表 

Server Resource Assigned 

Server1 
NCPU：1 

NMEM：3G 

SR1、SR2、
SR4 

Server2 
NCPU：6 

NMEM：10G 
SR3、SR5 

5. 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 

依據 iThome的分析，OpenStack具有 3大

優勢。首先，OpenStack 可解決雲端服務被單

一廠商綁定的問題。其次，對於想要打造雲端

服務，而不想花費大量成本購買商業化解決方

案的企業來說，OpenStack 可幫助他們節省部

署成本。這是因為，OpenStack 是個開源的軟

體，只要不違背軟體授權的規範，每個人都可

以從網站上公開取得。最後一個優勢是開源社

群的技術支援，在 OpenStack網站上註冊的開

發人員近萬人，遍布全球 87 個國家。不只在

網路上已有許多參考文件或是影音，可當作企

業 IT人員的學習範本，若是遇到無法解決的問

題，也可求助幾乎遍布全球的 OpenStack使用

者社群[6]。因此，本研究以 OpenStack做為研

究的目標。 

而為提供更符合商業應用的 OpenStack 使

用環境，因此本研究中提出一套以服務為導向

架 構 在 OpenStack 的 雲 端 運 算 平 台

SoAOpenStack。SoAOpenStack 為一個三層式

的服務模式，可做為服務需求及資源配置的中

介層。 當使 用 者的 需求 從 SaaS 進入

SoAOpenStack時，首先使用服務水準協議區隔

不同等級的服務需求，並以不同優先順序的

Service Queue 儲存。接著，SoAOpenStack 使

用雙排程器對多 Service Queue進行排程，並將

服務需求傳送給分派器。分派器經由代理人進

行機器資訊的蒐集，並透過穩定配對資源配置

演算法，將使用者的需求與虛擬機器進行匹

配，最後把服務需求分配到適當的虛擬機器執

行。 

本研究所提出的 SoAOpenStack，可以讓使

用者所需要的服務需求，可以有效的完成虛擬

機器與服務需求的配置。SoAOpenStack所建置

的虛擬機器穩定配置策略經由代理人集結所

有虛擬機器及實體機器的資訊，分派者再以穩

定配對演算法，將服務需求配置合適的實體機

器並建置其虛擬機器，以達到服務需求與虛擬

資源有效之配置，且透過鏡像檔案靈活配置虛

擬機器的資源限制，並降低雲端運算 IaaS中實

體與虛擬資源的浪費。 

然而，本研究所提出的虛擬機器配置策

略，雖然透過穩定配以避免可能產生的資源浪

費，但研究中並未考慮實體機器的負荷狀況，

因此可能會出現負載不平衡的現象。因此在未

來研究中，將考量各個實體機器或不同實體機

器叢集下虛擬機器的使用情況，透過 CPU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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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限制，藉以改良本研究所提出的資源配置

策略，期能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及虛擬機器使

用的負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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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模式建立-以 Oracle ERP 工程師為例 

 

 

摘要 
我國產業結構正處於升級轉型之重要關

頭，產業對於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之人才需求

甚為殷切，如今正處於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大環

境下，對於剛踏進社會的畢業生來說是一大挑

戰，然而企業也面臨著找尋人才及訓練專業人

才的窘境。應如何提高畢業生盡快進入職場，

並且減少企業培訓專業人才之所花費的時間

成本，因此就顯得相當重要了，在提升職場就

業力的職業訓練單位以及學校單位，擔任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目的希望透過有系統

的瞭解Oracle ERP工程師的主要工作任務與工

作內容，以做為學校在培育相關人才時課程規

劃與授課內容之重要參考，期能解決學用落差

之問題。 

關鍵詞：職能分析、職能模式、ERP 工程師、

深入訪談、質性資料分析 

 

Abstract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in a 

critical moment of transi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demand very earnest, and 

now is in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environment, for graduates who just entered the 

community is a big challenge, but companies are 

also faced with finding talent and training 

professionals dilemma. How to improve the 

graduates entering the job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reduce the time cost of corporate 

train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cost, so it is quite 

important in enhancing the strength of the job 

marke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unit school unit, 

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main tasks in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Oracle ERP 

engineers and content of the work,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while nurturing talent planning and 

teaching-related content, the use of scie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gap. 

Keywords: competency analysis, competency 

model, ERP engineers, in-depth interviews,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1. 前言  

近年來我國產業結構改變，從原本的勞力

密集產業轉變為精緻化、自動化甚至科技化的

服務性產業，而產(企)業界也覺得建置產業職

能基準有助於提供企業參考設計用人之標

準，為此降低求才成本或規劃訓練內容；而產

業職能基準也能提供學校及培訓機構據此進

行課程規劃與調整，使其培訓對象之能力貼近

產業需求，為了使畢業生更能符合產(企)業界

所需人才之標準，因此教師及學生都有著很重

要的責任。教師是否具有專業的知識及技術、

相關的實務經驗及教學能力，會直接影響到學

生是否具備進入職場所需的各方面職場能

力，因此須定期檢視與檢討技職師資之培育等

相關問題。此外，學生也需具備課程目標規畫

所設定之符合職場所需求的職能條件，才能在

畢業後快速銜接職場，為職場所適用。故如何

提升學生實務致用的能力，以及縮短學用落

差，是職業教育現在及未來所要探討的議題。 

 

2. 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介紹職能發展、涵意、用途，

以及職能分析方法；本研究希望透過企業實務

運作有關之資訊，如企業運作時所需之工作任

務、工作內容、能力、顧用此職業有那些標準

門檻、先備條件，以及顧客滿意度與工作效率

等，並且與指導教授、授課老師以及業界專家

進行深入訪談，以求更瞭解實務操作面的資

訊，進而完成 Oracle ERP 工程師職能模式。 

 

2.1 職能發展、涵意與用途 

2.1.1 職能發展 

 

職能（Competency）此一名詞，最早

是起源於 McClelland (1963)，由哈佛大學的心

理學家主張，而研究發現工作成效的好壞決定

於工作者的「態度、認知、特質」，因而這些

觀念開始了職能的雛形。隨著科技的發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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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型態的轉變，至今已有多數學者提出相

關職能的定義。由 Boyatzis(1982)提出職能是指

個人的基本特質，並能夠產出有效或卓越的工

作績效，而個人基本特質包括：動機、技巧、

自我概念或社會角色，以及所運用的知識。 

 

2.1.2 職能定義與內涵 

 

職能（competency），意指使一個人在

工作上產生傑出績效的一些基本特質，而這些

特質包括外顯可見的，以及內在隱藏的，簡單

來說即KSAOs（Knowledge、Skill、Ability & 

Others）。而職能亦隱含著表現力或思考力，這

種力量可以類推到個人工作或生活上各種不

同的情況，並且能一值停留再身上一段相當長

久的時間。在Spencer & Spencer(1993)提出這五

種型態的職能特質分別為動機、特質、自我概

念、知識、技巧等五項；其中，知識和技巧的

職能，是傾向於看得見以及表面的特性；而自

我概念、特質及動機，則是較隱藏、深層且位

於人格的中心能力。亦可比擬為「冰山模型」

中露出水面的部份就好比職能中的外顯可見

的特質，而水面下的部份則相當於內在隱藏的

特質。 

 

2.1.3 職能模式之用途 

 

Dalton(1997) 職能模式 (Competency 

Model)是指構成每一項工作所需具備的職能，

而知識、技能、行為，以及個人特質則潛在於

每 一 項 的 職 能 中 。 更 進 一 步 說 明 ，

Raymond(1999)職能模式可被用來定義於員工

在工作任務中訓練與發展的需求。在進行員工

訓練之時，員工可以很明確的瞭解現在與未來

工作所需之職能類型，進而朝向目標邁進。而

今，職能模式可運用於甄選人員、作為績效管

理的依據、設計課程規劃訓練、規劃個人發展

及職涯規劃、作為薪酬發放依據、工作職位之

標準等。由此可知，職能模式可運用於所有人

力資源管理之功能面上，亦可將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作有系統之整合設計與規劃。 

 

2.1.4 職能分析方法 
 

一般常用之職能分析方法有訪談、調

查、集會及其他四大類十四種方法，各類方法

使用之目的、成本與重點不同，在比較了這十

四種方法之後，本研究採用職能訪談法，此方

法之流程與實施方法說明如下。 
 

職能訪談（Competency Interview, or 

Competency-Based Interview ） 此一詞 是由

Hermann(1989)提出，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將職能

訪談與一般訪談進行區別。職能訪談的對象為

分析職位之工作人員和/或其直屬主管為限。除

了有對象上的限制之外，職能訪談是屬於結構

式訪談，問題更系統化，且以特定職務上的職

能為主。受訪者被詢問的問題都是需要在特定

情況下，舉出具體實例。然後訪談者再針對這

些具體實例，進一步要求受訪者詳細加以描

述。在訪談受訪者的職務說明、工作活動/內

容、工作職責，並釐清職責之間的關係及各項

職責的能力後，訪談者將這些職能整理成8-12

個領域的清單，並加以命名。以下為此方法進

行流程，並加以說明： 

1. 詢問受訪對象： 

首先，訪談者詢問受訪者：「在Oracle ERP

工程師這個職務中，您主要的工作責任，

可以請列舉描述嗎？或是可以請您描述

一下你在工作中做哪些事情嗎？又是如

何完成此任務的？」 

 

2. 提示並深入詢問： 

當受訪者回答後，訪談者可以提示並深入

詢問：「還有其它您在工作中會進行的主

要活動嗎？您是否可以詳細描述?曾經處

理過最有成就感或是覺得做得最有效率

的工作內容是什麼？為什麼？」 

 

3. 陳述主要工作責任： 

盡可能透過受訪者的回答得到對於該職

位的相關資訊。而訪談者在訪談的過程中

將會改變問問題的方式數次與方向，並且

得到該職位最主要的責任。此外，亦可以

使用前述兩個步驟的問題，來回地確認該

職位中的所有工作內容與責任。 

 

4. 確切具體描述主要工作責任： 

當受訪者敘述該職位的主要工作責任

後，訪談者將會要求其對每一項工作責任

進行確切地陳述。而訪談者可以詴著要求

受訪者將每一項工作責任描述地更具

體，或是舉個例子來說明。有時候，我們

也可以詴著讓受訪者比較不同工作責任

中的差異，藉以釐清與闡述其內涵。 

 

5. 運用工具幫助受訪者歸納 

透過上述的步驟，或許可以有效地幫助受

訪者聚焦於該職務的某些職能，但亦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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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漏掉某些部份。此時可運用一些工具，

幫忙受訪者組織並歸納該職務的所有職

能內容。舉例來說，可以提供一個卡片，

並且配合以下指導語：「有專家認為職能

的內涵應包括工作流程、溝通能力、自我

學習能力、問題解決等，若以此觀點來

看，您剛才於工作責任的描述上是否完

整？有需要加以補充的部分嗎？」訪談者

可以對受訪者於前述所提出的每一個工

作責任進行檢核，並且逐一確認描述是否

完整。 

 

6. 重複步驟1-5： 

重複上述的步驟，並且將該職能中的工作

責任均清楚地描述，如此一來，此次的訪

談將宣告結束。 

 

7. 比對訪談內容並進行歸納與分類： 

在結束所有的訪談後，將比對每位訪談者

所提出的內容，逐一進行歸納與分類，最

後的目標是將該職能的內容分成8-12個

領域的清單，並加以命名。 

3. 研究方法  

 
3.1 訪談對象 

 

本研究依據上節說明之職能訪談方法，我

們選定三位資訊產業且從事Oracle ERP職務專

家與我們進行深入訪談，職能專家之基本資料

(如表3.1)。 

 

表3.1 Oracle ERP工程師職能訪談專家名單 

專家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Oracle ERP

資歷 

洪國斌 
佐登妮絲股份有限公司 

/ ERP 工程師 
2 年 

楊尚師 
佐登妮絲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5 年 

魏明盛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4 年 

 

本研究由於採用職能訪談方法，因而獲取

大量的質性資料，因此本研究將使用質性研究

方法來處理、歸納與分析質性資料。 

 

 

 

 

3.2 質性研究步驟 

 

質性研究是蒐集感官資料(sense data)，做

為證據，進行推理後，解答研究問題的過程。

通常質性研究步驟有五，步驟一、選擇研究問

題；步驟二、設計研究方法，包括選擇研究對

象，擬定資料蒐集方法；步驟三、實際蒐集資

料（如：進行觀察、訪談），而研究者在自然

情境裡觀察、訪談、蒐集實物，然後將所見所

聞整理成文字資料；步驟四、分析所獲資料，

「資料分析」，意旨將蒐集到的原始資料去蕪

存菁、分門別類、引出意義的過程，經此過程

原始資料方能成為證據，作為解答研究問題的

依據；步驟五、提出結論回答問題。  

 

提出結論-
完成Oracle ERP工程
師職能導向模式建立

選擇問題-
Oracle ERP工程師職

能模式

設計方法-
選擇研究對象與擬定

資料蒐集方法

蒐集資料-
選取專家進行深入訪

談

資料分析-
進行質性資料分析
採用抽象五階梯方法

 
圖1 本研究進行步驟 

 

本研究依據上述質性研究步驟進行

研究步驟說明(如圖1)： 

1. 選擇問題：調查Oracle ERP工程師在

業界的主要工作任務與工作內容，以

做為學校在培育相關人才時課程規

劃與授課內容之重要參考，期能解決

學用落差之問題，進而建立Oracle 

ERP工程師職能模式。 

 

2. 設計方法：選擇研究對象為一般大學

部學生並且採用與業界專家深入訪

談為資料蒐集的主要方法。 

 

3. 蒐集資料方法：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

將與專家進行深入訪談，深入訪談基

本上以半結構式或開放式的研究問

題為主，而其訪談的技巧是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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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可以以較客觀的角度來了解

受訪者的真正觀點與想法，因此受訪

者表達的真實性變成研究效度的主

要依據。 

 

4. 資料分析：根據所獲資料，本研究使

用「抽象五階梯」來處理、分析與歸

納質性資料。Carney(1990)提出「抽

象五階梯」，更具有整體性而是由資

料轉型（data transformation）的觀點

來看分析過程，他認為做分析即不斷

提昇抽象層級。「提升抽象層級」的

觀點，它可讓分析者在概念上知道目

前自己所處階段，及瞭解未來前進的

方向與目的，而提出「抽象五階梯」

(如圖2)，其分析步驟如下： 

(1) 準備一份文字資料。  

(2) 為 文 本 編 碼 ， 貼 上 類 目

（category）。  

(3) 找出主旨與趨勢。  

(4) 檢測靈感與發現。 

(5) 建立深層結構，把資料統整，放

入此深層解釋架構中。 

 

1A 產生一份可分

析的文件

1B 嘗詴編碼 找

出合適的一套類目

2 找出整個資料

中的主旨與趨勢

3A 檢測假設隊簡化資

料組 以分析其中趨勢

3B 勾勤深層結構

1

資料的摘要與包裏

2

資料的再包裏與彙集

3

發展並檢測命題
以建立一個解釋架構

整理個別訪談為概要
將晤談錄音整理為文字稿

資料編號
就各種詮釋架構之關係 寫分析備忘錄

尋找資料中的關係 撰寫分析備忘錄
找出資料中的重點與斷層

交叉檢核暫時的各種發現分析
分析資料中的主旨畫出圖表

綜合 將資料納入解懌架構中

 
圖2 抽象五階梯 

 

本研究在資料分析階段依據抽象五

階梯之步驟進行質性資料分析，步驟說明如

下： 

(1) 文字化：將與各專家深入訪談之

內文編打成逐字稿並且寫下概

要重點，詴圖將關聯詞、句標示

以便做後序的修正。 

 

 

(2) 概念化：將所獲得的資料(句/段)

完成轉譯，便開始將資料編碼與

歸類成概念賦與資料，而從中尋

找主旨代碼、形成合適的分類系

統與資料彙集，如段06，原文「資

料庫方面有一例行性的空間上

的不足，儲存空間上的不足，那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給它增加新

的磁碟空間」，因此就將其歸類

於「增加資料庫磁碟空間」與「問

題解決」。由於逐字稿內文資料

量龐大，因此本研究將其截取一

小段以作範例(如表3.2.1)。 

 

表3.2.1  逐字稿編碼_範例 

1、維護正常交易分析範例表 

段

號 
原文 編碼 

段

01 

因 POS 會拋訂單進來，

我們要把訂單的一些東

西可能是要存貨的，那

如果說在 ERP 系統裡，

它某些特定的倉庫沒有

設定，那它就沒辦法通

過訂單的稽核，這時候

就會出現錯誤了。 

 維護正

常交易 

 各模組

間的故

障排除 

 細心度 

 問題解

決 

段
02 

從外部系統要下這張訂

單的話，那系統就開放

我下訂單，但是 ERP 系

統裡面，它的設定可能

是沒有設定到這個平價

倉庫，又或則是那個平

價的倉庫可能就已經是

停用的，也有可能是系

統本身的資料不一致等

等種種的可能，所以在

POS 系統上輸入的訂

單，導致資料無法進入

到 ERP。 

 維護正

常交易 

 各模組

間的故

障排除 

 細心度 

 問題解

決 

段

03 

當要跨年度的時候，訂

單的單號就必須要去設

定。 

 維護正

常交易 

段

04 

那有一些東西它只是操

作或是設定上的失誤，

你只要去修改設定，那

這個問題就可以克服，

這就像我們之前所提到

這個倉庫設定的問題，

 維護正

常交易 

 各模組

間的故

障排除 

 細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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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呢，就是相對比較

容易的。 

 問題解

決 

段
05 

當系統發生 Bug 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要回到

剛剛處理事情的流程，

當你確認是系統的 Bug

時，第一、就是會先去

官方網站看是否有系統

修正的程式可以打，如

果說有的話，就把它下

載下來。 

 排除系

統 Bug 

 各模組

間的故

障排除 

 細心度 

 問題解

決 

 好奇心 

 主動性 

 持續學

習 

段

06 

資料庫方面有一例行性

的空間上的不足，儲存

空間上的不足，那這個

時候我們就要給它增加

新的磁碟空間。 

 增加資

料庫磁

碟空間 

 問題解

決 

段

07 

那我們一般來說會用到

一般後端資料庫的修正

這個相對困難度就會比

較高。 

 資料庫

資料修

正 

 持續學

習 

段

08 

正在拋轉的資料是有發

生錯誤的，因此我們只

能夠把已經拋轉的資料

或是有問題的資料做還

原。 

 資料還

原與處

理 

 問題解

決 

段
09 

他們來只是配合作業系

統的一些例行性維護而

已，一般來說，我們會

和廠商簽定維護合約，

每年他們會來做系統的

定期保養。 

基本上就是提供他們 IP

與 PW 給他們自己檢

測。 

 系統配

置與管

控(協力

廠商支

緩) 

 溝通協

調 

 團隊合

作 

 

(3) 命題化：探究資料中的關聯度並

將資料的再包裏與彙集總整合。 

 

(4) 圖表化：將靈感與發現列為初步

結果，並且繼續分析與檢測資料

裡的關聯度、重點與缺漏處，以

作修正。 

 

(5) 理論化：獲得Oracle ERP工程師

職能模式初步結果。本研究在進

行質性資料分析階段過程中，因

而考慮到信度與效度的問題，而
Guba,E.G.&Lincoln(1985)&Miles

&Huberman(1994)都曾提出資料

蒐集的單一方法，單一觀察者，

和單一理論的偏見問題，因此為

了增加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

度，本研究選擇使用「分析者三

角校正法」，以增強資料與解釋

之間的關係，為此克服單一偏見

的 問 題 。 三 角 校 正 法

(Triangulation)是指在研究過程

中採用多種不同形式的方法、資

料、觀察者與理論，以檢核與確

定之資料來源、資料蒐集、資料

蒐集策略、時間與理論架構等的

效度，為此降低研究者的個人偏

見，也是質性資料研究中不可缺

少的工具之一。而「三角校正法」

在量化研究中，主要目的在確立

研究的效度，以建構其所詮釋之

結論。本研究採用「分析者」三

角校正，是指由不同分析(研究)

者的角度去審視研究發現與結

果。本研究分析者是由兩位從事

ERP教學5年以上且有企業輔導

相關經驗之資管系教授及一位

具ERP 2年經驗之研士班研究生

擔任，在蒐集資料與分析Oracle 

ERP 工程師職能模式的過程

中，將請分析者閱讀逐字稿並於

以編碼與歸納。 

 

5. 提出結論：完成Oracle ERP工程師職

能模式的建立。 

 

4.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職能分析方法之職能訪談法

因而得到的此職能之相關資料，再以質性資料

分析方法之抽象五階梯方法，透過三位分析者

一致性結論而獲得Oracle ERP工程師職能模式

之主要工作任務為”維護正常交易”、 ”客製程

式開發”、 ” 系統導入”，以及” 製作報表”等

共四項工作任務(如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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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Oracle ERP 工程師職能模式 

工作 

任務 
細項 頻率 

難易

度 

維護正

常交易 

故障排除_維護三大

模組的運作 

(製造、訂單、財務) 

高 適中 

排除系統 Bug 中 困難 

增加資料庫磁碟空間 中 簡易 

資料庫資料修正 中 困難 

資料還原與處理 低 困難 

系統配置與管控 

(協力廠商支援) 
低 簡易 

系統稽核檢測 低 簡易 

客製程

式開發 

客製程式的開發 低 困難 

作業文件的製作與解

決方案的構築 
低 困難 

維護系統的穩定性 低 適中 

系統開發測詴與轉換 低 適中 

系統整合測詴 低 簡易 

系統 

導入 

系統導入作業 低 困難 

撰寫系統導入 SOP 流

程與規範 
低 簡易 

系統導入教育訓練 低 適中 

專案的檢討與評估 低 適中 

製作 

報表 
撰寫報表與版面處理 中 適中 

 

在完成 Oracle ERP 工程師工作任務後，再

將其資料彙整建立成 Oracle ERP 工程師行為

指標參考資料並編列編號，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Oracel ERP 工程師行為指標參考資料 

編號 描述 

B1 維護正常交易 

B2 客製程式開發 

B3 系統導入 

B4 製作報表 

 
在完成 Oracle ERP 工程師行為指標參考

資料後，再由三位分析者依掾訪談內容將其資

料歸納彙整並將每個行為指標所對應之職能

內涵建立成 Oracle ERP 工程師職能內涵選單

並編列編號，而職能內涵包含知識、技能與能

力三大項(如表 4.3)。 

 

 

 

 

表 4.3 Oracel ERP 工程師職能內涵選單 

知識 技能 能力 

K1:  

瞭解作業系

統的操作與

系統環境 

S1:  

各模組間的故障排

除 

A1： 
細心度 

K2:  

瞭解 EBS 系

統架構 

S2:  

排除系統 Bug 
A2： 
溝通協調 

K3: 

瞭 解

Linux/Unix 的

指令 

S3:  

增加資料庫磁碟空

間 

A3：  
問題解決 

K4:  
瞭解資料庫
關聯與 SQL
語法的使用 

S4:  

資料庫資料修正 
A4：  
團隊合作 

K5:  

瞭解 EBS 的

PL/SQL 語法

的使用 

S5:  

資料還原與處理 
A5： 
主動性 

K6:  

瞭解專案導

入方法規劃

(AIM)流程與

撰寫導入相

關文件 

S6:  

系統配置與管控

(協力廠商支緩) 

A6： 
創造力 

K7:  
瞭解作業系
統的操作與
系統環境 

S7:  

系統稽核檢測 
A7： 
好奇心 

 
S8:  

客製程式的開發 

A8： 

持續學習 

 
S9:  

維護系統的穩定性 
 

 
S10:  

系統整合測詴 
 

 
S11: 

系統導入作業 
 

 

S12:  

撰寫系統導入之

SOP 流程與規範 

 

 

S13:  

系統導入之教育訓

練 

 

 
S14:  

專案的檢討與評估 
 

 

S15: 

撰寫報表與版面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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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將每個行為指標所對應之職能內涵

完整編列成 Oracle ERP 工程師行為指標與職

能內涵對應表(如表 4.4)。 

 
表 4.4  Oracle ERP 工程師行為指標與職能內

涵對應表 

 

5. 研究建議與討論 

近年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快速

變遷，產業結構改變，勞力密集產業逐漸外

移，而服務業產值與從業人員比重已超過製造

業，因此整體產業朝向高科技、資訊化，以及

自動化方向發展。然而職場人力層次結構、行

職業產生變動與職場需求能力產生落差，使得

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產企業界又找不到符

合要求之人才。業界對技職教育人才培育問題

的討論相當多，對於技職教育之看法大致認

為，與產業界互動不足、教師缺少實務工作經

驗、課程設計業界人士參與少、教學缺少實務

內容、教師升等過於學術化、缺少教師推廣產

學合作之誘因等。檢討我國技職教育由學界主

導，產業參與不足之問題，為縮小我國技職學

生畢業能力與產業需求的差距。因此希望透過

本研究結果將可利用於學術界課程規劃上，以

達成學術界與企業界之職能需求融合。 

 

本研究與業界專家深入訪談結果進行質

性資料分析，再經由分析者三角校正方法，陳

述與結果進而討論出必要之行為指標，最後提

出Oracle ERP工程師職能模式與Oracle ERP工

程師行為指標與職能內涵；而Oracle ERP工程

師職能模式主要工作任務為”維護正常交易”、” 

客製程式開發”、”系統導入”，以及” 製作報表”

等四項工作任務，而每個行為指標對應之職能

內涵所需之知識、技能與行為能做為學校在培

育相關人才時課程規劃與授課內容之重要參

考依據，期能解決學用落差之問題。 

 

未來本研究將進行更廣泛與業界專家進行

調查與深入訪談，更能獲取業界現今的趨勢與

經驗，進而可細部調整與規劃 Oracle ERP 工程

師職能模式，增加一致性之收斂程度，更能達

成學術界與企業界之職能需求融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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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利用 Workflow ERP 系統的

參數來作客戶信用額控制設定。由客戶

基本資料中信用額度管制裡的參數設

定，加入本研究整理出來信用額度的公

式對客戶評比，並利用 Workflow ERP
裡的的應收帳款管理、票據資金管理作

資料回饋。達到評比定期更新的方法，

藉此公司方面也能更精確的掌握公司財

務的問題，達到有效處理客戶信用的管

制，提升經營績效。 
 
In this thesis, we try to use the  

Workflow ERP system to control the  
customer’s credit quota. According to  
the ERP system that can understand the 
customer transaction and payment  
condition.  It can reduce the business  
risk and raise the performance.  

 
關鍵詞：信用額度管制、資料回饋、Wo
rkflow ERP、經營績效、參數 
 
1.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經濟快速變遷，產業環境的自由

化、國際化、以及網際網路的快速發展，

傳統的經營機制，已經無法提升企業的

價值；因此如何善用資訊科技與管理，

有效提升企業經營管理，是每個企業的

重要課題。 

隨著資訊科技的演進與網際網路的

盛行，企業無不希望藉助電腦化來提升

其作業流程效率、生產力以及競爭力。

而 ERP 系統主要是將日常企業作業流程

作一個即時且整合的軟體系統。目前稍

具規模的企業多數已導入 ERP 作業系

統，希望藉助 ERP 系統能為企業做好日

常內稽內控的功能，進而提升企業競爭

力。【4】 
1.2 研究目的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下列幾點： 
 探討信用額度的決定因素。 
 透過 ERP 系統之參數設定來達到有

效客戶信用額度之控管。 
 避免因人為疏失造成過度授信導致

公司營運風險損失，提升競爭力。

【1】 
2. 文獻探討 
2-1 何謂信用額度 

信用額度又稱信用限額，也是企業信

用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信用額度包括

企業發放給客戶群的總體信用額度和發

放給某一具體客戶的信用額度兩個方

面。就企業總體來說，信用額度是指企

業基於自身的資金實力、銷售政策、最

佳生產規模、庫存量等因素，以及受到

的來自外部的競爭壓力而確定的可對客

戶發放的信用額度的規律。企業應該通

過認真地計算和參考以往的經驗，確定

在一個科學的總體信用額度，並以此指

導和控制企業的信用銷售和應收賬款持

有水平。 
2-2 信用額度設定的目的 

 一般來說，信用額度設定的主要目的有

下列幾點： 

 防止客戶倒債。 
 以賒銷取代現金銷售，降低客戶即

時採購成本，提高本公司的競爭力。 
 為降低賒銷風險，針對企業客戶的

資格、徵信結果、交易條件、平均

每月銷售額及過去帳款支付狀況，

給予信用評等與額度，以降低應收

帳款風險。 
2-3 信用額度設定應該考慮的因素 

1. 要考慮公司的因素 
 公司的財務狀況允許多大規模的賒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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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市場目標是擴張、防守還是

退縮，如擴張，則需要更多的賒銷

客戶、更高的賒銷額度。 
 公司的產品利潤狀況。對高利潤的

產品可以提高信用額度，利潤低則

不可能提供賒銷。 
 公司產品在市場上的生命周期。在

產品導入期、成長期，因為推廣的

需要，要有較高的信用額度；而在

成熟期和衰退期，則可以降低信用

額度以求得更多的現金。 
 
2. 要考慮和客戶之間的關係，如果客戶

認同和相信公司，主推本公司產品並

能緊密配合公司的各項政策措施，公

司可以給予較高的信用額度，反之則

給予較低的信用額度。【1】 
 
3. 研究架構 

根據以上文獻資料，對客戶徵信及資

格審查來設立信用管理，如此可以有效

率提升銷售業績、減少呆帳損失、增加

獲利能力上與未設立信用管理應有顯著

的差異，此外利用 ERP 內部資料與報表

的回饋達到蒐集、驗證、分析、建立與

管理客戶信用後續檔案資料的更新。為

達到客戶評比的客觀性本研究假設以上

市櫃公司做為探討的對象。 
 

3.1 信用額度的條件設立 

1. 有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上市：3
分 上櫃：2 分 非上市上櫃：1 分) 
【2】 
 

① 上市公司給予       (3)分 
② 上櫃公司給予    (2)分 
③ 非上市上櫃公司給予 (1)分 
 
2. 取公司的資本額值作依據(千萬) 

1~9 (1 分)、10~18(2 分)、19~27(3
分) 
 

① 資本額 19～27 給予 (3)分 
② 資本額 10～18 給予 (2)分 
③ 資本額 1～9 給予   (1)分 

 
3. 股票淨值比公式：股價/淨值=股價淨

值比(PBR)【3】 
 

① 股價淨值比＞１給予 (3)分 
② 股價淨值比=１給予  (2)分 
③ 股價淨值比＜1 給予  (1)分 
4. 過去兩年營運狀況：(一般非上市上

櫃不容易取得) 
 

① 每股盈餘 2.1↑給予 (2)分 
② 每股盈餘 0~2 給予  (1)分 
③ 每股盈餘 0↓給予  (0)分 
 
5. 每月與本公司交易的採購金額：(假

設自公司的每月大約 3000 萬的銷售

總，買家佔銷售的總%數，中間值=
10) 

① 佔總銷售金額 15%給予  (3)分 
② 佔總銷售金額 10%給予  (2)分 
③ 佔總銷售金額 5%給予   (1)分 
 
X1：上市上櫃公司 
X2：資本額 
X3：股票淨值 
X4：每股盈餘 
X5：預計採購金額 
 
公式 1： X1+X2+X3+X4+X5=總評分   
 
Ａ：11-14 分；可超出率加 10% 
Ｂ：8-10 分；正常 
Ｃ：4-7 分；可超出率減 5% 
 
  在此 ERP 系統裡，客戶信用管制有三

種，分別為依公司設定、依客戶及不管

制三種。本次研究信用額度管制，選用

了依客戶資料管制來設定，並且可以設

定客戶訂單、出貨、銷貨單超限的處理

方式，可依據客戶的評比設定超限時是

要拒絕、警告、不檢查。 
經過一段期間新客戶也會轉變成舊

客戶，在舊客戶調整上我們研究出可以

去判定客戶評比調整的方法。考慮到當

信用好的客戶是否可以提升較好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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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信用較差的客戶是否可以降低原評

比內容的調整，而我們採用的方式是:根
據客戶半年內是否有退票紀錄、逾期帳

款問題，做為調整客戶新評比的依據，

藉此得知舊客戶新的評比，就可以 從信用額度管制內調整信用額度可超出

率以及超限的處理方式來控管。這樣

下次交易就可以更準確控管額度上超限的

處理，藉此得出更有效率的方式去整理每

個客戶的信用額度。如圖 1 所示 
 

 
圖 1 系統架構圖 

 
4.實例操作 
4.1 新客戶資料建立 

 根據表 1 客戶資料條透過公式 1 計算可

以得出表 1各個客戶的評比分數 

表 1 客戶資料評比表 

 

上市或

上櫃 

資本額(千

萬) 

股票成交

價>淨值 

股票成交

價<淨值 

每股盈餘 
銷售金額約

(萬) 
評比&分數

乙 上市 11.85 
10.75>10.

44 
0.03 450 A&11 

丙 上櫃 2.33 
54.5>20.5

4 
5.38 300 B&9 

己 上櫃 3.09 
44.9>23.6

1 
5.54 300 B&8 

壬 上市 7 
12.9<15.1

7 
0.1 150 B&8 

葵 上市 15 
26.25>12.

76 
1.44 150 B&9 

 

項

目
公

司

 
假設癸公司要跟本公司交易，基於 E

RP 系統管理裡沒有癸公司資料，首先需要

先把癸公司的基本資料、資本額、年營業

額如圖 2 所示以及信用額度先完成如圖

3，以便後續能更方便調查客戶的交易紀錄

等，完成後待主管審核確認後，賦予正式

客戶代號。 
以一個虛擬公司為例，2014 年 08 月 2

9 日癸公司下筆訂單，訂單內容有 410001

數位相機-SL 系列、610001 數位相機-高手

玩家型、410003 數位相機-簡易型等三種

等商品，付款條件為次月 20 日。 

步驟一：進入 ERP 系統後，點選品號資料

建立作業，點選要的品號號碼 410001、61

0001、410003 等，並完成需訂購的數量如

圖 4所示。 

點選銷貨單建立作業，新增一筆之後

點選“ 複製前置單據＂就可了解客戶

訂購那些採購數量，以便銷貨單建立，如

下圖 5 所示 
根據客戶銷貨建立作業之設定執行結

帳作業,銷貨單完成後，需要做結帳動作如

圖 6 所示，結帳單完成後，需要做收款動

作，這筆訂單如順利收到款項則此筆交易

就結案了如圖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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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銷貨完成如無法完成正常收款導致

應收帳款逾期,票據亦可能產生退票之情

況。 

因此在交易過程中有可能產生多種的情況

均會對原先客戶之信用額度之評比產生變

化如圖 8.9 所示。 

 
圖 2 客戶資料建立作業 

 
圖 3 客戶信用額度設定 

 
圖 4 客戶訂單建立作業 

 
圖 5 銷貨單建立作業 

 
圖 6 結帳單建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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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收款單建立作業 

 
圖 8 退票紀錄明細 

 
圖 9 逾期應收帳款明細 

4.2 模擬發生之情況 

實務上可能會有多種狀況發生，在此

我們透過系統模擬下列四種狀況。 
4.2-1  狀況一 ：無退票及應收帳款紀錄 

假設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沒有退票的

紀錄【如圖 8】沒有逾期應收帳款的紀錄，

因次此客戶原評比分數為 B可以調增，調

整過後新評比分數為 A，由原先可超出率 5

%調升成 10%，在超限處理方式，由原先訂

單改為不檢查如圖 11 所示。

 
圖 10 調整前客戶資料 

 

 
圖 11 調整後客戶資料 

 

4.2-2  狀況二  有退票記錄 
假設己公司有退票記錄一次如圖 8所示

計算其評比分數，其原來的評比分數為 B調降

為新評比分數為 C，因此在信用額度管制上，

由原先可超出率 5%調降成 0%，在超限處理方

式，由於先均設為警告，在銷貨單確認時改為

拒絕。分別如圖 1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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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調降前客戶資料 

 

 
圖 13 調整後客戶資料 

 

4.2-3 有逾期應收帳款 

假設丙公司有逾期應收帳款紀錄如圖 9

所示因為有逾期帳款一次所以在原評比分數

為 B如圖 14 所示，調整過後新評比為 C，所

以在信用額度管制，原可超出率為 5% 調整過

便為 0%，在超限處理方式由原先均警告，銷

貨單改設為拒絕如圖 15 所示。 

 
圖 14 調降前客戶資料 

 

 
圖 15 調整後客戶資料 

 

4.2-4 有退票記錄及逾期應收帳款 

    假設乙公司有退票記錄及逾期應收帳款

如圖 8.9 所示，因此原評比分數需做調降，由

原評比分數為 A如圖 16 所示調整過後新評比

為 C，所以在信用額度管制，原可超出率為 1

0%調整過為 5%，在超限處理方式由原先均警

告，銷貨單改設為拒絕如圖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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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調整前客戶資料 

 

 
圖 17 調整後客戶資料 

 

5.結論與建議 
無論在製造業、服務業等，對客戶授信是

提升公司銷售業績經常需採用的一種策略，對

客戶授信同時如何降低公司經營的風險也是

相對重要的課題。透過本次研究發現如能善加

利用 ERP 系統內建功能針對客戶信用控管，

能具體的對客戶授與信用額度，再透過系統內

應收帳款與退票記錄統計報表可以清楚且有

效掌握客戶交易後續的情況，可以定期追蹤客

戶信用狀態，降低企業營運風險與提升公司經

營能力。 

    建議後續對此議題有興趣者可以在客戶

信用評比分析上結合更多的條件等，提升客戶

信用評比的客觀性與參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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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hat-Info：具親和介面之 Google 技術支援適地

性旅遊導覽多重代理系統 

 
摘要 

本文探究整合 Google 地圖與影像辨識技術，

來建置一基於適地性服務之最佳推薦與路徑之

Dr.What-Info 多重代理系統。系統透過智慧型手機

定位及影像掃描功能與後端多重代理資訊系統之

雲端資料庫充分溝通，給予使用者便捷的旅遊體

驗。特以新北市文化景點為例，本系統不僅能呈現

精確的熱門分析資訊，更整合 Google 地圖與 GPS
定位功能，提供專業的即時路徑導航資訊。初步的

系統比較與易用性分析均高展現出本系統的可行

性。 

關鍵詞：Google 地圖、GPS、適地性服務、手

機應用程式、多重代理系統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a location-based 

service tour guide app using Google maps and an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s a tourism 
information provider and as a route planner for 
tourists. Users can have great fun during vacation 
travels through an easy to use interface, integrating 
smartphone GPS function, a QR/Bar code reader and 
an easy access to a cloud database, to find all the web 
services needed. Particularly, given an archeologic site 
in New Taipei City for testing purposes, the presented 
app is demonstrated not merely as a provider of 
information on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s, but also as a 
high performance GPS navigation device to guide 
users toward destinations. Early-stage results 
demonstrates performance superiority over a number 
of previous studies. 

Keywords: Google map, GPS, Location-based 
services, APPs, Multi-agent systems. 

1. 導論 

財團法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為具體

呈現臺灣網際網路發展現況，定期蒐集網域名稱、

IP 位址、連線頻寬、寬頻調查等統計資料。圖 1 羅

列出 2014 年 5 月臺灣地區上網人數統計；趨勢顯

示：實際使用上網的比例持續攀升。足見臺灣地區

不僅網路使用環境豐沛，持續上網人數更是穩定成

長；況且，更有近半臺灣人口使用行動資訊上網。

因此，如何擅用這個豐沛的網路環境，提供行動資

訊上網使用者更便捷快速的「行動資訊服務」實屬

當務之急。 

 
圖 1 2014 年 5 月臺灣地區上網人數統計統計圖 
（單位：萬人；資料來源：TWNIC，2014/09） 

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觀光人數從民國 93 年

起的 300 萬人次到 103 年約 992 萬人次；其中，更

顯示出來臺人數的 73%約 720 萬人次的目的是為了

觀光；近年來，因為開放大陸自由行，來台入境旅

客的旅遊資訊更是需求日殷。然而，想像一下，使

用者使用行動資訊設備查詢資訊時的情境：先開啟

預設瀏覽器，手動輸入查詢關鍵字，等待瀏覽器的

查詢回應；但是，若能有一個直接取得查詢資訊，

免除使用者手動輸入的程序，諸如照相後，系統直

接辨識圖片後取得相關查詢資訊，系統再主動回應

查詢結果，使用者當可更方便地使用行動資訊查詢

或諮詢的資訊服務。況且，表 1 也顯示出尼爾森公

司（Neilsen, http://www.nielsen.com）於 2013 年 2
月針對 2012 各國使用手機進行消費的統計圖，其

中使用手機照相功能辨識 Barcode 或 QR code 的功

能比例頗高，顯見手機使用者熟悉且能有效地使用

相機功能。為此，研發一個便捷的旅遊查詢輸入的

行動設備應用系統便是本文研發的主要目標。 

表 1 2012 各國使用手機進行消費的統計圖

（2013/03） 

 BAR/QR 
CODE 

SCANNING

MOBILE 
SHOPPING 

NFC/MOBILE 
WALLET 

MOBILE
BANK 

South Korea 38% 43% 15% 51% 
China 30% 43% 20% 42% 

Australia 14% 25% 4% 40% 
American 24% 30% 3% 38% 

Russia 12% 17% 11% 33% 
Brazil 22% 17% 11% 28% 
Britain 18% 26% 4% 28% 

Italy 14% 15% 3% 22% 
India - 7% - 7% 

Turkey 2%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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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地圖源於 2005 年 2 月 8 日在谷歌部落

格上首次公布，並於 2005 年 6 月 20 日將覆蓋範圍

從原先的美國、英國、加拿大擴及全球。文獻上更

有諸多引用 Google 地圖的相關研究，Hu and Dai [8]
引用 Google 地圖 API、SQL 資料庫與 ASP.NET 研

發線上地圖應用的技術；Ibrahim and Mohsen [9]在
Android 行動設備上，引用 Google 地圖研發線上適

地性服務的相關技術。從上述研究，顯見整合

Google 地圖到相關資訊系統的研究是一個趨勢，這

也是本文何以整合 Google 地圖的最大動機。然而，

探究地圖週遭相關位置的資訊服務指的就是：適地

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當網路與行

動設備結合後，特別是手機，它不僅整合 GPS 定

位、行動通信和導航等多種技術，更提供與空間位

置相關的資訊服務，透過這樣的技術，系統便能精

準地掌握使用者的位置，進而提供最近距離的最佳

資訊服務。本研究也是在同樣的理念下，讓使用者

透過更為便捷的輸入介面，引用 Google 地圖探究如

何快速且精確地查詢因地制宜之旅遊資訊的相關

技術。 
綜言之，本文旨在整合 Google 地圖與影像辨

識技術，來建置一基於適地性服務之最佳推薦與路

徑之 Dr.What-Info（A master on what the information 
is?）多重代理系統。系統透過智慧型手機定位及影

像掃描功能與後端多重代理資訊系統之雲端資料

庫充分溝通，給予使用者便捷的旅遊體驗。特以新

北市文化景點為例，本系統不僅能呈現精確的熱門

分析資訊，更整合 Google 地圖與 GPS 定位功能，

提供專業的即時路徑導航資訊。初步的系統比較與

易用性分析均高展現出本系統的可行性。 

2. 研究背景與研發技術 

App 是 Application 的簡稱，指的是電腦運作中

的一個應用程式。Apple 在 2007 年 iPhone 上市後，

建立一應用程式的發佈平台：App Store，因此 App
便成為了 Apple 手機或平板電腦上應用程式的代名

詞。同時，Google 公司也在 2007 推出以 Linux 為

基礎的 Android 行動平台作業系統，它是一套開放

原始碼的系統，免費提供給有興趣的軟體和行動裝

置開發廠商。截至目前為止，App 大致分為 iOS 與

Android 兩大陣營（當然還包括市場邊緣化的

Windows Phone）。前者是 Apple 公司的產品，是

一 個 封 閉 的 開 發 環 境 ， 主 要 開 發 語 言 為

Objective-C；Android 則是 Google 開發之行動裝置

作業系統，它是以 Java 為基礎的開放環境。相關快

速開發工具包括有：MIT App Inventor（Android，
http://appinventor.mit.edu/ ）、 AppMakr （ iOS 及

Android，http://www.appmakr.com/）與 Buzztouch
（iOS 及 Android，http://www.buzztouch.com/）等，

使用這些工具前應優先考量支援功能性的免費程

度為要。為此，本論文將以 MIT App Inventor II 為
主要的開發工具，因為它提供了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元件，更可支援繁體中

文等優點。 
一般而言，以文字為主之影像辨識技術大多採

用光學字元辨識（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的方法論。它的處理架構略分成：影像處理

（ Image Processing ）、文件分析（ Document 
Analysis）、文字辨識（Character Recognition）及

語意處理（Semantic Processing）等四大步驟。近年

來，智慧型手機的發展，不僅造就了前述兩大開發

平台系統，更精進手機照相功能及其對應的軟體開

發 APIs，支援處理包括：除去雜質、字體修整、分

割單字、細線化、特徵擷取等文字辨識功能[6]；再

者，從 2007 年在美國商業週刊 12 月 Google 給了雲

端運算的定義，直到國際數據公司 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指出 2010 年臺灣雲端運算元年

的蓬勃發展[10]，各大資訊廠商陸續推出包括：雲

端基礎架構、雲端平台，及雲端應用程式；更指出

應用服務將成為手機市場的主要驅動力，也造就了

諸多雲端圖像辨識系統的建置，像是鄭吉辰[5]及施

能義[1]等人所開發的系統。顯而易見，利用智慧手

持裝置之照相功能，開發具影像辨識技術的資訊服

務，早已成為行動式資訊服務系統的研發趨勢，這

更成為本系統開發的最大動機。 
適地性服務指的是：藉由行動裝置透過與行動

網路的連接，確認使用者的實際地理位置，進而滿

足使用者對位置需要的資訊所提供的對應服務。近

年來，基於行動裝置與應用程式的蓬勃發展，不僅

適地性服務的應用需求日殷，文獻上更有諸多的探

究，包括：洪書緯[2]也分別指出或探究適地性服務

的價值與使用效益；Chen 等人[7]針對地產行業分

析整理設計出一個性化適地性服務架構；Ramya 
and Babu [13]也引用圓形化資料彙總技術，針對適

地性服務提出新一代任意式行動網路 MANET
（Mobile Ad Hoc Network）架構設計概念。上述架

構的共同特徵在於：行動設備端觸發查詢或資料異

動的請求，根據觸發條件透過各式包括：PHP、.NET 
Solutions或 Java Solutions等電腦語言所撰寫的對應

網路服務（Web Services）跟伺服器端的資料庫進

行溝通，資料的交換格式多為延伸式標記語言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或是更輕量的 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來溝通資訊。此舉，

除了維護資料安全性外，當重新開發不同平台的應

用程式，資料來源不僅不用重新撰寫，更具備跨平

台的優點。此外，多數的系統也在本地裝置端有一

微型資料庫，儲存使用者瀏覽或是加入最愛清單等

功能，方便離線瀏覽與進一步優化服務品質的運

作。最後，這些文獻中提及的系統架構的設計理

念，本系統將去蕪存菁，並針對適地性服務應用系

統的使用性作一深入且完整的探究。 
本體論能提供完整的語意模型，具有共用與重

複使用的特性。它不僅能完整地呈現一特定領域的

知識核心，自動地瞭解、溝通及存取相關領域資

訊，更能進一步推論出新的知識與結果，對於資訊

系統的建立與維護，是個非常有力的工具。圖 3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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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旅遊行程資訊相關的本體論，主要是定義各式

旅遊相關概念間的基本知識及其概念的階層關係

與特徵，並用以支援後端資訊代理系統的整體運

作。 

 
圖 3 旅遊行程資訊相關的本體論 

本體論服務則包含有：檢索詞的語意距離轉

換、檢索詞對應上位詞、下位詞、同義詞及反義詞

等 轉 換 服 務 。 本 研 究 採 用 WordNet
（http://wordnet.princeton.edu/）作為比對模式的基

底，再結合中央研究院中英雙語知識本體詞網

（http://bow.sinica.edu.tw/），探討中英雙語資訊轉

換、語言資訊與概念架構的連結、詞義的區分與詞

義關係的連結及其使用領域，提供本系統

Dr.What-Info 知識運籌的基本架構；再引進 Jaccard
相似度來估算本體論概念間的一致性。基本的概念

就是利用檢索詞概念與 WordNet 對應概念間的一

致性及其相關位置來索引該領域概念，最後藉由

WordNet 中的識別碼 Synset_ID 為基，來存取該領

域概念支援整體系統運作。 Jaccard 相似度

（Similarity or Index）及相異度（Dissimilarity or 
Distance）計算公式分別示如(1)及(2)： 

BA

BA
BAJ




),(

              (1) 

BA

BABA
BAJBAJ 

 
 ),(1),(

    (2) 

J(A, B)的值介於(0, 1)間，0 表示 A 與 B 完全無關；

1 表示 A 與 B 為相容的同義字。同理得知，J(A, B)=1
時，表示 A 與 B 完全無關（距離最大）；反之，表

示 A 與 B 為相容的同義字（距離最小）。舉

OWL/RDF(s) 為 例 ， 這 些 關 係 均 被 定 義 在 
“owl:ObjectProperty”, “owl:Functional Property”,
及”owl:InverseFunctionalProperty”間。因此，我們可

定義相關的剖析規則來抓取本體論的主要概念，例

如 
TRIPLE 
   (SUBJECT ?P) 
   (PREDICATE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TYPE”)
   (OBJECT “HTTP://WWW.W3.ORG/2002/07/OWL#OBJECTPROPERTY”) 
TRIPLE(SUBJECT ?S)(PREDICATE ?P)(OBJECT ?O) 
=>RESULT : O IS DESCRIPTION FACTOR FOR S 

在上述規則中，若述語（Predicate）P 是上述字彙

的型態，目標（Subject）S 擁有物件值（Object）O
的其它概念，則在此條件下，目標 S 就是關係到此

領域的主要概念。接著，就從這群主要概念集合

中，藉由公式(3)計算求得最具代表性的領域概念

（Domain Concept），亦即資訊內容值（Information 
content value）最大者： 

)](log[max
),(

21

cP
cc

eptDomainConc
Sc


     (3) 

再者，根據這個最具領域代表性的概念之 hasURI
及 hasConsistency兩個屬性中的 hasURI來索引出此

領域概念在 WordNet 本體論中的位置，而利用

Jaccard 相似度計算該領域概念的一致性，並存入對

應的 hasConsistency 屬性中完成該領域概念的對應

處理。最後，則根據概念在 WordNet 中的 Synset_ID
存取該領域概念在 OD（Ontological Databases）的

位置來支援整體系統運作。最後，本研究也引用

Protégé（http://protege.stanford.edu/）來建構本體論

資料庫，並利用 Protégé 相關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http://protege.stanford.edu/doc/dev.html）研發支援知

識本體應用之推理基元（primitive）功能，諸如：

(1) 轉換語辭成為一致性的知識本體語辭；(2) 尋找

知識本體中特定語辭的定義；(3) 尋找語辭間的關

係；(4) 尋找特定語辭的相容及衝突語辭等本體論

相關服務，不僅方便、快速地整合應用本體資訊，

更增強支援整體系統運作的強健性。 

3. 系統架構、運作及技術 

誠如前述，本系統 Dr.What-Info 主要的設計理

念在於：基於適地性服務的概念，讓使用者便捷、

快速且精準的取得最佳推薦與最佳路徑的相關旅

遊資訊。適地性服務的提供透過整合 Google 地圖及

其相關 APIs 來達成；使用者便捷與快速的輸入，

則由 QR/Bar Code 等影像辨識技術來實現；最後，

精準的資訊提供則借助針對使用者的點擊次數，在

本 Dr.What-Info 多重代理系統支援下，統計並記錄

於後端資料庫來完成相關旅遊資訊的提供。圖 4(a)
顯示出本系統整體運作步驟，包括： (1) 啟動

Dr.What-Info APP；(2) 輸入目的地；(3) 後端系統

提供的資訊推薦及路線導航；(4) 結束或重新啟動

系統 APP。首先，啟動 Dr.What-Info APP，使用者

輸入目的地資訊或執行 QR（或 Bar）Code 的資訊

讀取；後者需要先安裝相關 QR/Bar Code 的讀取

器；接著，使用者對應所要掃描 QR（或 Bar）Code
後按下方「Scan」鈕，系統不僅會顯示出解碼結果

在手機螢幕上，並主動根據後端多重代理系統

Dr.What-Info 雲端資料庫提供對應且合宜的推薦資

訊，詳如圖 4(b)。此時，使用者可點擊系統的推薦

資訊進入對應網頁進行資訊導覽；也可點擊「按我

導航」鈕，以使用者當下的經緯度座標為起始位置

進行至景點位置的 GPS 路徑導航規劃，相關採用技

術茲分述如后。 
圖 4(b)顯示出本 Dr.What-Info 的運作將由使用

者輸入或利用行動設備之照相或錄影功能，透過本

體論支援之語意分析，辨識且轉換並以 CURRL
（Canonical User Request Representation Language）
[15]完成其對應查詢語意內容的描述；再經由本體

論主導與 WIAS [16]支援之雲端資訊服務平台支援

下，經由 Ubi-IA 中的 Solution Finder 透過三階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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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查詢決策，扮演 Dr.What-Info 雲端資訊解答提供

的 控 制 中 心 。 CURRL 是 一 個 以 框 架 為 主

（Frame-based）的命令表示法，它可輕易地將使用

者的命令企圖、對象或目標應對到適當的框架槽

（Frame Slots）。表 2 顯示出 CURRL 的框架槽及

其描述；表 3 則例示出以 CURRL 表示使用者命令

的範例。 

 
(a) 本系統運作流程圖 

 
(b) 完整 Dr.What-Info 系統架構 

圖 4 完整 Dr.What-Info 系統運作流程與架構 

表 2 CURRL 的框架架構 

框架槽 描述 

Theme 使用者命令的主題 

aTheme 主題的描述 

tTime 主題的相關時間 

tSpace 主題的相關空間 

object 主題的對象 

oIdentity 對象的描述 

oCardinality 對象的個數 

oTime 對象的相關時間 

oSpace 對象的相關空間 

表 3 以 CURRL 表示使用者命令的範例 

命令形式 使用者命令 CURRL 

查詢 

聖約翰科技大學的網址？ 
關鍵字： 
聖約翰科技大學 / SJU 
網址 / URL 

Query [ 
   Theme = +URL, 
   aTheme = SJU, 
   tSpace = At (WWW) ] 

簡單命令 

還有相關網頁嗎？ 
關鍵字： 
還有 / Anymore 
相關 / Related 

Command [ 
   Theme = +Anymore, 
   tTime = Now, 
   object = Related, 
   oSpace = At (Last-one) 

條件命令 

抓取除了聖約翰科技大學以外

的大學網頁 
關鍵字： 
聖約翰科技大學 / SJU 
大學 / University 

ConditionalCommand [ 
   Condition [ 
      Theme = -SJU, 
      tTime = Now, 
      tSpace = At (WWW) ], 
   Command [ 
      Theme = +University, 
      tTime = Now, 
      tSPace = At (WWW) ] ]

本 Dr.What-Info 系統首先驅動 OntoDMA [18]，

主動提供適切、即時且快速的雲端資訊預測；再

者，透過 OntoCBRA [17]提供兼顧使用者導向與領

域相關的雲端資訊解答；當前述兩者均無法提供適

切的雲端資訊解答時，則觸發 OntoIAS [15]直接透

過資訊搜尋、資訊擷取、資訊分類及資訊呈現或排

序等技術，由網際網路外部尋求合適的雲端資訊解

答；此解答，一則透過 Solution Finder 經由 Ubi-IA
傳遞給前後端相關雲端資訊處理系統；再則，亦成

為 OntoDMA 與 OntoCBRA 進一步擴充學習預測及

案例式推理的基本雲端資訊素材，不僅完備整體系

統因應查詢資訊的學習循環，更增強系統 Dr. 
What-Info 雲端資訊處理與決策支援的強韌性；最

後，透過 OntoDMA、OntoCBRA 及 OntoIAS 三階

段智慧決策構築之雲端資訊處理、交換、溝通、運

作、整合、分析與決策支援之雲端智慧型多重代理

系統 CEOntoIAS 支援下，輕易達成本系統 Dr. 
What-Info 尋求與分享最佳雲端資訊解答的研究標

的。 

 
圖 5 LocationSensor 抓取使用者目前的位置 

 
圖 6 利用 web view 元件設定 GPS 導航起點跟終點

的參數 

本系統開發時，可直接在 App Inventor 的系統

設 計 介 面 中 ， Other stuff 欄 位 直 接 取 用

BarcodeScanner 的元件方塊，來掃描一維或二維條

碼；其中，二維條碼指的就是 QR Code，它可包含

指定的資料，諸如：URL、電話號碼、簡訊、手機

通訊錄等內容；此元件會先自動呼叫手機內有的條

碼讀取器（需事先安裝），並自主完成 QR/Bar Code
的掃描程序。設計 GPS 定位功能時，需先將手機的

定位功能開啟。GPS 路徑導航功能是採用 App 
Inventor內部所提供的LocationSensor元件以及web 
view 元件，再結合 Google 地圖來完成。首先，利

用 LocationSensor 抓取使用者目前的位置示如圖

5；再利用 web view 元件設定 GPS 導航起點跟終點

的參數；其中，saddr 表起點，daddr 則為終點，詳

如圖 6 所示。 
本 Dr.What-Info 系統針對精準推薦資訊的提

供，則仰賴「本地資訊（Local）」與「熱門資訊（Hot）」
兩者來提供；前者，系統直接截取 Google 地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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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景點附近關係最為密切的使用者最高前 n 者點

擊資訊頁面為主，計算方式詳如公式（4）所示；

其中，i 表資訊筆數，Pi 表資訊頁面。熱門資訊的

統計計算公式詳如公式（5）所示；相關符號定義

同公式（4）。基本上，就是以本系統提供對應且

合宜的推薦資訊為計算基底，離線式週期性的紀錄

與統計使用者針對本推薦資訊的點擊次數，再提供

最高 n 次點擊的對應資訊；最後，整合大眾關注的

本地資訊相關的最高前 n 者點擊與本系統使用者關

注的熱門資訊統計最高 n 次點擊之合宜的比例（容

後說明），來當成本系統精準推薦資訊的計算基

底，再取最高的三者當成系統的推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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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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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推薦資訊重排序的採用機制詳見[14]。首先，假設

系統後端資料庫共有 n 個文件；(S1, S2,…, Sn)表原始

的系統文件排序順序（包含前述：本地資訊與熱門

資訊的兩種排序），而(E1, E2,…, En)表經諮詢領域

專家後的文件順序。公式（6）定義 Ri 為第 i 份文

件在給定排列順序中的重要程度；為方便討論，SRi

表系統針對文件 i 的重要程度；ERi則為專家給定的

重要程度。 

)
1

(10
n

in
EXPRi


          （6） 

公式（7）則定義一排序增益（ranking gain）G，來

比較前述兩排序的一致性；G 值較高者表示兩者的

一致性較佳。注意：本計算為一特殊的向量類似性

運算形式，並反映出系統與專家排序的相似程度。 





n

i
ii ERSRG

1

           （7） 

%100
minmax

min 




GG

GG
Gnormal

     （8） 

最後，為支援這個排序比較基底，本系統預先計算

出最佳排序增益 Gmax及最差排序增益 Gmin，並定義

一正規化排序增益 Gnormal，詳如公式（8）。注意，

本最佳正規化排序增益出現在本地資訊與熱門資

訊的權重分別為 0.4 及 0.6 處，權重計算實驗數據

詳如表 4。 

表 4 計算權重實驗 
No Local Hot Gnormal (%) 

1 0 1 69.16 

2 0.2 0.8 84.23 

3 0.4 0.6 91.20 

4 0.6 0.4 90.00 

5 0.8 0.2 89.35 

6 1 0 86.83 

系統後端資料庫的設計，則針對不同景點的資

料，各自存取不同的對應資料表，方便日後離線更

新資料之用。換言之，當掃描解碼的資料與預設的

字串相同時，系統隨即呼叫對應的資料表，詳如圖

7 所示；至於，資料表對應欄位的存取，則須仰賴

分割從資料庫取得之字串後，再存入對應清單；最

後，系統再從該清單中抓取相對應的欄位資料。圖

8 則顯示系統後端資料庫之資料欄位，相關系統真

實後端資料表如圖 9 所示，內部存放各景點的推薦

網址及其對應的統計資料，方便日後針對前述本的

及熱門資訊的點擊次數，依照推薦資訊重排序機

制，以半自動離線更新的方式來排序相關推薦資

訊，進而提升後端系統資料庫的強健性。 

 

圖 7 系統依照不同的解碼資料呼叫相對應的資料

表 

 
圖 8 系統後端資料庫之資料欄位 

 
圖 9 系統真實後端資料表 

4. 系統比較與易用性分析 

 
(a) 本系統 (b) 校園導覽系統 

圖 10 系統起始畫面的比較 

 
(a) 本系統 (b) 校園導覽系統 

圖 11 QR Code 掃描頁面的比較 

本文針對執行環境、編輯軟體、定位及整合

Google 地圖技術與系統主要功能，蒐集網際網路相

關系統包括：醒吾科技大學郭右丞等人於 2013 年

所研發的校園導覽系統[3]及曾吉弘[4]提出的校園

導覽等系統；並以後者提及之校園導覽系統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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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對象。針對兩系統的系統啟始頁面詳如圖 10，
本系統根據使用者執行步驟顯示對應資訊頁面，

「智慧型指引」使用者依照系統提供及對應指示執

行本系統較不易出錯；然而，對比的校園導覽系統

則一次顯示全部系統功能，根據使用者的點擊後開

啟對應按鈕，此種設計較易讓使用者落入功能混淆

與使用迷思當中。圖 11 則例示出本系統較為「人

性化」的 QR Code 掃描頁面，方便使用者自行決定

掃描時程。 
當使用者掃描輸入查詢資訊後，圖 12 則對比顯

示出本系統一目了然的資訊頁面及功能提供，不似

校園導覽系統僅為傳統的按鈕功能顯示，欠缺資訊

提供與對應功能同時顯示的整體性。圖 13 則顯示

出兩系統針對 GPS 定位頁面的比較，校園導覽系統

不僅提供對應 Google 地圖，更指明方向，這也是本

系統未來應改善之處。至於系統路徑規劃部分，兩

系統則無太大差異，詳如圖 14；惟校園導覽系統提

供對應路徑規劃影片功能，也是本系統值得參酌之

處。 

(a) 本系統 (b) 校園導覽系統

圖 12 系統資訊提供頁面比較 

(a) 本系統 (b) 校園導覽系統

圖 13 GPS 定位頁面比較 

(a) 本系統 (b) 校園導覽系統

圖 14 系統路徑規劃比較 

針對兩系統介面設計之整體使用性的滿意度評

估也是必要的，例如針對介面內容的「可用性」及

系統操作的「易用性」的分析。針對可用性之評估，

國際標準組織定義了三項標準；效果、效率及滿意

等三個維度，然而 Quesenbery [12]則進一步提出一

囊括前述國際標準的 5E 函數：效率（Efficient）、

效果（Effective）、親和性與可近性（Engaging）、

容錯性（Error Tolerant）及易學性（Easy to Learn）。
為更確實分析兩系統之可用性，本文採用較為全面

5E 標準來評估系統可用性。易用性之評估，本研究

則採用 Nielsen [11]建議之十項使用者介面設計之

基本原理，包括：系統狀態的可見程度；系統與真

實事件處理的契合度；讓使用者控制的自由度；作

業的一致性與標準性；針對錯誤的避免程度；讓使

用者不用回想而能辨識作業的程度；使用的彈性及

效率；兼具美學與極簡的設計；協助使用者能辨識

及偵測錯誤與從中復原的程度；提供說明與文件等

比較維度，茲將前述滿意度評估統整如表 5，藉以

綜合提供兩系統介面之整體評估。在整合

Quesenbery 及 Nielsen 之介面滿意度上，本系統介

面設計滿意度為 80%，而校園導覽系統介面則為

53%，主要的差異在於：1) 誠如前述，本系統兼顧

智慧型與人性化指引設計概念，直接強化本系統在

親和性、可近性、系統狀態的可見程度、針對錯誤

的避免程度及讓使用者不用回想而能辨識作業的

程度上佔盡優勢；2) 兩系統在容錯性、協助使用者

能辨識及偵測錯誤與從中復原的程度及提供說明

與文件等維度，均有大幅改善的空間。 

表 5 總結兩系統的介面設計整體滿意度分析 

標準 項目 
本系統

介面 
校園導覽系統 

介面 

效率 O O 
效果 O O 
親和性、可近性 O X 
容錯性 X X 

可

用

性

Quesenbery
5E 

易學性 O O 
系統狀態的可見程度 O X 
系統與真實事件處理的契合度 O O 
讓使用者控制的自由度 O O 
作業的一致性與標準性 O O 
針對錯誤的避免程度 O X 
讓使用者不用回想而能辨識作 
業的程度 

O X 

使用的彈性及效率 O O 
兼具美學與極簡的設計 O O 
協助使用者能辨識及偵測錯誤與 
從中復原的程度 

X X 

易

用

性
Nielsen 

提供說明與文件 X X 
綜合比較 80% 53% 

附註：『O』表有此功能；『X』則無。 

5. 結論與討論 

本文業已整合 Google 地圖與影像辨識技術，來

建置一基於適地性服務之最佳推薦與路徑之

Dr.What-Info 多重代理系統。系統透過智慧型手機

定位及影像掃描功能，觸發對應的雲端網路服務與

雲端資料庫充分溝通，給予使用者便捷的旅遊資訊

查詢與體驗。手機端的開發工具為 MIT App 
Inventor II；伺服端則以目前國際流行的 LAMP
（Linux-Apache-MySQL-PHP）框架來建置；特以

新北市文化景點為例，從便捷的查詢輸入介面、精

確的熱門分析資訊呈現、整合 Google 地圖與 GPS
定位功能提供之專業即時路徑導航資訊等使用者

關注的操作面向，深入且完整的呈現本系統在適地

性服務應用使用性的價值與效益；最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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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enbery 及 Nielsen 之介面設計滿意度評估上，

本系統的滿意度為 80%。相關未盡之處，包括：(1) 
路徑規劃提供對應 Google 地圖與方向指引；(2) 系
統提供對應路徑規劃影片功能；(3) 系統介面設計

針對容錯性、協助使用者能辨識及偵測錯誤與從中

復原的程度及提供說明與文件等維度，都是本系統

未來探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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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發展，公司企業的資料量

日益龐大，進而發展出新的“雲端運算”、

“Big Data” 概念，以及結合兩者使用的雲端

運算作 Big Data 分析的商機。建構雲端運

算處理 Big Data，最佳的免費開發工具正是

Apache 公司的 Hadoop。該工具提供了

MapReduce 程式以便於使用者可以很容易

的開發平行化程式，進而針對 Big Data 分

析處理與研究應用。本論文使用 Petri Nets

針對 Hadoop提供的 MapReduce程式進行其

Reachability 分析，將 MapReduce 之流程轉

化為視覺化的 Petri Nets 模型來驗證

MapReduce 程式是否可以正確無誤的運行

我們要求的工作，以便於未來人們在使用

此工具時擁有保障，可以更加信任此一工

具去做他們想完成的工作，發展出更優秀

的雲端運算系統。

關鍵詞：Hadoop, MapReduce, Petri Nets, 

Reachability, 視覺化, 平行化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ata sets in compani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large. There are many tools to set 

up the cloud computing for processing the Big 

Data. The best open source development 

platform is Apache’s Hadoop. Hadoop 

provides a MapReduce program that can be 

easily applied by users to develop a parallel 

program and implemented for relevant

processe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in Big 

Data. In this paper, we utilize Petri Nets to 

visualize, analyze, and inspect the reachability 

of a MapReduce program provided by Hadoop, 

so that it can smoothly execute and complete 

the instructions given by users. It ensures that 

users are protected more confidently when 

implementing the MapReduce programs, so 

that it can continue to develop better cloud 

computing programs.

Keywords: Hadoop, MapReduce, Petri Nets, 

Reachability, Visualization, Concurrency

1.前言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也是日新月異、

推陳出新的廣泛發展。近代，由於電腦科

技的發達、網路速度的提升，越來越多的

企業、中小型公司、一般店家、社群網

站......等等都會開設其個人網頁，整理其店

家資料至電腦，並產生了龐大且持續增加

的資料量，進而發展出新的“雲端運算”、

“Big Data” 概念之研究、創新、發明與應用，

進而發展出新的“雲端運算”、 “Big Data” 概

念，以及結合兩者使用的雲端運算作 Big 

Data分析的商機。而開發此等雲端 Big Data

的實務操作，光靠幾台個人電腦是無法負

荷的，故 Google、Yahoo、Apache 等公司

都在雲端運算方面有所貢獻，而這雲端運

算也正是分析處裡 Big Data的最好辦法。

其中，Hadoop 在架設雲端系統的過程中

扮演了相當核心的角色，有許多雲端運算

系統採用 Hadoop 作為實行之方法。然而，

被廣泛運用的 MapReduce 程式卻很少被驗

證其是否擁有可到達性、無死結。

本論文採用 Petri Nets來作 MapReduce程

式之 Reachability 驗證是有利的，因 Petri 

Nets十分適合用來描述平行化 (Concurrency) 

的電腦模型，且 Petri Nets 既有嚴格的數學

表述方式，也有直觀的圖形表達方式，十

分方便於使用者進行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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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探討

2.1 Hadoop中的 MapReduce程式

Apache的 Hadoop工具，它是由 Google

所發表的 MapReduce 程式以及 Google File 

System 論文實作的開放式原碼之支持數據

密集型分散式應用，它可以將分散式資料、

應用程序分解成很多小型任務再分配給各

個節點，使得每個任務在不同的節點中平

行處理 [1]。

Hadoop 使用從 Google File System 實作

而 成 的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HDFS)來儲存資料。HDFS 旨在建立一個

可以用市面上販售的硬體設備就能建構而

成的分散式檔案系統。HDFS 擁有以下特點: 

Scalability、Cost Efficiency、 Flexibility、

Fault Tolerance。

Hadoop 的 MapReduce 程式是由 Google

發表的 MapReduce 程式實作而成。在 Map

階段，Hadoop會轉換 Input變成易於管理的

序對<key,value>。Reduce 階段，重新結合

這些序對變成最後的 Output。開發者可以

藉由管理 Map、Reduce 這兩個程式去控制

系統中所有的分散式處理程序 [2]。

Hadoop 的 MapReduce 程式獲得一致好

評與成功的關鍵如下:

 即使沒有撰寫分散式系統經驗的軟

體工程師也能輕鬆上手。

 MapReduce 可以處理絕大多數的問

題 e.g. MapReduce 處理 Google 搜

尋、資料探勘。

 Hadoop 的 MapReduce 程式可以由

數以千計的電腦集群組合，擴充性

極佳。

2.2 Petri Nets

一個普通的 Petri Nets 可以用 4個元素做

描述 [4, 5], N = (P, T, A, M0). 4個元素包括: 

Place, P, Transition, T, Arc, A, and Start 

marking, M0. 在 Petri Nets中, 一組有限集合

Places 表示為:

 npppP ,,, 21  , n > 0.

通常, Place 是用一個圓圈符號表示為一個

物件在系統中的狀態。當有 Token 擺放在

這一 Place 意味著系統存在於此的情況。另

一組有限集合 Transitions表示為:

 mtttT ,,, 21  , m > 0.

這些 Transitions 使用矩形來表示，通常是

用來代表所述事件改變系統狀態。同時，

這些 Transitions 還說明了系統流程的開始

與結束。當 Transition 滿足了 Weight 等等

條件之後會進行 Fired，Token 將從輸入的

Place i 移動到輸出的 Place j，這意味著該

系統的狀態被改變 [6, 7]。

Arc 是用來描述 Place 和 Transition 之間

的相關性。Arc 的描述是以單向方式表示，

也指出了 Token 的移動方向。Arc 可以加上

Weight 函 數 w(pi,tj) ， 表 示 從 Place i 

Transition到 Place j所需要的權重。

Start Marking M0 代表系統中 Tokens的集

合。當一組 Tokens 改變，它表示 Transition

被 Fire 了. 這意味著一個事件的發生或是事

件開始動作。換句話說，動態行為正是以

Petri Nets表示之。

一個基本的 Petri Nets 是用來描述分散事

件動態系統的狀態的變化，而一個完整的

Petri Nets 模型包含有 Places, Transitions, 

Arcs, 以及被表示為動態系統的狀態變化的

Tokens [8，9，10]。基本的 Petri Nets 模型

描述如 Fig. 1所示。

p1

p2

p3

t1

t2

3

Fig. 1. 基本的 Petri Net模型.

在 Fig. 1 中，一共有 3 個 Places, 2 個

Transitions, 4個 Arcs 其中 2個是 Input Arcs

另外 2個是 Output Arcs, 2個 Tokens, 以及 1

個 Petri Net Marking。這一基本模型可以被

表示為:

 321 ,, pppP 

 21,ttT 

        32212111 ,,,,,,, ptpttptpA    

 )(),(),( 321 pMpMpMM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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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tpw , 1),( 21 tpw , 1),( 21 ptw , 

1),( 31 ptw .

Petri Nets 中 Tokens的移動可以表示成一個

十分複雜的行為，以及各種限制和參數可

以被添加。因此，Petri Nets 可以被廣泛地

運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中。

2.3 Petri Nets的特性

在一般情況下，一個 Petri Net 模型擁有

一些特性 [5]。它們可以被分類為行為特性

和結構特性。前者指 Petri Nets 的初始標識

的功能，後者表示 Petri Nets 的結構。另外，

Petri Nets模型具有以下特性來描述。

2.3.1  Liveliness

在 Petri Nets，如果 Transition可以由一個

向量 M（選自 M0 啟動）以及一系列

Transition 被 Fire 以形成一組集合，此

Transition 集合被視為具有 Liveliness。此外，

如果在 Petri Nets 的所有 Transition 滿足上

述條件，本 Petri Nets稱為 Liveliness。否則，

該 Petri Nets被視為具有 Deadlocks。這一連

串的 Fire程序從 Mo開始直到結束被定義為

L（M0）和 Liveliness 可以進一步被分為四

個層次。

 L1-live表示該 Transition的 L（M0）

在 Firing Sequence 中至少被 Fire 一

次。

 L2-live 給任意數值 k，表示該

Transition 的 L （ M0 ）在 Firing 

Sequence中至少被 Fire了 K次。

 L3-live 如果該 Transition 出現了無

限次，代表該 Transition 的 L（M0）

可以被 Fire無限次。

 L4-live 顯示該 Transition 在滿足 L1-

live 時可以由任意順序被 Fire。由於

Liveliness 的特性，它可以告訴我們

某個路徑是否會碰到 Deadlocks。另

外，L4-live 也可用於找出無用的路

徑。

2.3.2  Reachability

若是從 M0 開始 Fire，在經過了一連串的

Fire 之後會得到所有的 Reachable Places ，

該 Petri Nets被認定是擁有 Reachability這一

屬性。 這項特性主要是被用來判定在工作

流程中的操作是否可行。

驗證方程式 : Mi=A
T‧X+M0

其中，A 為此 Petri Nets 之注入式矩陣，

M0 為此模型的第一個狀態，Mi 狀態為驗證

目標，i可為此 Petri Nets中之任一狀態。透

過這方程式，能夠順利求出 X 之值，則 M0

可達此狀態，若全 Petri Nets 中的狀態皆可

由 M0 達到，則稱此 Petri Nets 擁有

Reachability。

2.3.3  Incidence Matrix

以分析的目的，Petri Nets 是一個數學和

圖形工具。相較於其他工具，Petri Nets 充

分發揮利用矩陣來描述代數方程組的數學

能力。一個 Petri Nets 可以被轉換成一個

Incidence Matrix A。這 Incidence Matrix 被

定義為輸出流量矩陣 A
+ 扣掉輸入流量矩陣

A
-。輸出流量矩陣 A

+是一個 n×m 的矩陣，

其中 n 是 Place 的數目，m 是 Transition 的

數量。每個矩陣被用來表達在 Petri Nets 中

Place 和 Transition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Incidence Matrix被定義為:

Input Flow Matrix: A
-
=[aij

-
], aij

-
=I(pi,tj)     

Output Flow Matrix: A
+
=[aij

+
], aij

+
=O(ti,Pj)  

and aij
+  

= w(i,j) , aij
-
= w(j,i)

The incidence matrix is A=A
+
-A

-
,

其中 aij
+是 Transition Place i到 Place j所需

Arc 的權重;而 aij
-是 Place i Transition 到

Place j 所需 Arc 的權重。如果 Place 和

Transition 之間沒有相關性，則 aij
+和 aij

-均

為 0。

3. 研究方法

本節以基礎的 MapReduce程式之流程圖

轉換為 Petri Nets模型便於後續 Reachability

的驗證。

3.1 MapReduce 之流程圖及 Petri Nets 模

型

當 MapReduce 程式開始執行時，將會

先從 Configurations 讀取參數，確認 HDFS

中的輸入來源以及輸出目標，若是輸入來

源有誤，則 print out錯誤訊息並結束程式。

確認 Input 無誤，則會按照程式定義執行

Map 和 Reduce 程式。此二程式中，Map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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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打散原有輸入資料並組成一個個較小的

序對<key,value>進行平行化 (Concurrency) 

處理，再由 Reduce 重新組合這些序對變成

最後的 Output，並將之放置於指定的 HDFS

輸出資料夾中。詳細流程圖如 Fig. 3及 Fig. 

4所示。

Fig. 3. Map程式執行流程圖

Fig. 4. Reduce程式執行流程圖

依照 [4]，將流程圖轉換為 Petri Nets模

型，如 Fig. 5 所示。Fig. 5 中所使用之代號

意義如 Table. 1說明。

Fig. 5. MapReduce程式之 Petri Nets模型

Table. 1 符號代表之意義

符號 意義

P0 Input Data

P1 進行 Map程式

P2 、P3 分散至多機平行處理

P4 、P5 各機進行初步Merge

P6 彙整後再做 Reduce

P7 實行 Output輸出結果

t0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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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Parallelizing

t2 Merging

t3 Merging

t4 Parallel Merging

t5 Reducing

3.2 以 Petri Nets模型作 Reachability驗證

A=Incidence Matrix=

     

11000000

01110000

00101000

00010100

00001110

00000011













Firing Seuence : t0, t1, t2, t3, t4, t5

M0 = [ 1  0  0  0  0  0  0  0  ]

t0

M1 = [ 0  1  0  0  0  0  0  0  ]

t1

M2 = [ 0  0  1  1  0  0  0  0  ]

t2

M3 = [ 0  0  0  1  1  0  0  0  ]

t3

M4 = [ 0  0  0  0  1  1  0  0  ]

t4

M5 = [ 0  0  0  0  0  0  1  0  ]

t5

M6 = [ 0  0  0  0  0  0  0  1  ]

此為各 Transition 發生後，Petri Nets 的

狀態改變。下一步，開始著手驗證此 Petri 

Nets的 Reachability

4. Reachability之驗證結果

根據 2.3.2 中所提到的驗證方程式:

Mi=A
T‧X+M0

進行全 Petri Nets模型的驗證。

4.1 M0可達M1

M1= A
T‧X+ M0

推導方程式，得出 t0 = 1, t1 = 0, t2 = 0, t3 = 0,

t4 = 0, t5 = 0。M1= A
T‧X+ M0成立，故M0

可達 M1。

4.2 M0可達M2

M2= A
T‧X+ M0

推導方程式，得出 t0 = 1, t1 = 1, t2 = 0, t3 = 0,

t4 = 0, t5 = 0。M2= A
T‧X+ M0成立，故M0

可達 M2。

P0       P1        P2      P3        P4       P5        P6       P7    

t0

t1

t2

t3

t4

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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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0可達M3

M3= A
T‧X+ M0

推導方程式，得出 t0 = 1, t1 = 1, t2 = 1, t3 = 0,

t4 = 0, t5 = 0。M3= A
T‧X+ M0成立，故M0

可達M3。

4.4 M0可達M4

M4= A
T‧X+ M0

推導方程式，得出 t0 = 1, t1 = 1, t2 = 1, t3 = 1,

t4 = 0, t5 = 0。M4= A
T‧X+ M0成立，故M0

可達M4。

4.5 M0可達M5

M5= A
T‧X+ M0

推導方程式，得出 t0 = 1, t1 = 1, t2 = 1, t3 = 1,

t4 = 1, t5 = 0。M5= A
T‧X+ M0成立，故M0

可達 M5。

4.6 M0可達M6

M6= A
T‧X+ M0

推導方程式，得出 t0 = 1, t1 = 1, t2 = 1, t3 = 1,

t4 = 1, t5 = 1。M6= A
T‧X+ M0成立，故M0

可達 M6。

5. 結論

本論文提出了以 Petri Nets 來驗證

MapReduce 的 Reachability，其實驗結果也

證實可以達成 Reachability。這一結果也顯

示了目前基於 MapReduce 程式開發的軟體

也都是擁有 Reachability 這一項保證。也讓

未來想使用 MapReduce 程式的軟體工程師

們可以放心地使用，不必擔心此一程式是

否會出現錯誤了。

本論文有以下貢獻 : 

 將 MapReduce 程式以視覺化的

Petri Nets表示。

 使用 Petri Nets 驗證了 MapReduce

程式的 Reachability。

 MapReduce 程 式 之 平 行 化

(Concurrency) 作業得到驗證。

6. 未來計畫

未來本論文將會擴大規模，繼續使用

Petri Nets 來驗證 MapReduce 程式其內部詳

細流程之 Reach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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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細分至程式如何進行 Map？如何進行

Reduce？其中的細節 Functions 都將會一一

的畫入 Petri Nets 模型中，進行全面性的

Reachability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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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lha 波音樂近似曲風之研究 
 

 

摘要 
依據醫學報告，當人們在閉上眼睛放鬆休

息但意識清楚時，腦部訊號會產生一種頻率介

於 8~14Hz 間的 α 波。而許多的醫學相關研究

報告指出，一些特定的音樂可以與人腦的 α波

產生共振，並增加人腦的 α波強度，對於放鬆

紓壓有很大的幫助。目前 α波音樂的判別，皆

需靠著專家以人工的方式進行，因此，已被歸

類為 α 波的音樂並不普遍。而現今的研究報

告，也少有針對 α波音樂進行相關分析討論。

音樂資料的內容提供多樣的特徵，例如：主旋

律、節拍與和弦等等，這些皆可呈現出一首歌

的曲風與特色。本研究報告利用音樂內容特

徵，分析 α波音樂的屬性，檢視 α波音樂是否

與某類曲風的音樂較為接近。當電腦自動判別

α 波音樂尚未被發展出來前，可以藉由聆聽近

似 α波音樂曲風的音樂，使達放鬆紓壓之效果。 

關鍵字：多媒體資料庫、音樂資料庫、α波音

樂、音樂分類 

Abstract 
When people relax with closed eyes, an 

alpha wave in the frequency range of 8–12Hz 
appears with brain signals. There were many 
medical reports proofed that some specific music 
can resonate with the alpha wave and strengthen 
the wave. Therefore, this alpha wave music can 
improve more relaxing for people and are very 
helpful when they need to take a rest. Currently, 
due to the alpha wave music is classified 
manually by expertise only, the alpha wave music 
is not popular in the market. Till now, there is no 
research report studied about classification of 
alpha wave music. In this paper,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content-based features of the 
alpha wave music and use them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alpha wave music and existing 
music genres. The content-based music provided 
diverse musical features such as: melody, rhythm 
and chords, etc., which can represent a song 
genre and features.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a 
music genre which alpha wave music is closest to, 

such that we can recommend user to listen that 
kind of music for relaxing before the scheme of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 alpha wave music 
being developed. 

Keywords: multimedia database, music database, 
alpha wave music, music classification 

1. 前言 

多媒體資料庫的資料既龐大又複雜，如何

有效管理和存取大量多媒體資料，一直是研究

的重要的議題。而以內容為主的多媒體資料擷

取(content-based multimedia data retrieval)為最

受 重 視 的 研 究 方 向 之 一 ， 例 如 在 文 件

(document)、圖像(image)、影片(video)等等資

料庫的資料擷取研究 [13][14][18][20][21][24] 
[37][38][39][41][46]。而近年來針對音樂內容擷

取之研究，同樣也受到了相當的重視[6][24][25] 
[26][27][28][30][31]，相關之研究議題有─特徵

擷 取 (feature extraction) 、 多 特 徵 索 引

(multi-feature indexing)、近似搜尋(approximate 
searching)、以及音樂的分類(classification)等
等，皆在幫助使用者可以簡單快速的搜尋到所

需之音樂。 
透過音樂可以修身養性，亦可透過音樂改

變環境氣氛，甚至人會因為不同的時間、地

點、心情，所選擇的音樂曲風也就有所不同

[35]。隨著行動設備的普及與雲端服務的成

熟，有業主推出音樂心情手機，例如：Sony 
Ericsson W508 、W902 與 W910，增加心情點

播器(SensMe)的功能，主要將音樂分為快節

奏、慢節奏、憂傷、快樂四種象限，使用者就

可以依據當下的心情，選擇相對應的象限內之

音樂。雖然有如此特別的分類方式，但使用者

必須針對每一首音樂進行手動分類，讓如此特

別的功能缺少一點便利性。近年來有關音樂自

動分類的研究，也因為使用上的需求增加而受

到矚目[1][7][8][10][12][16][17][24][28][29][40] 
[42] [44]。 

透過聆聽音樂可以刺激大腦的運作，音樂

治療（Music therapy）是對生理疾病或心理疾

羅有隆 邱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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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患者藉由樂音、節奏進行治療[19]。現代

人經常透過聽音樂來舒緩生活壓力，在讀書或

開車時透過聽音樂而提振精神。1925 年德國貝

克醫生[5]，發現人類在不同的狀況下，相對應

的腦波會呈現較為強烈，而人類腦部可分為
（Beta）波、（Alpha）波、（Theta）波、

與（Delta）波四種腦波基值。利用音樂與腦

波的共振，可因而達到增強腦波的效果，以下

將針對四種腦波進行說明：[3][4][9][31]  
β 波 (>14Hz) 透 過 腦 電 波 檢 查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如圖 1 所呈現，

當 β呈現較為強烈時，是人在清醒且專注、思

考、緊張的狀態，隨著 β波增加，精神逐漸呈

現緊張的狀態，隨時為因應外在環境做準備。

透過諧波共振的原理，人們可以在開車、讀書

時，聆聽有關 β波音樂以增加專注力與提振精

神，市面上有關 β波音樂專輯如：[31]  
‧ 提昇記憶力 Remembrance 
‧ 巴 洛 克 花 園  Barque Garden for 

Concentration 
‧ 愛因斯坦的夢 Einsten's Dream 
‧ 羅伯山的天空 Seasons at Roberts Mountain 
‧ 水上音樂 Water Music 

 
圖 1.EEG 檢測 β 波 1 秒鐘頻率樣本[47] 

α 波(8-14HZ)的 EEG 波圖如圖 2，可以觀

察到 α 波相較於 BETA 波振幅較小且波長較

長。α 波會呈現較為強烈的狀態，通常是人們

在閉上眼睛放鬆休息但意識清楚時，他提供意

識與淺意識的橋樑，對於放鬆紓壓有很大的幫

助。透過諧波共振的原理，可在休息時可以聽

一有關 α 波的音樂，有助於心情的放鬆，α 波

的音樂專輯如：[31]  
‧ 巴洛克傑作 Masterworks  
‧ 心靈故鄉 The Journey Home  
‧ 心靈深處 Into The Deep  
‧ 蓋婭-大地之母 Gaia  
‧ 漫遊雲端 Cloudscapes 

 
圖 2.EEG 檢測 α 波 1 秒鐘頻率樣本[48] 

θ波(4-8Hz)的 EEG 波圖如圖 3，可看出振

幅較小。θ 波會呈現較為強烈的狀態，通常是

人們在意識中斷，身體呈現深層的放鬆，剛進

入睡眠時，對於觸發深層記憶、強化長期記憶

有很大的幫助。利用共振原理，激發有助於睡

眠之腦波，幫助睡眠。此類音樂多為利用原有

的音樂，使用不同樂器重新詮釋成舒眠音樂。 

 
圖 3.EEG 檢測 θ 波 1 秒鐘頻率樣本 [49] 

δ波(0.4-4Hz) EEG 波圖如圖 4，可看出振

幅相當小。Delta 波會呈現較為強烈的狀態，通

常是人們在深層睡眠，無意識。人們的睡眠品

質的好壞與 δ波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此類音樂

可以幫助進入深層睡眠，大多為大自然的聲

音，如鳥鳴、流水聲、海浪聲……等等。 

 
圖 4.EEG檢測δ波 1秒鐘頻率樣本 [50]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 

音樂資料的內容(content)提供多樣的特徵

(features)，例如：主旋律(key melody)、節拍

(rhythm)與和弦(chord)等等，這些皆可呈現出

一首歌的曲風與特色，甚至可以作為分析與查

詢。因此，以內容為主的音樂擷取(content-based 
music retrieval)，是多年來音樂資料庫研究的重

要方向之一，且也被當作音樂分析與分類的重

要參考依據。相關研究例如：：Lin 等學者的

music classification using significant repeating 
patterns[24]、Brecheisen 等學者的 hierarchical 
genre classification for large music 
collections[7]、Cheng 等學者的 automatic chord 
recognition for music classification and 
retrieval[10]，Lo 等學者的 Content-based music 
classification[28]與 Content-based multi-feature 
music classification[29]等皆是探討以音樂內容

來做音樂分類。然而以上之音樂分類，大部分

都是針對音樂的風格(styles)與流派(genres)來
分類，如：藍調(blue)、古典(classical)、搖滾

(pop)、鄉村(folk)、爵士(jazz)等等。而 Lo 等學

者於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的 α 波音樂之分

類有針對腦波音樂進行研究，不過是針對專家

已完成鑑定的音樂來尋找可能之共同特徵，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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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證明套用於未被專家鑑定之 α波音樂的準

確度。 
本研究報告之主要目的在於對 α波音樂擷

取其內容特徵，分析其與現有音樂類型(genres)
的可能相關性，以了解 α波音樂在屬性上的可

能關聯。因為到目前為止，α 波音樂僅能透過

專家鑑定，尚無法藉由電腦自動判定而來，因

此市面上已被鑑定確認的 α波音樂尚不普遍。

所以，我們這個研究期盼所提出的研究成果，

可以發現與 α波音樂相似的音樂曲風類型，使

人們藉由聆聽此種音樂曲風而達到與 α波音樂

相同的效果。同時也希望此研究成果對於音樂

資料的自動分類也能有進一步的貢獻，也希望

在多媒體資料庫研究，以及音樂治療相關領域

也能有其他的應用價值。 
本篇研究報告其餘章節安排如下，在第二

章將會簡要介紹目前音樂分類的相關技術，而

本研究所提出的基於音樂內容特徵的分類方

式於第三章說明，第四章針對我們的研究結果

進行分析與討論，最末章為結論。 

2. 文獻探討 

近年來有關於音樂的自動分類方式受到熱

烈探討，其研究主要可分為兩個方向： 
(1) 以音樂內容為基礎(music content-based)的

分析分類方式─它是利用旋律(melody)、節

拍(rhythm)與和弦(chord)等等音樂特徵，作

為分類的依據，如前所述 Lin 等[24]、
Brecheisen 等[7]與 Lo 等[28]錯誤! 找不到

參照來源。[29][31]。 
(2) 以 learning machine 作為分類方式─它是利

用貝式分析、線性分析和類神經網路等來

建立音樂分類，如： Loh 等學者的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ELM)[32]與 Mandel 等
學者的[34]。 

除此之外，Cheng 等學者的 automatic chord 
recognition[10]則是以音樂特徵之一的和弦為

分類依據，但也必須透過訓練等的學習機制完

成。以及，Myint 等學者於[35]中，指出人們在

不同的時間因不同的心情會選擇不同的音樂

來聽，因此他們將音樂依心境(mood)層次自定

9 個 classes 來做分類，不同於一般的音樂分

類，以下則簡要介紹幾個音樂分類的方式： 

2.1. SRP-Based Classification  

Lin 等 學 者 於 [24] 中 利 用 significant 
repeating patterns 來做音樂資料的分類，且以兩

個 於 音 樂 內 容 擷 取 (content-based music 
retrieval)的特徵(features)─旋律(melody)與節拍

(rhythm)來代表音樂，以做為分類依據。重覆

片段(repeating patterns)是指音樂中連續的片

段，如：melody sequence 或 rhythm sequence，
它重覆出現於音樂資料中至少 2 次或以上，這

常常是自動判斷主旋律的依據。在很多音樂學

及音樂心理學的研究中也認同重覆片段在音

樂結構中為一普遍性的特徵[23][36]，因為重覆

片段的長度較實際音樂短，因此若以重覆片段

來表示實際音樂，則對以內容擷取式的音樂搜

尋，將會使其效能大大提昇。作者將重覆片段

做了一些的規範─maximum length、minimum 
length 與 minimum frequency 等，以產生

significant repeating patterns (SRP)，並提供方法

來估算 SRP 於音樂分類的可用性(usefulness)，
以及與音樂類別的相關性。而人類的感知

(human perception)與音樂理論(musicology)也
被併入考量，以為做 SRP 比對時的相似計量。

在經過 Usefulness of SRP for Classification、
Similarity Measure for SRP Matching、以及

Class Determination 三個階段，透過公式計算，

以最高分來決定一段音樂(music piece)是屬於

那一類的音樂。 

2.2. Hierarchical Genre Classification  

Brecheisen 等學者於[7]中提出了階層式的

曲風分類法(hierarchical genre classification)，此

方法可以處理音樂內容的多重特徵(multiple 
features)，以達到較高的音樂分類準確度。此

分類方法的基礎是使用到三種聽覺上(acoustic 
realms)的特徵─音色(timbre)、節拍(rhythm)與
音高(pitch)。如此，一首音樂就可以此三特徵

的多維向量(multiple feature vectors)來表示，而

一段音樂就可以由一組特徵向量的集合來代

表。接著將 feature vectors 做 hierarchical 
instance reduction，之後 reduced descriptions 再
透過兩層的分類程式(two layer classification 
process, 2LCP)來處理階層分類問題，這過程還

利用了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43]做
為分類者(classifier)，經過訓練與歸類的程序。 

2.3. Content-Based Multi-Feature Music 
Classification 

Lo 等學者於[28]中提出了以音樂內容為基

礎的單特徵音樂分類方式，後來於[29]中提出

以音樂內容為基礎的多特徵音樂分類，讓音樂

分類更為精確，使用的方法是找尋各類型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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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如：classic、pop、folk 或 jazz)中可能有的

音樂內容特徵性質，例如：那些音(notes)、那

些節拍 (rhythms)以及那幾種前後音差變化

(pitch changes)發生頻率較高與獨特性存在某

類的音樂中。研究採取正向分析(dense analysis)
與逆向分析(rare analysis)來進行，分別取樣

(sampling)來計算發生頻率最高(正向分析)與
發生頻率最低(逆向分析)的 n 個特徵值，再以

此 n 個特徵值當做多維空間中的中心座標。如

此，一首音樂可透過這相對的 n 個特徵值，加

上應有的權重(wi)，以計算此音樂距離中心座

標遠或近，即可據此來判斷其可能歸屬於那一

類的音樂，分類給最近距離的音樂類別。 
此外，Lo 等於[31]提出了“Content-based 

Classification of Αlpha Wave Music”利用[29]未
加權重的多特徵距離公式分析得到，音樂的前

後音差似乎可以有效的將已經過判定的 alpha
波音樂分類出來，但是此分類方法對尚未經過

判定的 aplha 波音樂，是否可以獲得與專家判

定具有一致的結果，則尚有待獲得證實。 

2.4.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ELM  

ELM 是 用 來 解 決 傳 統 類 神 經 網 路

(traditional neural networks)的問題，Loh 等學者

於[32]提出了利用 ELM 來處理音樂資料的分

類。ELM 技術處理出自於曲面的錯誤(error 
surfaces)的梯度下降(gradient descent)問題，而

其倒傳遞學習演算法(back-propagation learning 
algorithms)已知是緩慢的，特別是當學習率參

數小(learning rate parameter small)，會增加收斂

的時間。另一方面來說，較大的學習率，也可

能形成無法收斂的網路。縱使全域的最低值

(global minimum)比局部最低值(local minimum)
都還低，Error Surface 演算法還是相當容易受

到區域最小值(local minima)的影響，使得學習

終止。ELM 也處理了過度學習(over training)
的問題，增加了類神經網路的概括能力

(generalization capabilities)。 

2.5. Multiple-Instance Learning  

Mandel 等 學 者 於 [34] 中 分 析 了

multiple-instance learning 的音樂資料分類法。

作者未提出新的技術，而是分析與比較

mi-SVM algorithm[2] 與 Multiple-Instance 
Learning via Embedded Instance 
Selection(MILES)[9]，兩演算法應用於音樂分

類之優劣。依據實驗的結果，其結論是 mi-SVM
優於 MILES，能較精確的做音樂資料的分類。 

2.6. Chord Recognition  

用來做音樂分類的 chord recognition 
system 是 Cheng 等學者於[10]所提出來的，它

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training phase，他

們併用了 N-gram model 於 Hidden Markov 
Model(HMM)架構中[22]，做為和弦編曲(chord 
transcriptions)的訓練，以習得和弦發展(chord 
progression)的通則(common rules)。第二階段為

testing phase，利用前置訓練獲得的模式(pre- 
trained models)，chord sequence 可從 input 中被

解碼(chord decoding)，得以做音樂分類。同時

作者也提出了兩個新的和弦特徵─longest 
common chord subsequence 與 chord 
histogram，它們對音樂的分析、管理與擷取

(retrieval)，都相當的有幫助。 

2.7. Multi-modal Music Genre Classification 

Zhen 等於[45]研究報告中指出，音訊(audio 
signals)並不適合直接用來做音樂的分類，他們

利用 social tags (music-tags 與 artist-tags)來做為

分類的兩種方式。(1)先將音樂資料集(music 
dataset) 以 IBFFS(Interaction Based Forward 
Feature Selection)演算法排除無關(irrelevant)與
重複(redundant)的音訊特徵(audio features)，將

有用的音訊特徵兩兩配對，計算出其相關係數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接著利用機率模型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來 分 析

music-tags 屬於每一類音樂分類的機率，再乘

以music-tag 的頻率，以決定它可能的分類。 (2) 
研 究 先 建 立 Genre Artist Seed Database 
(GASD)，以音樂家(music’s artist)通常關聯於

(associated)於那一音樂類別(music genres)，利

用 artist-tags vectors 計算其相似度，以決定其

類別。而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也同樣

再度在這裡被做為分類器。 

2.8. Mulit-Label Music Mood Classification 

Myint 等於[35]研究中指出，人們會在不同

的時間因不同的心情以選擇不同的音樂來

聽，因此他們將音樂依心境(mood)層次自定 9
個 classes 來做分類。首先他們設計了一個系

統，經過 Song File→ Extracting Music Piece 
include Verse & Chorus(此步驟為人工方式進行) 
→ Framing and Blocking → Self-Colored 
Segmentation→ Feature Set Extraction 等步驟，

最後將所萃取出的特徵注入─ Fuzz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FSVM)來做音樂的分類，分類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184 AIT / CEF 2015



12 2

過程採用一對一多類分類方式(One-against-one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 method)以分類出所訂

的 9 種層次。不過作者也指出，研究的驗證過

程每一類只用了 20 首音樂，對 vector machine
的訓練不算足夠，可能影響分類的結果。 

以上介紹的音樂資料分類技術，都是以音

樂風格(styles)與流派(genres)在做電腦分類，而

其中 Lo 等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的α波音樂

分類，也是將α波音樂當成一個特定的曲風來

分類，但此研究尚未證實未來能與音樂專家判

定的結果可以一致。因此，在電腦尚未能證實

可以正確自動判定α波音樂，且專家也未能普

遍判定以供人們需求前，我們希望透過對各類

曲風(genres)的音內容做多特徵的分析，以期望

發現與α波音樂有著相似的音樂曲風類型，如

此可以推薦使用者，藉由聆聽此種音樂曲風而

達到與聽α波音樂有相同的效果。 

3.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是從音樂的特徵與分析方

法兩方面來做探討。 

3.1. 音樂特徵 

一首音樂的組成有三個重要的基本要素，

第一是音符，第二是節奏，第三是和聲，和弦

也是和聲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前後音差的變

化與樂器的種類，也是形成音樂的重要特徵。 
音符(notes) ─ 音樂旋律(melody)是由音符所組

成，任何樂器演奏中央 C 上的 A 音符基頻

皆為 440Hz，任兩個相接鄰的音高頻率比

為 (大約為 1.05946)，如此高八度

的則為 880Hz，因中間隔了 12 個鍵，剛好

是 2 倍。這些音符的頻率與腦波的頻率差

距很大，但是否有那些音符所組成的旋律

比較可能與 α腦波頻率達成諧波共振，像

和聲般，是我們要做分析的第一步。 
節奏(rhythm) ─ 節奏是一定速度的節拍，主要

是利用速度的快慢和音調的高低把它們組

合在一起。例如，2/2 拍就是強弱拍，也就

是我們常聽到的「嘭恰」，那麼 3/4 拍是強

弱弱，也就是「嘭恰恰」，我們常聽到的圓

舞曲大部分就都是 3/4 拍，4/4 拍是強弱漸

強漸弱等等。普遍人們的認知是快節奏比

較能提振精神，而慢節奏比較能舒緩精

神，但這與 α波音樂是否吻合，需要進一

步的做分析。 
 

和弦(chord) ─ 和弦是指組合在一起的兩個或

更多不同音高的音。和弦的結構類型很

多，如果按照組成音的多寡來區分，和弦

可以分為三和弦(triads)、七和弦(sevenths)
及九和弦(ninths)等。如果按照和弦組成音

之間的音程結構來分類，又可分為大和弦

(major chord)、小和弦(minor chord)、增和

弦(augmented chord)、減和弦(diminished 
chord)四種形態。各種和弦可以讓人聽起

來有不同的感受，如：三級大和弦有悲愴

的感覺、降七大和弦有豁然開朗的感覺、

二級大和弦有突然飛上天的感覺。而這些

和弦與感覺，是否能在 α波音樂中獲得相

關聯，也是個可分析的方向。 
前後音差變化(pitch changes) ─ 前後音差變化

常用在哼唱的音樂搜尋，因每個人的音調

(key)不同，往往無法正確的比對到音樂旋

律，但利用前後音差變化形成的特徵來做

音樂搜尋，則不會受到使用者不同音調的

影響。一般熱門音樂，音差通常變化較大，

比較能刺激精神的清醒，而抒情音樂傾向

柔和，音差起伏較小，讓人情緒較為舒緩。

這與 β波音樂與 α波音樂也有異曲同工之

妙的意義，也是可以探討的方向之一。 
樂器(musical instruments) ─ 樂器的音頻就有

高低之分，有許多音樂以不同樂器重新詮

釋之後，可以成為 θ 波音樂，用來幫助人

們入眠，如：管絃樂器、深沉的西藏鼓、

雨滴聲相互共鳴，有幽靜深遠的音響效

果，可組合成 θ 波音樂。又如融合古典吉

他、木笛，鳥鳴及微風輕拂，可以讓心靈

沉澱、壓力消除、身心放鬆，可達 α波音

樂的效果。我們也期望從透過 α波音樂中

對樂曲中之樂器組合分析，能發現有意義

的相連性。 

基於音樂特徵分析之複雜度考量，本研究

將優先以旋律(音符)、節奏與前後音差等音樂

特徵來做為 α波音樂分類之分析考量。而和弦

則是變化太多，一類和弦就可以有很多不同音

的組合，歸類不易。樂器則又常為演奏考量有

不同變化，不易從一般樂譜辨識。 

3.2. 分析方法 

我們的研究將採用計算距離的公式來進

行，以協助我們了解 α波音樂與何種音樂曲風

比較接近。以下分別詳細說明各公式計算與分

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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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音樂特徵的距離公式 

Lo 等學者於[31]中以音樂特徵座標的距離

的公式，進行 α波音樂分類的分析。研究中，

對同類曲風的音樂取樣(sampling)來計算發生

頻率最高的 n 個特徵值 x1, x2, .., xn，再以此 n
個特徵值做為多為空間中的中心座標(x1, x2, .., 
xn)。如此，一首音樂可透過統計相對應的 n 個

特徵值 y1, y2, .., yn，以此計算此首音樂距離中

心座標遠或近，如此就可判斷其能歸屬於哪一

類的音樂。而所採用距離函式 d(y1, y2, .., yn)
設計如公式(1)： 





n

i
iin yxyyyd

1

2
21 )(),...,,( …(1) 

例如：統計某類音樂，其所屬音樂的旋律

中，發生頻率最高前三個音為 Do(40%)、
Mi(30%)、La(20%)，則此類音樂的中心座標(x1, 
x2, x3)=(0.4,0.2,0.1)。若有一首音樂之旋律

(Do,Mi,La)的發生頻率為(0.35,0.15,0.1)則可帶

入公式(1)可求得距離如下： 

0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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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式(1)，可計算出每首音樂與各音樂

曲風之間距離，而有著距離最短的曲風，則代

表此首音樂可能被歸類於該曲風。 

3.2.2. 音樂特徵具權重的距離公式 

我們也另外推演出更適合我們研究的權重

公式 wd(y1, y2, .., yn)，於公式(2)。公式中各變

數代表的定義與公式(1)相同，但多了 wi，則是

權重的參數，代表第 i 特徵值(座標)的權重。而

當權重 wi的值皆為 1 時，則是與公式(1)相同。 





n

i
iiin yxwyyywd

1

2
21 ))((),...,,( …(2) 

例如：統計某類音樂，其所屬音樂的旋律

中，發生頻率最高前三個音為 Do(40%)、
Mi(30%)、La(20%)，則此類音樂的中心座標(x1, 
x2, x3)=(0.4,0.2,0.1)。若有一首音樂之旋律

(Do,Mi,La)的發生頻率為(0.35,0.15,0.1)，而全

重值 wi假設與對應的中心座標值相等，則可帶

入公式(2)可求得距離如下： 

003641.0

))22.02.0(2.0())15.03.0(3.0())3.04.0(4.0(

)15.0,25.0,0.35(

222





d
 

透過公式(2)，可計算出每首音樂與各音樂

曲風之間距離，而有著距離最短的曲風，則代

表該首音樂可能被歸類於該曲風。 

4. 實驗分析 

4.1. 實驗設定 

為研究 α波音樂的曲風傾向，我們於實驗

資料庫中，分別建立真實音樂資料的古典音樂

(classical)、流行音樂(pop)、鄉村音樂(folk)、
爵士音樂(jazz)、與藍調音樂(blue) 各 150 首，

由於已被專家認定為 α波音樂在市面上並不常

見，因此本研究 α波音樂盡可能的收錄到了 87
首，因此音樂資料庫合計共 837 首音樂。實驗

中採用音符、節拍、前後音差做為音樂特徵，

分析其所發生的頻率，再利用公式(1)與公式(2)
判別可能接近的音樂曲風。 

在音樂特徵中，參考[28][29]中實驗方式，

音符統計範圍在低音 Mi 到高高音 Do，此範圍

以外的發生頻率則歸類於其他(other)。節拍則

是 4 拍、3 拍、2 拍、1 1/2 拍、1 拍、3/4 拍、

1/2 拍、1/4 拍、1/8 拍，非以上節拍將歸類於

其他(other)。前後音差則後面比前面高一度音

則歸類為+1，低一度音則歸類為-1，以此類推

統計範圍為-11~+11，而低於-11 將會歸類於

-other，高於+11 則歸類於+other。在實驗中統

計最高頻率之 2~7 個特徵值(n)以建立中心座

標。 此外，公式(2)中權重參數(wi)在我們實驗

中，則採是用各音樂特徵對應的中心座標值，

讓發生頻率高的特徵值也有比較高的權重

值，以強化其在計算距離時，具有較關鍵的影

響力，這也是我們經過多次的實驗後，所獲得

最為可行的方案。 

4.2. α波音樂旋律音符之傾向分析 

首先我們對 α波音樂的旋律音符做傾向分

析，以了解它是否有比較接近於某一類的音樂

曲風。我們分別取出 classical、pop、folk、jazz
與 blue 等音樂曲風之音符發生頻率最高的前 2
名至前 7 名(n=2~7)，作為此五類音樂曲風中心

座標。將每一首 α波音樂取其與另外五類音樂

曲風中心座標相對應之音符發生頻率，逐一透

過公式(1)與公式(2)分別計算音樂與另外五類

音樂之中心座標的距離，最後將每一首 α波音

樂分配至距離最短之音樂曲風中，實驗結果分

別如圖 5 與圖 6 所示。 
由圖 5 中可得知，經由公式(1)的計算，α

波音樂約有 63%~72%是比較接近 classical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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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的曲風。而 α波音樂接近次多的，應屬 blue
音樂曲風，但最高也只有 19%。α 波音樂則是

較少接近 pop、folk 與 jazz 等音樂曲風。接著

由圖 6 可觀察到，利用具權重的公式(2)所實驗

出來的結果，約有 54%到 71%的 α波音樂較接

近 classical音樂曲風，其次為 pop音樂以及 blue
音樂曲風，只有非常少數的 α波音樂是比較接

近 jazz 與 folk 音樂。以音符特徵來分析，此實

驗結果，兩距離公式的計算結果差異並不大，

α 波音樂是比較接近古典音樂的曲風，大約有

60%~70%的 α波音樂是屬於此類的音樂曲風。 

 

圖 5. 距離公式之音符分析 

圖 6. 權重距離公式之音符分析 

4.3. α波音樂節拍之傾向分析 

於本節中，我們將音樂特徵由音符改為節

拍來做實驗，以分析 α波音樂是否可能與某一

類音樂曲風較為接近。而實驗方式則與前一節

相似，但改以發生頻率最高的 2~7 個節拍做為

各類曲風之中心座標，並取 α波音樂對應的節

拍發生頻率，透過距離公式(1)與公式(2)，分別

計算出每首 α波音樂與另外五類音樂曲風的距

離，並分配到距離最短的曲風，實驗結果則表

示在圖 7 與圖 8。 
從圖 7 與圖 8 可發現 α 波音樂在節拍實

驗中，並無法聚集多數於特定的某一個音樂曲

風中，而呈現紛雜的現象。以公式(1)計算，α

波音樂在取 4 或更多的節拍(n≧4)為中心做標

時，可以穩定的最靠近 classical 音樂，但最高

也只有約 35%接近此類音樂。而以公式(2)計
算，α波音樂則是較穩定的靠近 blue 音樂，但

最高也只有在中心座標採 3 個節拍計算

(n=3)，可以達到約 41%接近 blue 音樂外，其

他中心座標個數的計算，則是落在 33%或以

下。此實驗結果告訴我們，α 波音樂的節拍很

多元，可能並不適合用來做為音樂曲風的辨

別。 

 

圖 7. 距離公式之節拍分析 

 

圖 8.權重距離公式之節拍分析 

4.4. α波音樂前後音差之傾向分析 

音樂的前後音差不受音樂演奏升降 key 的

影響，也是每首音樂的重要特徵之一。我們於

此節中，以音樂的前後音差來分析 α波音樂是

否可能較相似於某一類的音樂曲風。我們以前

後音差發生頻率前 2名到前 7名(n=2~7)做為另

各類音樂曲風之中心座標，計算每首 α波音樂

與每類音樂曲風的距離，並分配到最短距離的

曲風，實驗結果則表示在圖 9 與圖 10。 
圖 9 是由沒有權重的公式(1)計算出來的

實驗結果，圖中可發現當實驗所採用的前後音

差 (高頻率座標) 個數越多時(n≧5)，α波音樂

也越穩定的靠近藍調音樂，高達 90%以上與

blue 音樂的距離是最接近的。我們再觀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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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實驗中 87 首 α波的音樂中，有高達 85 首

很穩定且一致的與 classical 音樂的距離是最近

的，接近比率高達 96%。為了瞭解為何有高達

96%的 α 波音樂的前後音差與 classical 音樂是

如此的接近，我們從實驗的原始資料來分析原

因，發現α波音樂與 classical 音樂，發生頻率

最高的 4 個音差是相同的，都是+1、-1、+2 與

-2，只是差順序有所不同。而其他第 5~7 個高

頻率的前後音差，α 波音樂與 classical 音樂的

前後音差則是完全相同，連順序也相同。但反

觀α波音樂與其他四類音樂曲風，4 個最高頻

率的前後音差中，只有 2~3 個是相同的，而最

高頻率的第 5~7 個前後音差則有更多的不同，

使拉大了距離。 
採用無權重的公式(1)與採用權重的公式

(2)，前後音差之傾向分析的實驗結果有著顯著

的不同。由公式(1)分析的結果，α 波音樂比較

接近 blue 音樂，而由公式(2)分析的結果，α波

音樂則比較接近 classical 音樂。但公式(2)的實

驗結果，比較能呼應旋律音符所分析出來的結

果，α波音樂可能比較接近 classical 音樂。 
在進一步分析資料，α 波音樂發生頻率最

高的前六個音差分別為-1、+1、-2、+2、+3 與

-3。由此可見，α 波音樂的前後音差之變化是

較為緩和，此特徵與古典曲風也較為相近。而

人們在靜坐或休息時，可發現多數偏好聽到較

緩和放鬆的音樂，而古典音樂就經常的在此情

境下被播放，也因為這些音樂可能較接近於 α
波音樂，可達到與聽 α波音樂類似的效果，使

得有著更加放鬆紓壓的感覺。 

 

 

圖 9. 距離公式之前後音差分析 

 

圖 10.權重距離公式之前後因差分析 

5. 結論 

人們在休息放鬆時，腦部會產生 α波，透

過聆聽一些頻率接近 α波的音樂可與腦波達到

諧波共振，以提高腦部 α波的強度，得到放鬆

紓壓效果。目前 α波音樂的判定是透過專家以

人工方式進行，由於目前已被專家判定的 α波

音樂還不是很多，所以本研究將利用音樂分類

方式，透過分析 α波音樂的音樂特徵，尋找出

α 波音樂較為接近的音樂曲風，以此可以做為

音樂的推薦。我們建置了 classical、pop、folk、
jazz、blue 與α波音樂的音符、節拍、前後音

差等音樂特徵之資料庫，進行分類分析，各音

樂特徵之發生頻率較高的前 2~7 名作為各曲風

中心座標，再透過距離公式判斷遠近，將音樂

分類於距離較短的音樂曲風。而實驗結果發

現，α 波音樂在旋律音符與前後音差的特徵

上，比較接近 classical 音樂，被分配到的比率

分別可達 70%與 96%。在市面上 α波音樂尚未

普遍之前，依實驗分析結果，我們推薦使用者

可以多聽 classical 音樂，應比較可以達到放鬆

紓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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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個挖掘相關樣式 (或事件) 的方法 :

形狀查詢 (Shape Query) 。 假設兩個樣式的歷史資
料如果是彼此相似 , 則這兩個樣式可能會有相關 。 樣
式定義為一個或一個以上連續的字 , 一個樣式的歷史
資料定義為 : 在具有時間標籤的文件中 , 該樣式在連
續時間區段出現次數所形成的時間序列 。 首先利用

Haar 小波可以做不同相似程度的形狀比對 , 預先將
每一個樣式的歷史資料 , 轉換成小波序列 , 存在小波
資料庫 。 使用者輸入一個樣式 , 便將該樣式歷史資料
做 Haar 小波轉換 , 然後在小波資料庫中搜尋是否

有形狀相似之樣式歷史資料 。 實驗資料來源是從西元

1990到2013年間 PubMed 文獻 (共14,438,209篇)
之文章摘要中 , 所抽取出顯要樣式之歷史資料 , 經過
小波轉換後 , 作為樣式形狀查詢資料庫 。 實驗結果顯

示 , 藉由形狀查詢 , 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的其他樣式 ,

例如利用”威爾式症”(Wilson’s Disease) 作為做形狀
查詢 , 可以找到形狀相似樣式”acute basal ganglia”
和 ”changes in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 且這兩個
樣式經由專家證明與威爾森式症有相關 。

關鍵詞 : 樣式歷史 、 形狀查詢 、 趨勢研究 、 Haar 小
波 。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pproach, Shape Query,

to mine for related patterns (or events). We as-
sume that two patterns might b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f one pattern history are similar to
another. A pattern is defined as one or more con-
secutive words; the history of a pattern is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at pattern appearing
in the consecutive equal-size time intervals among
time-stamps tex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Haar wavelet that can be able to
keep the skeleton of one shape under control pre-
cisely, first of all, all of pattern histories are trans-
formed into Haar Wavelet series using the Dis-
crete Haar Wavelet Transformation (HWT), and
stored these series in database. Given a pattern
by user, we transform that pattern history into

Haar Wavelet series and then search for shape
similar patterns based on that transformed se-
ries. The database for the experiments of pat-
tern shape query derives from the histories of sig-
nificant patterns extracted from the abstract of
14,438,209 articles within PubMed from 1990 to
2013.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we can find
related patterns according to shape query. Given
a pattern ”Wilson’s Disease” for shape query, for
example, there are two shape similar patterns,
”acute basal ganglia” and ”changes in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that are proved by domain experts
related to pattern ”Wilson’s Disease”.

Keywords: Pattern History, Shape Query,
Trend Analysis, Haar Wavelet.

1 前言

現今許多的文件資訊都是具有時間標籤的 , 如何藉由

這些文件去做趨勢分析是一項非常有趣的事 。 傳統使

用者使用網路搜尋引擎 (如:Google, Bing 或 Ya-
hoo) , 可以利用關鍵字 , 在網路搜尋相關訊息 。 然

而 , 這些搜尋結果很難即時提供給使用者趨勢的分析

資料 。 Google Trend 1 統計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 ,

藉由關鍵字被輸入的時間分佈來提供趨勢分析資料 。

在[2]利用Haar 小波轉換樣式分佈序列 , 再利用歐
式幾何距離來計算兩個樣式的相關性 , 然而這樣並不
是很精確 。 在[15]利用具有時間標籤文件來做趨勢研
究 , 使用者可以藉由輸入關鍵字查詢 , 找出該關鍵字
在PubMed 文獻中的時間分佈情形 , 來瞭解相關趨
勢 。 在[1]研究中 , 藉由一個關鍵字的趨勢索引(trend
Index) 來評估該關鍵字的趨勢是上升或是下降 。 但

以上這些研究都沒有利用關鍵字時間分佈 , 去找出其
他可能有關的字詞 , 以便做進一步的相關分析 。

本研究是利用先前發展的顯要樣式 (Significant
Pattern)的抽取方法 , 計算出每個顯要樣式的歷史資
料 , 然後利用 Hadoop MapReduce 分散式計算模式

1https://www.google.com.tw/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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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Haar 小波轉換 , 並存成樣式小波資料庫 。 對於使

用者提出的一個樣式之形狀查詢 , 便將該樣式歷史資
料做 Haar 小波轉換 , 然後在小波資料庫搜尋是否有

符合條件的相關樣式 , 以便提供給使用者做進一步可
能的關連性分析研究 。 實驗形狀查詢時 , 使用者輸入
一個樣式 , 將該樣式歷史資料做 Haar 小波轉換 , 然
後用轉換後的小波序列 , 到原先計算過的樣式小波資
料庫 , 去搜尋和該樣式歷史資料分佈形狀相似之其他

樣式 , 提供給專家進一步去驗證這些歷史資料相似之
樣式 , 是否真有趨勢相關的可能性 。

本論文以下共分成 : 第2節將探討與本篇研究有
關的技術; 第3節為討論研究方法 , 說明如何利用
Hadoop MapReduce 做 Haar 小波轉換和如何做形
狀比對 。 第4節為說明實驗資料來源與結果 。 第5節
做一總結 , 將本研究的應用說明 , 並提出未來研究方
向之參考 。

2 背景

2.1 Haar 小波

Haar小波轉換運用非常廣泛 , 最常被使用於影像處
理[5, 8] , 最主要原因是Haar 小波轉換在計算過程中
公式簡單[7, 3] , 且對原圖形失真機會很小 , 這也是
本論文要使用Haar 小波轉換作為查詢指標的原因 ,

用簡單的運算就能將龐大複雜的序列形狀壓縮成簡單

的序列形狀 , 在查詢比對上能加速且更有效的幫助查

詢 , 詳細的 Haar 小波轉換於附件中說明 。

例如兩個形狀相似的樣式 A1和 B1(如圖1) , 可以
發現這兩個樣式的歷史資料 , 經過 Haar 小波轉換後
的序列 , 非常相似 (如圖2) 。 這部分將在第3節說明如
何利用不同的小波區段 , 做相似性波形查詢 。

3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用的樣式資料庫 , 主要採用先前研
究[15](如圖3) 建構樣式歷史資料庫 。 首先下載具有

時間標籤的文件 , 如 : 論文期刊 、 新聞 、 部落格文章

或網頁資料 , 然後進行最大重複序列之抽取[14] , 同
時統計每一個最大重複字詞在連續時段出現次數 , 作
為樣式歷史資料 , 最後所有樣式歷史資料儲存到資料
庫 , 作為本研究的輸入 。

本篇論文件形狀查詢系統概念圖 (如圖4) , 其中包
含兩個主要處理步驟(1)樣式歷史資料之小波轉換 (2)
形狀查詢 , 將在以下第3.1節與第3.2節分別說明 。

3.1 樣式歷史資料之小波轉換

為了加速樣式歷史資料之小波轉換 , 本篇論文採用分
散式運算 Hadoop MapReduce 的計算方式[17] 來
加速做Haar 小波轉換之計算 。 圖5說明 Mapper 和
Reducer的運算 。 首先 , Hadoop系統將樣式歷史資
料 (Pattern(P)) , 平均分配到每個節點 Mapper, 然

後計算每個樣式歷史的小波轉換 。 然後 , 將轉換後的
小波傳到 Reducer 。 因為沒有要做進一步處理 , Re-
ducer 便將 樣式與其所對應的小波輸出 。

3.2 形狀查詢

本論文將樣式歷史資料轉換成小波序列 , 因為不同小
波區段 , 分別代表兩個連續原始序列區段總和之差 ,

可以根據不同的小波區段 , 來做樣式的形狀查詢 。

給定一個樣式的歷史資料 (序列長度為2n) , 先將樣
式的歷史資料轉換成小波序列後 。 定義 「 小波 1/2k

段差序列 」 為小波序列中 , 代表原始序列中 , 兩個連
續長度為2n−k序列總和平均之差的一半 , 所形成長度
為2k−1之序列 。 例如 「 1/8段差序列 」 為小波序列

中 , 代表兩個連續長度為2n−1總和差值之片段序列 ,

共23−1=4個值 。

本論文定義三種相似度的查詢 , 分別為部分相似 、

非常相似與完全相似 , 其定義如下 : 「 部分相似 」 採
用小波 1/2, 1/4 和 1/8 段差序列做比對 。 「 非常相

似 」 採用小波 1/2, 1/4, 1/8 和 1/16 段差序列做比

對 。 「 完全相似 」 採用小波 1/2, 1/4, 1/8, 1/16 和
1/32 段差序列做比對 。

直覺上來說 , 取越多的小波區段做比對 , 則找到的
形狀越相似 。 另一方面 , 為了容許部分形狀有些許差

異 , 因此在比對相同區段之數值時 , 使用者可根據不
同小波區段 , 個別輸入誤差百分比 , 來做動態調整相
似性 。

4 實驗

4.1 資料來源

本論文採用的樣式歷史資料[15] , 抽取自西元1990至
西元2013期間 PubMed[9]論文 , 共12,365,448篇的
標題與摘要 (如表 1) , 共包含 226,681,160個樣式歷
史資料 , 此內容有許多樣式歷史資料出現次數過低 ,

所以本篇範本以出現次數10次以上的歷史資料作查詢

範本 , 共31,028,644個樣式歷史資料 。

4.2 Hadoop小波轉換時間

本論文 Hadoop 運算所使用的電腦軟硬體配備如

表2 。 在測試 Hadoop 的加速效能 , 分別採用3個和
6個節點來測試小波轉換所需的計算時間 , 實驗顯示 ,

使用6個節點比3個節點可節省約6個小時時間而又比
1個節點節省約 22個小時 , 如表 3 。 未來這部分 , 還
可以做更詳細的 Hadoop MapReduce 加速比較實
驗 。

4.3 形狀查詢 Wilson’s Disease

本論文以罕見遺傳疾病威爾森式症 (Wilson’s Dis-
ease) 作為做形狀查詢的範例 , Wilson’s Disease 的
樣式歷史資料如圖6 , 是一種自體隱性遺傳疾病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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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樣式A1和樣式 B1之歷史資料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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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樣式A1和樣式 B1之小波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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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建立樣式歷史資料庫之系統概念圖

圖 4: 形狀查詢之系統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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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The MapReduce Method for transforming Pattern Histories into Wave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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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ubMed 論文統計 (只包含標題與摘要) (西元1990至西元2013)

表 2: Hadoop運算電腦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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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Hadoop運算時間

要是體內的銅離子代謝異常 , 造成體內的銅無法正常
的排出而沉積在身體的器官內[4] 。 查詢條件選擇部分

相似 , 並設定1/2,1/4和1/8的誤差值為2 , 如圖7 。

圖8 , 為查詢結果列表在資料庫中找到了 792筆資
料 , 依字母排序方便使用者作查詢 。 在查詢後找出兩

個相關樣式’acute basal ganglia’(圖9) 和 ’changes
in activity of antioxidant’(圖10) 。

首先從圖11 , 可以看出 acute basal ganglia 與
Wilson’s Disease 在形狀相似 , 經過查證[11, 16,
13]發現acute basal ganglia 在Wilson’s Disease 患
者透過腦部 MRI 的檢查能發現出一片亮點 , 最主要
的原因是Wilson’s Disease無法排出體內的銅沉積到
腦部基底殼所產生的現象 , 故Wilson’s Disease患者
在做腦部 MRI 的時候會在腦部基底殼發現銅沉澱的

反應 。

圖12 , changes in activity of antioxidant與Wil-
son’s Disease在形狀上又更加相似了 , 抗氧化劑被廣
泛使用在營養補充劑中 , 在威爾森氏症患者治療中 ,

建議使用抗氧化劑 , 如維生素 E , 來輔助預防肝臟和

其它組織的損傷 。

另外也提供另外一個範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Pa-
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
ease) 圖13 , 是一種常見且致死率高的疾病 , 近年來
世界各國有高度的重視 , 最常見的病因是抽菸及二手

菸而造成的疾病[6] 。

在查詢條件 , 如圖14 , 查詢結果有2193筆資料15 ,

舉其中一樣例子來做說明 , 對金黃色葡萄球菌顯著的

抗菌活性 (significa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ureus) 圖16 , 兩者時間序列形狀

都非常的相似如圖17 , 經過查證後 , 在 COPD 患者
身體免疫力不好 , 很容易被其他病毒感染以及許多併
發症 , 而金黃色葡萄球菌是最常見的感染病毒之一 ,

如果沒治療好會有不可想像的危險存在[12] 。

以上兩個範例可以清楚知道藉由形狀查詢 , 可以由
相似的形狀找出許多有相關聯的資訊 , 而這些資訊常
常可能會被忽略不被發掘 , 因此藉由時間序列形狀的

相似度來找出相關資訊 , 在許多的研究上以及趨勢的
查詢上都能有很大的幫助 。

5 結論與未來研究

趨勢研究中 , 常常有許多資料都沒被挖掘出來 , 無論
藉由關鍵字查詢和趨勢查詢都無法將資料完全挖掘出

來 , 為了方便趨勢研究者及觀察者 , 能有效且快速方
便的在趨勢研究上有更大的突破 , 故本研究藉由形狀

查詢將時間序列藉由Haar 小波轉換 , 將形狀重新整
理 , 方便趨勢研究者與觀察者能快速利用時間序列形

狀 , 運用相似形狀的查詢 , 挖掘出未被探勘資訊的輔
助工具 , 除此之外只要將資料庫做更改 , 未來可以探
勘的資訊也可以更多更廣大 。

本研究還有許多需要進步的方向 , 首先能讓使用者

在選擇形狀時能更即時由圖形介面就能直接畫出所需

要的形狀 , 另外改進傳統關連式資料庫 SQL 查詢系

統 , 現階段只用MySQL會因為硬體配備問題而查詢

速度相對緩慢 , 未來將資料庫系統改成 HBase[10] ,

來加速資料的存取與查詢速度 。 Haar小波轉換在比
對時可能會因為波形位置相差太遠而失去了比較意

義 , 未來將搭配其他的小波轉換方法將去做雙重比對
讓精準度更提升 。

5.1 如何加速形狀查詢

目前資料庫系統目前使用MySQL , 但是在大量資料
量來說 MySQL 在查詢方面以及資料的存取都是

相當得緩慢無法達到即時的效果 , 在未來將把資料庫

系統轉換成 HBase 系統來提升查詢及存取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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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樣式歷史形狀查詢-Wilson’s disease

圖 7: Wilson’s Disease 查詢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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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Wilson’s Disease 查詢結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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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樣式歷史形狀-”acute basal ganglia”

圖 10: 樣式歷史形狀 ”changes in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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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acute basal ganglia 與 Wilson’s disease 形狀比較

圖 12: changes in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與 Wilson’s disease 形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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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樣式歷史形狀-”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圖 14: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查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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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查詢結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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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樣式歷史形狀-”significa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ureus”

圖 17: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與”significa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ureus”形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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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Haaar小波轉換公式

表 5: Haar小波轉換範例

HBase跟 Hadoop都一樣屬於分散式的架構 , 雖然還
不能完全的取代 MySQL , 可是未來等此技術成熟之
後相信能完全取代 MySQL 來提升查詢及存取的速

度 。

5.2 其他形狀查詢

Haar小波在形狀的查詢上還是有限的 , 需多特殊形狀
無法準確的查詢出來 , 未來將搭配其它的小波轉換或

幾何圖形做一個更完整的形狀查詢 , 讓使用者能更自

由化的去找出所需要的相關資訊 。

致謝

本論文感謝亞洲大學校內研究計畫102-asia-38提供
部分經費補助 , 特別感謝本校陳彥棠同學及 Heri Wi-
jayanto 同學幫忙協助架設分散式運算系統 。

附件

假設有一序列為(T1,T2,T3,T4) 分別表示數值為

(4,7,3,8) , 如表4 , 為 Haar 小波轉換的公式 , 由 A1
進行 Haar 小波轉換得到 HaarWavelet(A1) , 以簡
單的加法 、 減法和除法 , 就能達到壓縮序列的效果 ,

過程簡單且不容易造成失真 , 為了更方便了解 Haar
小波轉換 , 將 A1帶入數值去做轉換如表5 , 帶入數值
後就能更清楚了解 Haar 小波的運算過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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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相似度比對與貝氏分類之推薦機制 

 

 

摘要 

隨著更多人花更多時間在使用網路與行

動裝置，網路上各類資訊快速成長。要如何準

確與快速地擷取使用者想要的資訊是重要的

課題，推薦系統就是因應這個問題孕育而生。

目前推薦常用的方法有內容式過濾、協同式過

濾、與混合式，但冷啟動與資料稀疏問題仍是

存在的問題。在本研究中而我們採用混和的方

法，並分別為匿名與已註冊之使用者設計不同

之推薦機制，並能夠應用於各種不同項目的推

薦系統，再能夠透過使用者之回饋、項目之標

籤，結合貝式分類與相似度的計算方式，改善

推薦系統冷啟動與資料稀疏問題。我們依上述

機制建置系統，並透過實驗證明本研究方法的

推薦機制的實用性。 

關鍵字：推薦系統、標籤、貝式分類、協同式過濾、

內容式過濾 

Abstract 

  As more people spend more time on 

networks and mobile devices,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is growing rapidly in networks. 

How to precisely and quickly retrieve the 

information the user wa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re designed to target at this issue. Currently, 

content-based filtering,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and hybrid methods are adopted as three 

common approaches for recommendation 

systems. But the problems of cold start and 

sparsity are still there.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set of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s based on 

similarity and Bayesian classifier. The user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guest and members. We build a system for 

movie recommendation using the proposed 

methods. The experiments show our 

mechanism and system are feasible. 

Keywords: Recommendation System, 

Tagging, Bayes Classifier,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Content-based Filtering 

1. 緒論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在網路上所流通的

資訊也越來越多，現在的人們每天都會接收著

大量的資訊，要如何從中取得對使用者有興趣

並且是有用的資訊相形之下就變得越趨重要，

推薦系統技術即在此種背景下產生。推薦系統

為資訊過濾的一種應用的方式，能夠將使用者

可能會喜歡或是有興趣的事物推薦給使用者，

然而，推薦系統的品質參差不齊，要將如此大

量的資料從中選取對使用者是有興趣的，推薦

的準確度與運算的效率也是推薦系統中最為

重要的課題。 

2. 相關技術探討 

2.1 推薦系統分類 

1.協同式過濾推薦 

協同式過濾[7][15][17]基本上是以有相同

經驗與相同興趣群體的喜好作為推薦的指標，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依使用者對某事物的評分，

依此評分做演算，並且提供推薦列表，協同式

過濾之優點為能夠推薦機器難以自動推薦之

項目，例如音樂，可以發現使用者潛在的興趣

偏好，並且可以有效的運用使用者所回饋的資

訊，以達到更為準確的推薦；但協同式過濾推

薦在初始使用時，系統會因新使用者與新項目

的資料不足，使推薦系統可參考項目不多，而

使推薦清單不準確甚至無法推薦，而評比資料

的稀疏與系統延伸性也是目前協同式過濾面

臨的問題之一；以下介紹協同式過濾分類的應

用： 

 基於使用者之協同過濾：取得使用者之資訊，
再利用相似度計算，選擇擁有共同興趣與喜

好之使用者，依推薦演算法計算出推薦列表，

再從推薦列表中選取前Top-N個項目作為推

薦結果。 

 基於項目之協同過濾：此為先取得使用者對
項目之評分資訊，根據項目之評分做相似度

計算，並取得擁有相似評分之項目做推薦演

算，再從推薦列表中取得 Top-N個項目作為

推薦結果。 

 基於模型之協同過濾：基於使用者與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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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協同過濾被稱作為以記憶為基礎的協

同過濾式技術，資料稀疏與無法在短時間內

處裡大量資料作為推薦式它們共同之缺點，

故發展出先利用歷史資料得出一個模型，再

以此模型來進行推薦，此為以模型為基礎之

協同式過濾。 

2.內容式推薦 

內容式推薦[3][8]是當新項目加入時，先

將其內容分類定義明確，而依照使用者之喜好

比對後，將適當的內容推薦與使用者，此方法

相較協同式過濾，可避免其冷起始(Cold Start 

Problem)、新使用者問題(New User Problem)與

新項目問題(New Item Problem)，但是內容式推

薦也具有以下幾點缺點： 

 必須能夠以文字所表達之內容才能夠以內
容式推薦方法分析，例如電影、音樂等。 

 內容式推薦因需與過去使用者之偏好比對，
故此僅能夠向使用者推薦過去類似之項目，

無法推薦不曾接觸過，但卻有可能喜好之項

目。 

 對於品質(quality)、風格(style)與觀點(point 

of view)無法篩選。 

基於以上的缺點，不管是內容式推薦或是

協同式過濾推薦都存有不可避免之缺陷，而混

合式推薦在這樣的情況下而漸漸的被發展。 

3.混合式推薦 

混合式的推薦方法融合了兩者推薦方式

之優點，並屏除兩者之缺點而產生之一種新的

推薦方式。而混合式的推薦方法又區分為以下

兩種： 

 循序組合：此方法式依照不同的階段中，使
用不一樣的方法，進而產生該階段所需要之

結果，例如先用內容式推薦的方法過濾喜好

類似的使用者，再以協同式過濾來做推薦之

計算。 

 線性組合：此方法為同時使用數個推薦之方
法，分別產生不同的推薦結果後，再加以權
重值計算，取得加權過後的分數後再予以推薦。 

2.2 餘弦相似度 

餘弦相似性是以計算兩個向量之間的夾角餘

弦值來測量其相似度[13]，餘弦相似度通常為兩個

向量 90度內之夾角測量，其相似度值最大值為 1，

最小值為 0，相同方向之 0 度夾角之值為 1，表示

相似度最高；而夾角度數為 90度時，相似值則為 0，

代表其相似度最低，其計算方式如下： 

𝑇(𝑥, 𝑦) =
𝑥×𝑦

‖𝑥‖2×‖𝑦‖2 =
∑ 𝑥𝑖𝑦𝑖

√∑ 𝑥𝑖
2√∑ 𝑦𝑖

2
       (1) 

2.3 貝氏分類 

貝氏分類法[2][4]是利用已知的資料條件

計算發生機率，並以此來推測未知資料的分類，

而只要有新的資料樣本加入，只要針對某些機

率做調整，就可以得到新資料樣本的分類機率，

因此，在資料越多時，分類的效果會越好，而

缺點則是在於此方法為採用機率模型建構，分

類之原因不易解釋。 

𝑃(𝐴𝑖|𝐵) =
𝑃(𝐵|𝐴𝑖)𝑃(𝐴𝑖)

∑ 𝑃(𝐵|𝐴𝑗)𝑃(𝐴𝑗)𝑗
                (2) 

3. 系統架構 

3.1 研究架構 

我們的系統上大致按照上面所述的三個

部份來設計，分別是使用者操作介面、資料庫、

推薦模組，系統的架構流程如下： 

1. 使用者可以在進入操作介面時，選擇註冊一
個帳號登入或是匿名登入系統。 

2. 使用者註冊一個帳號並輸入相關個人資料，
系統資料庫會將使用者對項目輸入預設的

評比。 

3. 使用者透過在操作介面上顯示的項目清單，
能夠選擇有興趣的項目瀏覽。 

4. 使用者可以對有興趣的項目進行瀏覽，並且
對這些項目進行評比的動作。 

5. 推薦模組依照使用者是否匿名登入，選擇用
不同的推薦模組來進行計算，並且產生推薦

列表於使用者。 

6. 使用者接收到推薦列表後可以回饋意見或
相關資訊於系統。 

 
圖 1系統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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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Engine：此模組為查詢資料庫中的項

目清單，並將項目列表在介面上提供使用者

作閱覽。 

 Data Collector：此模組為從 Providers 與

Crawler 中收集項目的清單資料，並且將項

目的資料匯入至資料庫中。 

 Database System：此為資料庫系統，儲存有

使用者資料、評分資料、項目相關資料等

等。 

 DB Management Module：此模組為處理資

料庫中所有的互動。 

 Evaluation Module：此模組為紀錄使用者對

項目的評比資料，透過 DB Management 

Module 來將評比資料記錄到資料庫系統。 

 Recommender：此為系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執行推薦系統之演算法，將計算之結果列表，

並提供於使用者。 

4. 推薦演算法 

4.1 匿名使用者推薦演算法 

匿名使用者的推薦演算模組中，會直接針

對在目前資料庫中所有的使用者 U對項目 I的

評分資料進行計算，並且會參考當前的使用者

𝑈𝑖選擇之項目𝐼𝑗的標記(Tag)[14]與對資料庫中

的每一個項目中的 Tag做重複 Tag數比對，得

出一個數據集合，並以𝑇𝑗表示為每個項目與使

用者當前所選擇之項目的 Tag比對重複的數據，

再分別計算出每個項目被評比總分之平均值，

並以𝐴𝑗表示每個項目的平均數值，將使用者 U

與對項目 I的評分[9]r以向量矩陣的方式呈現，

以 相 似 度 計 算 方 式 餘 弦 相 似 性 (cosine 

similarity)來計算其每個與當前使用者𝑈𝑖選擇

之項目𝐼𝑗的相似度，再依照本篇論文在此演算

法中提出的一加權方法對其進行加權[6]，按照

降冪排後續取其 Top-N個項目作為推薦列表，

以下會以電影推薦為例，實際進行計算。 

本篇論文所提出之加權計算公式： 

𝑃𝑗 = 𝐼𝑗 × 𝐴𝑗
𝑇𝑗                            

(3) 

下表為將使用者 U對項目 I的評分以向量矩

陣方式呈現： 

表 1匿名登入電影評分向量矩陣表 

  U1 U2 U3 U4 

葉問 2 0 0 4 2 

鋼鐵人 3 1 1 1 4 

黑暗騎士:開戰時刻 2 4 0 3 

玩命關頭 5 3 3 1 2 

冰雪奇緣 2 2 4 4 

神鬼傳奇 4 4 4 4 

大稻埕 4 5 1 0 

魔女嘉莉 3 1 4 4 

蜘蛛人 1 1 1 4 

超人 1 2 5 4 

    這邊以使用者點選「神鬼傳奇」此部電影

為例，去計算此部電影之 Tag 與其他電影 Tag

重複的個數： 

表 2「神鬼傳奇」與其他項目 Tag比對統計表 

  Tag Tag數 

葉問 2 A 1 

鋼鐵人 3 AO 1 

黑暗騎士:開戰時刻 AO 1 

玩命關頭 5 AB 2 

冰雪奇緣 CDLN 0 

神鬼傳奇 ABI 0 

大稻埕 D 0 

魔女嘉莉 HI 1 

蜘蛛人 AO 1 

超人 AO 1 

其中英文字母分別代表電影類型：Action (A)、

Adventure (B)、Animation (C)、Comedy (D)、

Crime (E)、Documentary (F)、Drama (G)、Family 

(H)、 

Fantasy (I)、Film-Noir (J)、Horror  (K)、

Musical (L)、Mystery (M)、Romance (N)、Sci-Fi 

(O)、Thriller (P)、War (Q)、Western (R)、Adult 

(S)、Short (T)，如果有兩個字母以上就代表影

片為多重類型電影。 

接下來計算每部電影評分總數的平均

值： 

表 3電影平均評分統計表 

 
U1 U2 U3 U4 

評 分 統

計 

平均評

分 

葉問 2 0 0 4 2 6 3.00  

鋼鐵人 3 1 1 1 4 7 1.75  

黑暗騎士 :

開戰時刻 
2 4 0 3 9 3.00  

玩命關頭 5 3 3 1 2 9 2.25  

冰雪奇緣 2 2 4 4 12 3.00  

神鬼傳奇 4 4 4 4 16 4.00  

大稻埕 4 5 1 0 10 3.33  

魔女嘉莉 3 1 4 4 12 3.00  

蜘蛛人 1 1 1 4 7 1.75  

超人 1 2 5 4 12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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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餘弦相似性計算方式計算： 

表 4電影相似度計算統計表 

相似度計算 

葉問 2 0.67082 

鋼鐵人 3 0.802955 

黑暗騎士:開戰時刻 0.835629 

玩命關頭 5 0.938315 

冰雪奇緣 0.948683 

神鬼傳奇 1 

大稻埕 0.771517 

魔女嘉莉 0.92582 

蜘蛛人 0.802955 

超人 0.884652 

以上述所提出之加權公式做加權計算： 

表 5匿名登入電影相似度加權計算表 

電影名稱 相似度計算 平均評分加權 

葉問 2 0.67082 2.01246118 

鋼鐵人 3 0.802955 1.40517137 

黑暗騎士:開戰時刻 0.835629 2.506887065 

玩命關頭 5 0.938315 4.750218995 

冰雪奇緣 0.948683 0.948683298 

神鬼傳奇 1 1 

大稻埕 0.771517 0.77151675 

魔女嘉莉 0.92582 2.777460299 

蜘蛛人 0.802955 1.40517137 

超人 0.884652 2.653955211 

最後將加權過後的值以降冪排序的方式

做排序，排除掉本身選取之電影再依照需求選

取 Top-N項目作為推薦值，這邊以前五名作為

推薦列表如下：玩命關頭 5、魔女嘉莉、超人、

黑暗騎士:開戰時刻。 

4.2 註冊使用者推薦演算法 

演算首先會對使用者之間對項目評分的

相似度做計算，計算其他使用者𝑈𝑘對𝑈𝑗的相似

程度，並且按需求選取Top-N的相似度最高的使

用者來進行下一步的計算，根據當前登入使用

者𝑈𝑗的資料，將在年齡的條件上，使用分箱法

的方法將年齡做一般化的處理，並且根據貝氏

定理的方法，做下一步的推薦演算，而最後的

結果再按照上述所提出的加權公式進行加權，

計算出的結果依照降冪排序，根據需求取Top-N

項目作為推薦列表  

 此部份以十位使用者對十部電影評分為

例，以使用者U1登入作為推薦計算，首先以相

似度計算以求得與U1使用者最相似之五位使

用者，如下所示。 

表 6 Top-5相似度最高使用者向量矩陣 

  U1 U5 U7 U8 U10 

葉問 2 0 3 1 2 5 

鋼鐵人 3 1 4 5 1 5 

黑暗騎士 :

開戰時刻 
2 5 5 1 0 

玩命關頭 5 3 2 5 5 5 

冰雪奇緣 2 3 3 3 1 

神鬼傳奇 4 2 2 1 2 

大稻埕 4 3 3 1 5 

魔女嘉莉 3 4 3 5 5 

蜘蛛人 1 1 1 1 2 

超人 1 4 0 2 4 

相似度 1.000   0.773  0.813  0.754  0.742  

以下表使用者之相關資料為參考： 

表 7使用者資料表 

Name Gender Birthday 

U1 女 24 

U2 男 48 

U3 女 35 

U4 女 26 

U5 男 43 

U6 女 23 

U7 男 42 

U8 女 20 

U9 女 37 

U10 女 21 

接下來則以分箱法對使用者之年齡做條件分

配，並進行貝氏分類法計算如下： 

將年齡由高至低做排序：20、21、23、24、26、

35、37、42、43、48 

分割成兩個箱子則箱子寬度為 (48-20)/2=14 

箱子 1：20,21,23,24,26 

箱子 2：35,37,42,43,48 

則以邊界值 (20-26)與 (35-48)作為年齡的範

圍。 

以貝氏分類計算方式針對所有電影計算其值，

以「葉問 2」電影為例。 

表 8葉問 2貝氏分類計算表 

葉問 2 評級 1 評級 2 評級 3 評級 4 評級 5 

評級總數 1 1 1 0 1 

年齡 評級 1 評級 2 評級 3 評級 4 評級 5 

20-26 0 1 0 0 1 

35-48 1 0 1 0 0 

性別 評級 1 評級 2 評級 3 評級 4 評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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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 0 1 0 0 

女 0 1 0 0 1 

推薦計算 0 0.25 0 0 0.25 

將對每部電影做貝氏分類計算後，從每部

電影中取得計算機率較高的值當作基礎值，相

同值則取評比較高之值為基礎值，並且以每個

評級做降冪排序如表 9所示。計算使用者對電

影之平均評分與使用者當前點選之電影與其

他電影 Tag之重複數，並透過上述所提出之加

權公式進行加權計算，如表 10所示。 

表 9電影貝氏分類計算統計表 

魔女嘉莉 0.4 

玩命關頭 5 0.266667 

葉問 2 0.25 

大稻埕 0.2 

神鬼傳奇 0.2 

黑暗騎士:開戰時刻 0.25 

超人 0.25 

冰雪奇緣 0.2 

蜘蛛人 0.2 

鋼鐵人 3 0.4 

表 10註冊使用者登入電影相似度加權計算表 

  
貝氏分類

計算值 

平 均

評分 

Tag 相

同數量 
加權 

玩命關頭 5 0.266667 3.30  2 2.904 

鋼鐵人 3 0.4 3.60  1 1.44 

魔女嘉莉 0.4 3.33  1 1.332 

黑暗騎士:開戰時刻 0.25 3.25  1 0.8125 

葉問 2 0.25 2.67  1 0.6675 

超人 0.25 2.22  1 0.555 

蜘蛛人 0.2 2.30  1 0.46 

大稻埕 0.2 3.00  0 0.2 

神鬼傳奇 0.2 2.50  0 0.2 

冰雪奇緣 0.2 2.50  0 0.2 

最後以降冪排序，按以需求這裡以取前五

部電影作為推薦之列表：玩命關頭 5、鋼鐵人

3、魔女嘉莉、黑暗騎士:開戰時刻、葉問 2。 

5. 系統開發 

5.1 系統開發環境 

本篇論文建置在作業系統 Windows 8.1 的

環境底系，以 Xampp 為工具開發系統，Xampp

包含了 Apache 2.4.9 Web Server、程式語言 PHP 

5.5.1與資料庫MySQL 5.6.16 等，開發工具則

是使用 Notepad ++ v6.6.7，系統的開發使用

PHP程式語言並輔以其他腳本語言建置而成。 

表 11系統建置環境表 

硬

體 

CPU 
Intel® Core™ i5-4200 CPU @ 

1.60GHz 

系統型號 UX32LN 

晶片類型 GeForce 840M 

記憶體 8GB DDRIII 1333 

軟

體 

作業系統 Windows 8.1 

開發平台 Notepad++ v6.6.7 

開發程式語言 PHP 5.5.11 

腳本語言 JavaScript、JQuery、AJAX 

Web Server Apache 2.4.9 

資料庫 MySQL 5.6.16 

5.2 系統實作 

 本篇研究實作建置有回饋機制的電影推

薦系統，實測數據及驗證測試結果。電影資料

預設評分樣本來源為IMDB電影資料庫，我們

預先在資料庫中建立電影資料樣本510筆資料，

以作模擬實驗用。而下列則將以電影推薦系統

實作介面為介紹，系統上設計兩個演算法，分

別為匿名推薦與註冊使用者推薦演算，並且系

統擁有使用者之回饋機制，使推薦系統能夠參

考使用者之回饋進而推薦相關資訊。 

 

圖 2匿名登入使用者推薦列表(電影) 

 
圖 3註冊登入使用者推薦列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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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使用者回饋資訊(電影) 

5.3 實驗結果分析 

在此部份會針對時間效率的實驗與平均

精準度(MAP)的實驗結果作討論，並且就上述

兩者實驗中比較兩者演算法的優缺點，與列出

與其他演算法的比較表。 

 執行時間效能 

我們會比較兩者演算法在執行推薦演算

時所花費的時間，分別就登入使用者的推薦演

算與未登入使用者之推薦演算做測試，執行測

試推薦系統演算花費時間之過程為使用者點

選其喜好的項目後開始計算，計算到推薦系統

完成演算提供推薦列表為止，在這個測試中將

分別依不同數量的使用者與項目實際匯入，測

試演算法的執行花費時間，分別以50位、100

位、150位、200位、250位使用者，與項目數

100項、200項、300項、400項、500項匯入做

實際測試，系統測試之環境與結果如下列所

示。  

表 12系統測試環境表 

硬體 

CPU 
Intel® Core™ i5-4200 CPU @ 

1.60GHz 

系統型號 UX32LN 

晶片類型 GeForce 840M 

記憶體 8GB DDRIII 1333 

 

 

圖 5推薦演算執行時間測試 

 平均準確度均值(MAP)[1] 

我們已平均準確率(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來評估我們的機制與系統，MAP 是

對查詢出來所有資料的準確率計算其平均值，

並且在每一次的查詢中，皆會加入排序位置的

參考因素，若是排序位置在越前面的越準確，

則此查詢的準確度則越高，其計算方式如下： 

𝑃𝐾 = ∑
𝑇𝐾

𝐾
𝑀
𝐾=1                        (4) 

𝑀𝐴𝑃 =
𝑃𝐾 

𝑁
                          (5) 

𝑃𝐾是某一次查詢的準確率，𝑁為所有查詢

的加總，𝑇𝐾則是在此查詢中，在前𝐾個的結果

為正確的數目。 

這部份的測試分為電影推薦系統與書籍

推薦系統的測試，而在電影推薦系統的測試中

取得匿名登入的測試數量為117筆，註冊登入

的測試數量為223筆資料；書籍推薦系統的匿

名登入測試數量與註冊登入的測試數量則分

別為117筆與222筆資料，系統在推薦結果上皆

會列出12筆的推薦結果為一推薦列表，測試結

果如下。 

 

圖 6電影MAP測試數據 

 分析討論 

從以上的實驗中可以發現，在程式的執行

所花費的時間效能上，匿名登入的推薦系統演

算法所花費的時間上會少於使用者登入後所

使用的推薦演算法，而執行花費的時間則會按

照使用者與項目的數量增加而差異越顯越大，

而在準確度上的實驗中，不管在電影推薦系統

上的測試或是在書籍推薦系統上的測試，平均

精準度(MAP)測試計算出的數據結果皆有相同

的表現，採用登入使用者的基本資訊與相關評

分等資料的推薦演算比起匿名登入的推薦演

算的準確度高，而在書籍推薦系統中的平均精

準度(MAP)的計算數據中低於電影推薦系統的

MAP測試數據的值，在此其中可分析，Tag的

分類在我們所提出的推薦演算法中是重要的

參考資料之一，在推薦演算法相同的情況下，

書籍推薦系統與電影推薦系統的差別在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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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推薦系統為採取對每本書做單一 Tag分類的

情況下推薦，而電影推薦系統則是針對每部電

影做多個 Tag的分類，故此，此分析判斷在對

項目能夠做更詳細的分類情況下，我們所提出

的演算法，不論是以匿名登入或是已登入使用

者的演算法上，其在提供的推薦列表都會有更

好的表現，而在推薦系統上的回饋機制，能夠

經由取得更多使用者對項目的評分，進而讓推

薦系統能夠做出更準確的推薦。 

表 13會員登入與匿名登入演算比較表 

 匿名登入推薦 會員登入推薦 

演算執行時間 低 高 

平均精準度 低 高 

使用者推薦度 低 高 

表 14其他演算法比較表 

 優點 缺點 

Memory 

Based 

Reasoning 

簡單易用，可處理

任何資料型態。 

需記錄大量的

訓練資料集，需

大量計算。 

Association 

Rules 

計算模式簡單易

懂，能分析不同形

式的原始資料。 

計算成本高，項

目個別特性不

重視，容易忽略

罕見的項目。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可應用的領域廣

泛，並可接受不同

種類變數輸入，適

應性強。 

其計算出來的

解 有 無 限 多

組，無法得知哪

一 組 為 最 佳

解，計算量大。 

Genetic 

Algorithm 

可以處理的資料範

圍大，產生可解釋

的結果。 

運 算 成 本 極

高，許多問題有

編碼困難。 

Our 

Algorithm 

簡單易用，適用不

同領域的推薦，重

視產品的個別特

性，適應性高。 

計算量高，不易

解釋結果。 

 

6. 結論與未來展望 

在本論文中提出利用Tag之分類與相似度

計算，進而結合貝氏分類之方法形成一個新的

推薦演算機制，並且提出權重計算公式來為特

定條件放大其重要程度，所提出的演算法可以

降低單純以協同式過濾所產生的問題，例如新

使用者與新項目的問題，並且發掘使用者提出

新的項目的推薦列表，而就不僅僅侷限在只能

推薦過去類似的項目而已。未來希望可以結合

更多的不同方法來更加優化我們的推薦系統，

例如關聯法則、類神經網路等，並且能夠新增

更多對使用者來說更具影響力之條件使推薦

演算法的準確度能夠更加提升，另一方面亦希

望能夠達成取得使用者回饋的更多資訊，進行

更多的分析，例如在使用者回饋的意見中，或

是使用者搜尋的關鍵字裡，分析其背後可能具

備的資訊，或是讓我們能夠更了解使用者的喜

好[10]，根據這些資訊皆能更進一步的提升推

薦系統之推薦準確度，另一方面希望能夠更加

地降低在推薦演算或耗費的時間成本，使其能

夠更有效率地進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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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發展，以及醫藥的研究，各國都

將面臨「少子化以及人口老化」的困境與問

題，因此，老人健康照護及安養問題日益重

要。由於平均壽命延長、家庭結構、老人福利

範疇擴張等因素影響，老人的需求已從食衣住

行的滿足、經濟「安全」的保障，延伸到健康

醫療及生活品質的提昇。      現今人人皆有智慧

型手機，本研究探討如何應用以科技與遠端居

家照護技術的相關資料與基礎為知識，建置一

個以 GPS 為基礎的照護系統，來符合老人的

需求設計一個居家照護系統，使高齡長輩可以

獲得更多安全的保障與更好的照顧。我們利用

無線網路下載 APP Android 系統介面控制手機

本身原有的 GSM、GPS 來達到即時防護偵測

與定位監控，利用 APP 系統管理。  完成的居

家照護系統有行動 APP、後端平台系統以及簡

訊 SOS，其中的 APP 包含個人帳號查詢、照

護者即時座標位置與過去歷史軌跡之功能。 

 
關鍵字：GPS、居家老人、居家照護系統、

Android 
 

Abstract 
The goal of these studies is hop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wisdom of life,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nd other technical assistanc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good solutions, thereby 
helping the elderly to maintain an active and 
independent longer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home 
environments. Due care equipment and support 
market can provide continuous innovation. So 
the system needs to have the flexibility of the 
scalable architecture, a trend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is to use GPS as the core 
architecture.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pplication of GPS, which has built in mobile 
phone. And a GPS-based care system is to 
design a home care system. First, download the 
APP Android smartphone interface to control the 
phone system itself,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GSM, GPS to achieve real-time protection to 
detect and locate monitoring. After using the 

APP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Login to your 
personal account holder only immediate inquiry 
coordinates, also walked past or understand the 
trajectory information. 

 
Keywords: GPS, home for the elderly, home 
care system, Android. 
 

1. 前言 
近年來，隨著公共衛生與醫療科技的進

步，全球人口平均壽命延長，造成普遍高齡人

口結構的增加，在台灣，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人力規劃處 1990 年的台灣人推計報告指

出。國人平均壽命由民國 88 年的 75.9 歲，一

直到民國 98 年的 79 歲，總共提高了 3.1 歲；

另外報告中年的人口也顯示未來(2016-2060)
老年人口占總人口數的比例由 101.1%增加至

401.6%，平均是 4 位老年人才有 1 位年幼人

口；於 2011 年撫養比例約 35%，隨著老年人

口快速增加，2060 年增加為 97.1%。這些證據

都反映出台灣社會的高齡化現象[3]。 
面對高齡化社會的到來，是目前國家面臨

最複雜但不得不面對的問題，台灣人口老化問

題又比歐美國家嚴重[4]，所以經濟社會變遷

而大多屬於雙薪家庭的台灣。由於過去是農業

時代，過去家庭都是多子多孫的大家庭，但在

產業環境變遷迅速的時代，傳統概念中擔任照

護工作的婦女都投入工作職場，子女們因事業

繁忙普遍無法周詳照顧年邁雙親，導致家中老

年人口照護問題隨之增加[5]，進而產生「就

地照顧」概念所衍生的混合「家庭式」及「機

構式」照護，處理未來長期照護問題[6]，對

於老年人口進住長期照護機構確有顯著偏低

情況[7]，因此該如何才是最有效率及最符合

成本效益的方式來解決老年人口居家照護的

問題已經刻不容緩[8]。各研究者仍在尋求一

個完善的系統來應付各種照護方式[9]。 
    由於近年來醫療照護技術與相關設備發

展快速，再加上無線通訊系統與網路的帶動，

使得遠距智慧居家照護成為眾所關注的議題

及新技術發展的重大產業。 
    遠距照護採用遠距離監控等技術，藉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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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照護者生活的型態，來提供最具成本效益的

服務，節省照護時間與人力成本[10]。遠距照

護之發展課題在於科技、資訊方面之多元整

合，運用遠距離監控技術，使需要老年人能就

近在居家或社區環境中，不設限生活環境得到

無微不至的安全照護[11]。 
    為了解決上述所提到的居家照護問題，以

及照護環境下應對的問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如下： 
1. 建立一個能夠使居家老人受照護的環境 

本研究在室內環境下進行室內GPS定位與

即時監控的照護系統，在第一時間下能回報緊

急狀況並執行搶救的目的。僅利用隨身攜帶的

智慧型手機原有功能，下載Android APP[12]，
便可省去多餘不必要的攜帶行工具以及人力

成本。為避免GPS位差與偏移，故使用歷史軌

跡方便了解照護者過去的習慣以便查詢

[13]。利用簡訊服務功能做緊急通報的基本架

構，在透過普及率逐年攀升的智慧型手機，低

成本的情況下，提升照護安全的效益[14]。 
2. 建立一個完善的居家照護系統雛形 

本研究希望藉由相關文獻的蒐集及整理

後，可以整合出有關居家照護系統所普遍擁有

的組成元件，簡易方便的操作模式，為了解決

系統上GPS相關整合照護管理，以及發揮資源

應用最大照護效益之問題，須建立一套完善且

具備輔助支援之 GPS 基礎照護系統，最後透

過這樣的雛型系統來幫助我們驗證所建立的

居家照護系統是具可靠性的管理系統，該智慧

化系統之建立，將有助整體應用的幫助[15]。 
 

2. 主要內容 
   利用無線通訊技術，結合智慧型手機本身

現有的強大功能 GSM、GPS、更高速的處裡

器、高容量的記憶體，以及更大的螢幕[16]，
提高年長者照護便利與需求，採用簡訊與下載

APP Android 系統介面來讓使用者精準的掌握

照護者的生活與安全[17]。 
    當受照顧者發生意外或是遇到問題時，可

以透過自己手機按下 SOS，通緊急聯絡人，這

時緊急聯絡人可以透過簡訊精準的掌握到照

顧者的地理位置，便可以立即尋找照顧者。 
  此系統的優點： 
1.利用 APP 下載 SOS 系統，當照護者如有發

生意外或問題時，可將求救訊號傳送至緊急

聯絡人手機，即可顯示照護者發報日期時

間、手機電力、經緯度座標、GPS 衛星顆數

以及連接網址，點擊網址可讓使用者直接透

過網路上網查看照護者即時位置並做最緊急

之處理。 
2. 可將求救訊號傳送至緊急聯絡人手機。 

 即可顯示照護者發報日期時間、手機

電力、經緯度座標、GPS 衛星顆數以

及連接網址。 
 點擊網址可讓使用者直接透過網路上

網查看照護者即時位置並做最緊急之

處理。 
3.使用者持智慧型手機可登入個人後端平台

系統，登入系統後可了解照護者現在的即

時位置動態。 
4.透過個人後端平台功能中可利用歷史軌跡

查詢，照護者過去所走過的路線與時間

點，以確保未來緊急狀況可供參考資訊。 
 
2.2 遠端照護方法傳統方式 
    大部分的長者配戴可攜式產品意願不

高，只有約一成的長者能完全配合，九成的長

者對系統只感到不錯[18]，但若需付費的情況

下，約有二成五的長者願意參加遠距居家照護

服務[19]。 
(一)傳統照護方法須另外攜帶一台機器 

1.    機器大小不一。 
2.    精準到位的機型都較過大或過重。 
3.    不易隨身攜帶於身上。 
4.    皆需要使用到 SIM 卡。 
5.  另外使用GSM天線與GPS天線來提

高訊號源收訊的效果。 
  (二)一般產品為求訊號能正常收發[20] 

1. 將 GSM、GPS 天線外露或是另外拉

出機身外。 
2. 但此產品大多運用在車輛。 
3. 無法對於人身照護能有效的利用。 

 
市場上已開始推出迷你型攜帶產品，使用

在人身方面有很大的效果，使年長者或幼齡孩

童能輕易使用，也在保全產業吹起一股居家照

護炫風。攜帶型產品的優點如下： 
1. 非常迷你，操作介面簡易，僅 2~3 個

按鍵，例如電源鍵、功能鍵、SOS 鍵。 
2. 使用者可利用手機撥打攜帶型機

器，進行定位並了解目前最新位置。 
3. 利用手機定位後在按照內鍵的導航

路現指示找尋持有者。 
4. 傳統電子圍籬功能：使用者設定指

定範圍，當照護者離開圍籬區域時會

傳送訊息到緊急聯絡人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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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機構比較說明 
 市場上已有類似產品流通開始推出迷你

攜帶型產品，採用隱藏式 GSM 天線與隱藏式

GPS 天線[23]。但卻反應不出該有的效果，時

常出現訊號不良，備電續航力不足，環境干擾

導致訊號無法傳送亦或是位置偏移誤報，有大

量簡訊費用的產生，使用者不但不方便也造成

困擾。 

 

3. 系統架構及設計 
    智慧型手機藉由主三大項功能：網際網

路、GSM、GPS，架構中運用功能設計如下： 
1. 網際網路：下載APP系統，提供緊急求救功

能以及後端平台查詢功能。 
2. GSM：以簡訊發送至緊急聯絡人，使聯絡

人了解當前即時位置，並可透過Google Map
地圖詳加確認位置。 

3.GPS：定位照護者所在位置，並把資訊回傳

至資料庫。 
    最後結合網際網路、GSM、GPS三大項資

訊到後端資料庫，進行整合分析後把資訊呈現

在後端平台管理系統及緊急聯絡人手機。提供

緊急連絡人可至後端平台查詢照護者相關資

訊，如歷史軌跡查詢照護者當前即時位置，亦

或是照護者發出SOS緊急求救訊號，資料庫收

到此訊號後即刻利用簡訊功能把照護者資訊

傳至緊急聯絡人手機中。 
 

3.1 APP Android 系統平台功能 
於圖 1 所示為本文的系統架構圖。主要分

成幾個模組： 
Android 端： 
1. 即時軌跡查詢系統：是記錄被監控者的手

機 GPS資訊，會透過 Server 記錄之後，讓

監控者能透過 Google Map查詢到這個手

機的 GPS軌跡資料。 

2. SOS 求救按鈕：透過 SOS 求救按鈕，能讓

被監控者的手機的 GPS 往上送給監控

者，並做出必要的協助。 

3. 即時定位系統：透過本系統能透過 WIFI

或 GPS 定位，找到對應的使用者並提供

Tracker。 

4. 即時監系統：透過自動化的方法，去讀取

GPS 資訊或是被監控者傳送的求救訊， 

也自動做出判斷，並回傳給監控端。 

5. GSM 緊急簡訊即時發送：透過即時監系統

的判斷，發送簡訊，並即時通知使用者被

照顧者有狀況 

6. 網路資料模組：網路模組會透過 3G 上網方

式，把需要的資料由雲端下載，並提供查詢

資料等功能。 
 
 

 
 
 
 
 
 
 
 
 
 
 
 
 
 
 
 
 

圖 1 系統架構 
 

Server 端： 
1. Web Service：透過 web service，我們能存

取資料庫的資料，並記錄被監控者的所有

訊息，並能主動告知使用者的訊息。 
2. MSSQL：主要用到的 MS SQL 資料庫。 
    適當的校正與訊號處理過程中可以有效

降低 GPS 定位估測誤差，而且能在無 GPS 無

衛星的環境下進行模擬評估，亦可推估出遠距

離之有效性與可靠性，相信歷史軌跡可帶來更

有幫助的紀錄與資訊[26]。 
 
3.2  系統平台功能 
 
3.2.1 即時軌跡查詢系統 
    我們透過 google map 的 API 重畫方法來

將對方走過的 GPS 座標串起來，如圖 2 所示。 
 

public void draw(Canvas canvas, MapView mapView, 
boolean shadow)  
  { 
      //畫現在位置 
      drawNowGeoMap(canvas, mapView, shadow); 
      //畫地圖座標 
   drawMapLocations(canvas, mapView, shadow);
 //畫 tracker 
    drawTracker(canvas, mapView, shadow); 
  }     

圖 2 透過 google map 畫 trakcer 
     

使用者

照護介面 

GSM 緊急簡訊

即時發

即時軌跡查詢

系統

SOS 求救按鈕

即時定位系統

網路資料模組 

即時監系統

被照護者

介面 

MSSQL Web Service 

Server Web Site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217 AIT / CEF 2015



我們透過開始、結束座標，先標上追緃者

GPS 資料，然後再中間的座標點連線，將路徑

串起來，最後一直 redraw 之後，就能取得完

整的 GPS Tracker 應用。 
 

3.2.2  SOS 求救按鈕 
    透過傳送訊息到 web service 端，以 GET 
method 方法，將資料送出後，Server 端會通知

監控端有人按下求救按鈕如圖 3 所示 
 
mButton01 = (Button)findViewById(R.id.myButton1);  
    mButton01.setOnClickListener(new 
Button.OnClickListener()  
    {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overlay.clearRange(); 
        String str = mButton01.getText().toString(); 
                SendSos(); 
      }  
    });  

圖 3 Trakcer 
 
3.2.3  即時定位系統 
    透過Android提供的 function，將目前GPS
資訊上傳到 Server，就能告知監控者，目前的

即時訊息及被監控者在那發出 SOS 訊息。 
 
3.2.4  GSM 緊急簡訊即時發送 

本系統能即時將訊息傳送出去，因此當被

緊急情況被觸發時會透過以下參數值設定： 
 設定<開啟第 1 組緊急聯絡人號碼> 

AT$SMSVIP=2, 第 1 組緊急聯絡人號

碼,1,4;AT$SMSGP=2,3; 
 設定<開啟第 2 組緊急聯絡人號碼> 

AT$SMSVIP=3,  第 1 組緊急聯絡人號

碼,1,4;AT$SMSGP=3,3 

 設定<關閉第 1 組 VIP 號碼> 
AT$SMSVIP=2,0,0,0 

 設定<關閉第 2 組 VIP 號碼> 
AT$SMSVIP=3,0,0,0 

 
當參數設定完成後，照護者手機將會回傳

OK 訊息，表示參數已下成功；如參數設定失

敗，照護者手機將不會回傳任何訊息，已表示

所下的參數失敗。本系統能透過 Android API
來送出訊息，並能即時判斷是否有傳成功。 
 
3.2.5 使用者監控端 
   透過 PHP 和 MSSQL 來處理建構雲端網頁

介面。跟手機功能是相同的，但方便透過登入

等方式，能即時取得對方的訊息和記錄。如果

當手機出問題，PC 就能做為主要的功能，也

達到一樣的監控行為。 
        

3.3 雲端實作架構 
    在雲端伺服器中功能內 Web 服務功能與

網站都需藉由MSSQL來提供整合後的資訊再

加以呈現給使用者。 
本系統透過 PHP 來寫 Web Service，我們

透過 Get Method 取資料後，存入資料庫。本

系統透過送參數方法，查詢資料庫內容，然後

回傳 XML 格式到 Android，並透過 Android
的 XML 解析 API 去讀取欄位資訊，像是 GPS
內容，就可應用在 GOOGLE MAP 上。 

 
4. 實物驗證 
 
4.1 手機定位監控 
1. 首先必須申請個人帳號並設定密碼，如圖 4

所示。 

 
圖 4 APP 帳號密碼登入 

2. 當登入畫面後會顯示照護者清單，每一個

帳戶中可自行登錄需照護的人，便可輕易

的查詢到照護者的相關資訊。 
3. 右上角白點處可點擊設定更新資料的時間

以及地圖的縮放比例，如失去連線後也可設定

多少分鐘後自動再次連線，如圖 5。 

 
圖 5 右上設定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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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聯絡人點擊照護者後便可了解照護者當

下即時位置，如更新時間須立即性，便可

點擊上方即刻更新，如圖 6。 
 

 
圖 6 照護者位置 

 
5. 再次點擊照護者可查詢當前地理位置，或

是照護者所走過的歷史軌跡，點擊”現在”
會跳至 Google Map 地圖呈現，如圖 7。 
 

 
圖 7 點擊查詢選單 

 
6. 當聯絡人點擊軌跡查詢後，首先可得知照

護者在什麼日期時間下走過哪些路段，如

文字讓人摸不著頭緒，可點擊其中一項，

將會轉至 Google Map 來呈現。 
7. 可利用 Google Map 顯示路線、方向，如

圖 8 所示。 
 

 
圖 8 軌跡路線圖 

 
4.2 發報測試 
1. 開啟電腦中通訊工具「超級終端機」程式，

輸入傳輸包率、資料位元設定等參數，如

圖 9 所示，紅框中所呈現為 SOS 發報後終

端機所接到之訊息與日期時間。電腦即可

透過 RS-232 對此下指令控制，SOS、低電

壓事件以 Google URL SMS 格式簡訊傳送

至緊急聯絡人電話號碼。 
 

 
圖 9 終端機 - SOS 發報畫面 

 

 
圖 10 終端機完成定位及緊急聯絡人號碼 

 
2. 圖 10 紅框中為 GSM 已收訊完成，並顯示

緊急聯絡人電話號碼。 
3. 支援 AGPS 功能 
4. 每 2 小時更新一次資料，但需開啟 GPS 功

能，事件觸發時 GPS 起來定位。 
5. 30 秒內 GPS 定到位，傳送最新 GPS 位置資

訊(如超過 30 秒後 GPS 未完成定位則傳送

最後一次 GPS 位置資訊)。如定位完成將每

30 秒回傳即時 GPS 訊號，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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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終端機–GPS 每 30 秒定時回報 

 
6. 亦有省電模式，設備偵測到有震動且時間

間隔超過 90 秒就喚醒 GPS 起來定位。(此 90
秒可藉由參數指令來作修改)，紅框中所表示

GPS OFF 為休眠狀態，經由事件觸發，如震

動後開啟功能 GPS ON 之訊息與日期時間，如

圖 12 所示。 
 

 
圖 12 終端機–GPS 觸發而喚醒定位 

 
4.3 功能測試分析 
利用智慧型手機原有 LED 燈號來判別 
1.電源燈 

 紅燈:充電中(燈號持續恆亮) 
 綠燈:完成充電(燈號持續恆亮) 

2.GSM 白燈號 
 1 次/0.8 秒:訊號搜尋中(閃爍) 
 1 次/3 秒:訊號正常(閃爍) 

3.GPS 藍燈號 
 1 次/0.8 秒:訊號搜尋中(閃爍) 
 恆亮:定位成功燈號持續恆亮) 

<開啟 SOS>狀態下，持續按壓二秒鐘，系統

會發出<嗶-嗶兩短音，並帶一短震動 >，關閉

SOS 狀態，並將 GPS 回復為省電模式。 

     
5. 結論 
    行動 APP 對於需要服務的老人與照顧者

而言，扮演的角色除了安全上的工作之外，對

照顧者也能有即時掌握狀態的功能，可以在突

發狀況下第一時間 SOS 通報緊急聯絡人，再

者，對於照顧者的安全建設也有幫助，可以和

照顧者及家人分享照顧的心情，給予家人支

持。 
在定位分析中，主要測試在有遮蔽物影響

下同一個環境所達到的效益與差異判別。 
1. 智慧型手機整體效果較佳是 A-GPS 輔助

的效果。 
2. 整體而言 SiRF 定位效果確實顯著優於目

前所有銷售中產品。惟獨缺點為產品過於

龐大不易攜帶。 
    在未來研究改進部份，為增加老年人傾倒

部分加以探討，可利用智慧型手機原有的水平

陀螺儀裝置功能，了解照護者是否跌倒或是遇

到意外，可隨時回報安全狀況以及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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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行動定位的商車營運管理系統之設計與實作 

 
 

摘要 

近年來，即時追蹤車輛的位置資訊是商用

車輛營運系統和物流業者主要關心的議題。因

此，本研究提出一套整合異質網路行動定位方

法，透過分析商用車輛營運系統歷史資料中的

位置資訊和網路訊號等進行行動定位。在此定

位方法中主要綜合考量細胞網路和 WiFi 網路

等異質網路訊號，並同時考量訊號強度、時間

序列、網路傳輸距離等因子，來進行行動定位

分析。由實驗數據顯示，本研究提出之整合異

質網路行動定位方法的定位誤差為 3.36 公

尺，優於其他的方法。因此，本方法將有可效

進行車載設備定位，以提升商用車輛營運系統

的品質。 

關鍵詞：行動定位、異質網路、商用車輛營運

系統、網路訊號、細胞網路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 (CVO) has been an popular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he location determination of 

on-board unit (OBU) in car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VO.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bile positioning method based 

on integrated heterogeneous network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signals which are obtained from 

CVO system. This method mainly analyzes 

the heterogeneous network signals (e.g., 

cellular networks and WiFi network) and 

considers the factors of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time series, transmission 

distance for mobile position. In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location 

error of the proposed is 3.36 better than other 

methods. Therefore, this method is feasible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OBU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VO system. 

Keywords: Mobile Positioning, Heterogeneous 

Network, 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 

System, Network Signals, Cellular Network 

1. 前言 

近年來，由於經濟環境的發展與消費形態

的改變，物流運輸業在台灣蓬勃發展。一般中

/大型以上的物流車隊擁有的車輛規模少輒數

百輛，多輒數千輛。如何管理大量且複雜的貨

物運送流程作業，並且安全、快速、低成本的

將貨物配送到各地，成為商用車輛營運系統

(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 CVO)和物流業

者主要關心的議題。 

物流業的貨物運送流程通常非常複雜，包

括貨物的收集、儲存、裝卸、運輸、配送等流

程，這些過程通常包括複雜的貨物運送網絡。

因此如何管理點與點之間的貨物配送、監控車

輛/物流士之異常行為，即時追蹤目前貨物和車

輛位置及狀態，提高營運效率以及降低成本與

減低意外發生的機率，成為物流貨運業者管理

上面臨的主要問題。商用車輛營運系統的發展

即是利用現有普及的通訊技術、車上機設備以

及結合系統功能發展及應用，改善業者面臨的

相關問題。此外，雖然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技術已經相當普及，然

而其在遮蔽物和高樓大廈眾多的情況下，將可

能面臨無法定位或 GPS 訊號飄移的困境，例

如：在遮蔽物眾多的市區內。 

本研究設計和開發「結合行動定位的商車

營運管理系統」，由一車載行動設備(On-Board 

Unit, OBU)中週期性地擷取多個異質網路訊號

(例如，全球行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GSM)、通用行動通訊

系 統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UMTS)、分碼多重存取(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DMA)、高速分組存取(High 

Speed Packet Access, HSPA)、長期演進技術

(Long Term Evolution, LTE)、全球互通微波存

取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WiMAX)、WiFi、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ZigBee、

陳志華 王梅瑛 郭士嘉 林佳宏 官大勝 

中華電信研究院 

副研究員 

中華電信研究院 

研究員 

中華電信研究院 

研究員 

中華電信研究院 

研究員 

中華電信研究院 

高級研究員 
chihua0826@gmail.com mei_ying@cht.com.tw segakuo@cht.com.tw arphen@cht.com.tw ditto@cht.com.tw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222 AIT / CEF 2015



Bluetooth 等網路)，紀錄時間點和各個網路站

台識別碼及其訊號強度集合，並將其回傳至一

雲端伺服器。當雲端伺服器收到資料後，每個

訊號強度集合進行正規化成向量空間，再把傳

輸距離較短的行動網路之向量值予以加權(例

如：WiFi 網路之權重高於細胞網路)。並且，

加入時間序列因子，考量前多個時間點的訊號

向量集合予以加權，令時間點越近的權重值越

高，結合多個時間點的資訊產生新的向量集

合。最後，將此向量集合與一雲端歷史資料庫

中的多個向量集合進行比對，取得向量集合最

相似的複數筆資料及其對應的經緯度座標，再

依其相似度對經緯度座標值進行加權平均，作

為車載行動設備當下的位置估計值。本方法可

以運用和分析過去歷史資料中的定位資訊和

細胞網路訊號來提供定位資訊，有效提供企業

客戶即時追蹤車輛的位置，掌握移動狀況。 

此論文以下分為五個章節，在第二節中將

探討行動定位相關的研究背景。第三節說行動

定位方法設計原理。第四節分析說明系統架構

與功能設計，並進行系統效能評估。最後一節

則說明此論文之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2. 文獻探討 

在行動定位技術上，目前已經發展許多的

定位方法，並分別有研究針對不同的網路環境

和訊號進行分析和估計，以下分別針對細胞網

路、無線區域網路和個人區域網路、以及整合

異質網路進行討論。 

2.1 細胞網路 

在細胞網路的定位方法主要分為下列幾種

方式：(1) 基地台識別碼定位方法、(2) 一般位

置更新和交遞定位方法、以及 (3) 指紋

(Fingerprint)定位方法。 

在基地台識別碼定位方法的部分，雖然此

方法處理效率較高且運算負擔較小[1-3]，然而

此方法的定位誤差較大，根據實驗數據指出約

為數百公尺到數公里的定位誤差。 

在一般位置更新和交遞定位方法的部分，

雖然此方法可以直接透過收集一般位置更新

訊號和交遞訊號即能進行查表和定位，處理效

率高[4-6]，但此方法的定位誤差仍然較大，根

據實驗數據指出約為數十公尺到數百公尺的

定位誤差。 

最後，指紋定位方法為近幾年較被廣泛使

用的定位方法之一。例如，Kung 學者提出結

合 Location Service (LCS)，運用行動設備收集

GSM、UMTS等網路之訊號強度集合，並將此

集合與過去的資料進行比對，取出數筆訊號強

度集合最為相似的資料之經緯度座標進行加

權平均，作為行動設備當下的位置資訊[7]。雖

然此方法可以運用訊號強度集合進行定位

[7-9]，但其只取當下時間點的訊號強度集合，

故此方法將可能因訊號干擾而造成定位上的

誤差。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基於指紋定位方法，

並加入時間序列等因子來減少訊號干擾所造

成的影響，以改良定位準確度。 

2.2 無線區域網路和個人區域網路 

在無線區域網路和個人區域網路中主要將

包含有WiFi [10]、Bluetooth [11]、RFID [12]、

Zigbee [13]等網路傳輸技術。其中，更由於

Bluetooth、RFID、Zigbee 等網路傳輸範圍較

短，故可以達到更精確的定位資訊。例如，近

幾年由 Apple 所推出的 iBeacon 被應用到許多

展場中進行室內定位，這些技術在交通和車輛

移動的環境中，將會由於這些網路傳輸技術距

離太短，以致於實用效果不大[11]。此外，許

多地區都未具備有 Bluetooth、RFID、Zigbee

等網路，將需要再花費大量的額外成本進行佈

建，所以將可能不符合效益。 

過去研究中有學者指出運用指紋定位方法

分析 WiFi 網路訊號將可以得到準確的定位資

訊，且 WiFi 亦可適用於車輛移動環境中[7]。

然而，由於 WiFi 目前大部分只有在市區或人

口密集的地區才有佈建，所以如果只有考量

WiFi訊號進行定位，將可能受限網路涵蓋率，

而導致有許多地區無法定位。因此，在本研究

中將把 WiFi 網路也列入分析的網路訊號，並

與細胞網路訊號綜合分析取得定位資訊。 

2.3 整合異質網路 

目前在整合異質網路訊號進行行動定位的

研究還不多見。主要有「多模定位追蹤裝置」

專利提出多模定位方法，結合 GPS、Cell ID、

RFID等模組，可在 GPS定位精確度良好時，

採用 GPS 定位資訊；當 GPS 訊號不佳時，採

用行動網路基地台之 Cell ID進行定位。最後，

若 GPS 無法定位且 Cell ID 定位精確度不足

時，將主動喚醒 RFID 標籤，結合 RFID 定位

技術提供定位資訊[14]。然而，此方法並非同

時綜合分析多種網路訊號進行融合和定位，而

且採用狀態分析，依不同的條件選擇不同的定

位技術。並且此方法可於有 RFID 定位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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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的定位資訊，但手持載具必須位於定位追

蹤設備一定範圍內才能感測到定位追蹤設備

的位置，故將造成此方法的限制和使用者的不

便。而且需要增加 RFID 相關設備的佈建成

本，所以效益不大。 

有鑑於此，在本研究中主要將同時綜合考

量多種網路訊號，並進行融合分析，且在不增

加硬體成本下提高定位準確度。 

3. 異質網路行動定位方法 

本研究設計一整合異質網路之行動定位的

方法，其方法流程如圖 1所示。本研究將以同

時考量細胞網路和 WiFi 網路為例進行方法說

明，此方法主要將包含 4 個步驟：(1) 收集異

質網路之基站資訊與訊號強度；(2) 分析基站

識別碼、訊號強度、時間序列，依時間序列和

傳輸距離進行加權，並轉換成向量空間；(3)

與歷史資料進行比對，取得最相似的 k 筆資

料；(4) 依每筆資料向量距離進行加權平均，

估計目前位置，分述如下。 

收集異質網路之基
站資訊和訊號強度

分析基站ID、訊號
強度、時間序列，
並轉換為向量空間

各路段歷史資料
(訓練資料)

依每筆資料向量距
離進行加權平均，
估計目前位置

依時間序列和傳輸
距離進行加權，取
得最相似k筆資料

 

圖 1 異質網路行動定位方法的方法流程圖 

3.1 收集異質網路之基站資訊與訊號強度 

將由車載終端設備收集位置所偵測到的異

質網路訊號，包含有多個基站識別碼、訊號強

度，並紀錄其時間點後，回傳至雲端運算伺服

器，並由雲端伺服器進行行動定位方法的運

算。 

以圖 2為例，車載終端設備將可以同時收

集到 Cell 1、Cell 2、AP 1、AP 2四個基站之識

別碼和訊號強度(如表 1 所示)，並將其紀錄和

回傳至雲端運算伺服器，作為行動定位判斷應

用。例如：在 2014/02/18 16:10:02時將回傳 Cell 

1 = -70、Cell 2 = -65、AP 1 = -75、以及 AP 2 = 

-57 之向量集合回雲端伺服器。當雲端運算伺

服器收到來自車載終端設備同一時間多個基

站識別碼、訊號強度、時間點之資料集合時，

再將此資料集合和同設備前多個時間點資料

集合之向向量集合，輸入至行動定位方法中，

與雲端歷史資料庫之資料進行比對，進行行動

定位。 

雲端機房

雲端伺服器

車載設備

Cell1

AP1

Cell2

RoadAP2

 

圖 2 異質網路行動定位方法的網路架構圖 

3.2 分析基站識別碼、訊號強度、時間序列，

依時間序列和傳輸距離進行加權，並轉換

成向量空間 

當雲端伺服器收到來自車載終端設備的基

站識別碼、訊號強度集合後，並假設在環境中

(包含歷史資料)所有的細胞基地台數共有 nc

個、WiFi 熱點數共有 nw個後，將依基站識別

碼、訊號強度、時間序列、網路傳輸距離等因

子分別轉換成向量空間，作法如下。 

3.2.1 訊號強度向量集合 

將收集到之訊號強度集合表示為向量集

合，並將未偵測到訊號的基站訊號強度設為極

小值，如公式(1)所示。其中，rc,1 代表為細胞

網路 Cell 1 之訊號強度、rc,2代表為細胞網路

Cell 2之訊號強度，而 rw,1代表為WiFi網路 AP 

1之訊號強度、rw,2代表為WiFi網路 AP 2之訊

號強度，依此類推。假設環境中 Cell數共有 4

個，WiFi 熱點數共有 5 個，並以 2014/02/18 

16:10:02時將回傳 Cell 1 = -70、Cell 2 = -65、

AP 1 = -75、以及 AP 2 = -57之向量集合為例，

並將未偵測到訊號強度的基站強度設為一極

小值-999，可將此資料表示公式(2)。依此類

推，表 1中序號 1~3筆將可以表示為表 2所示

之訊號強度向量集合。 

{ }
wc

nwwwnccc
rrrrrrR ,2,1,,2,1, ,...,,,,...,,=  (1) 

{ }999,...,57,75,999,...,65,70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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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車載終端設備收集資料 

序號 時間 Cell 1 Cell 2 AP 1 AP 2 

1 2014/02/18 16:10:00 -70 -75 -60 -65 

2 2014/02/18 16:10:01 -75 -70 -70 -60 

3 2014/02/18 16:10:02 -70 -65 -75 -57 

4 2014/02/18 16:10:03 -70 -70 -65 -60 

5 2014/02/18 16:10:04 -75 -65 -70 -60 

6 2014/02/18 16:10:05 -75 -63 -70 -57 

7 2014/02/18 16:10:06 -80 -60 -80 -55 

8 2014/02/18 16:10:07 -75 -65 -75 -60 

 

表 2 訊號強度向量集合示意表 

Cell 1 Cell 2 Cell 3 Cell 4 AP 1 AP 2 AP 3 AP 4 AP 5 

-70 -75 -999 -999 -60 -65 -999 -999 -999 

-75 -70 -999 -999 -70 -60 -999 -999 -999 

-70 -65 -999 -999 -75 -57 -999 -999 -999 

 

3.2.2 訊號強度正規化 

由於每種網路收集到的訊號強度最大值和

最小值的區間並不相同，因此在本研究中將以

公式(3)，依據訊號強度最大值 u和最小值 d，

為原始的網路訊號強度值 r 進行正規化為 s，

令正規化後的訊號強度值 s介於 0~1之間。其

中，假設細胞網路之訊號強度最大值為 uc，而

最小值為 dc，以及 WiFi 網路之訊號強度最大

值為 uw，而最小值為 dw；將可運用公式(4)和(5)

分別為細胞網路和 WiFi 網路之訊號強度進行

正規化，正規化後的向量集合表示為 S，如公

式(6)所示。 

本研究案例之車載終端設備採用 Android

平台實作，在 UMTS網路之訊號強度最大值為

-51 dBm，最小值為-113 dBm，故針對，而在

WiFi網路之訊號強度最大值為-55 dBm，最小

值為-100 dBm，故可將表 2中的資料分別運用

公式(4)和(5)進行正規化成表 3。 

( )













−

−

≤

≥

==

otherwise,

 if,0

 if,1

,,

du

dr

dr

ur

durNs  (3) 

( ) ( )113,51,,,
,,,

−−==
icccicic

rNdurNs  (4) 

( ) ( )100,55,,,
,,,

−−==
iwwwiwiw

rNdurNs  (5) 

{ }
wc

nwwwnccc
ssssssS ,2,1,,2,1, ,...,,,,...,,=  (6) 

 

表 3 正規化後訊號強度向量集合示意表 

Cell 1 Cell 2 Cell 3 Cell 4 AP 1 AP 2 AP 3 AP 4 AP 5 

0.694 0.613 0 0 0.889 0.778 0 0 0 

0.613 0.694 0 0 0.667 0.889 0 0 0 

0.694 0.774 0 0 0.556 0.956 0 0 0 

 

3.2.3 時間序列加權 

有鑑於無線網路可能因訊號干擾或其他環

境因素，而造成訊號強度的波動，故只取單一

時間點之訊號強度集合來進行定位，將可能產

生較大的定位誤差。本研究考量複數筆訊號強

度集合，取得同一車載終端設備當下和前多個

訊號強度集合，並依時間序列進行加權。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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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越近的資料，權重越高，即當下的訊號強

度集合權重最高，但亦考量前多個訊號強度集

合。假設總共考量前 nt個時間點之訊號強度集

合，並為每一個時間點之訊號強度集合設定一

權重值，其權重集合可表示為 Wt，如公式(7)

所示。例如：當下時間點之權重為 wt,0、前 1

個時間點之權重為 wt,1、前 2 個時間點之權重

為 wt,2，依此類推。而當下時間點和前 nt個時

間點之訊號強度集合的集合可表示為 Z，如公

式(8)所示。其中，當下時間點之正規化後訊號

強度集合為 S0、前 1個時間點之正規化後訊號

強度集合為 S1、前 2個時間點之正規化後訊號

強度集合為 S2，依此類推。最後，再將訊號強

度集合依時間權重進行加權平均，依時間序列

加權後集合可表示為 T，如公式(9)所示。 

{ }
t

t

t
nttt

n

i

itnttttt
wwwwwwwwW

,1,0,

0

,,2,1,0,
...,1,,...,,, ≥≥≥=∀= ∑

=

 (7) 

{ }
t

nt
SSSSZ ,210 ,...,,,=  (8) 

{ }
wc

t

nwwwnccc

n

i

ii
ttttttwST

,2,1,,2,1,

0

,...,,,,...,,=×=∑
=  

(9) 

在此案例中，將同時考量前 2個時間點之

訊號強度集合，即 nt設為 2。並分別設定當下

時間點之權重為 0.6，前 1 個時間點之權重為

0.3，前 2 個時間點之權重為 0.1，如公式(10)

所示。對 2014/02/18 16:10:02時間點資料(即表

3中的第 3筆資料)而言，將可參考其前 2個時

間點之訊號強度集合(即表 3 中的前 2 筆資

料)，依權重進行時間序列加權，加權後結果如

表 4所示。 

{ } { }1.0,3.0,6.0,, 2,1,0, ==
tttt

wwwW
 

(10) 

 

表 4 時間序列加權後向量集合示意表 

Cell 1 Cell 2 Cell 3 Cell 4 AP 1 AP 2 AP 3 AP 4 AP 5 

0.669 0.734 0 0 0.622 0.918 0 0 0 

 

3.2.4 網路傳輸距離加權 

有鑑於傳輸距離短的無線網路作為定位

時，其定位精確度可以較高，故在本研究中亦

考量網路傳輸距離，並予以加權，令傳輸距離

短的網路，權重越高。在此案例中，主要將考

量細胞網路和WiFi網路，並由於WiFi網路傳

輸距離較細胞網路短，故設定 WiFi 網路權重

較細胞網路大。例如：細胞網路設定權重值為

0.5，WiFi網路權重值為 1。可將表 4之向量集

合加權為表 5之向量集合，加權後結果表述如

公式(11)所示。 

{ }
wc

nwwwnccc
ddddddD ,2,1,,2,1, ,...,,,,...,,=  (11) 

 

表 5 網路傳輸距離加權後向量集合示意表 

Cell 1 Cell 2 Cell 3 Cell 4 AP 1 AP 2 AP 3 AP 4 AP 5 

0.335 0.367 0 0 0.622 0.918 0 0 0 

 

3.3與歷史資料進行比對，取得最相似的 k筆

資料 

本研究之雲端歷史資料庫中已儲存m筆資

料，涵蓋各個定位點其經緯度座標(在此經度表

示為 x，緯度表示為 y)，以及其所對應的加權

後訊號強度向量集合 H，如公式(12)和(13)所

示。可將由車載終端設備所回報之新資料 D跟

歷史資料集合進行相似度比對，計算與每一筆

資料的相似度，如公式(14)所示。再從歷史資

料中取出最相似的 k筆資料。 

{ }
m

hhhH ,...,,

21
=

 (12) 

{ } { }
awaaacaaaaaaa
hnwhwhwhnchchchhhhha

ddddddyxDyxh ,,,2,,1,,,,2,,1,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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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例中，雲端歷史資料庫共儲存 5筆

資料(即 m = 5)，如表 6所示。將表 5之加權後

向量集合 D 與歷史資料中的每一筆資料進行

相似度計算，可得相似度分別為 0.9993、

0.9984、0.9986、0.9966、0.9981。 

3.4依每筆資料向量距離進行加權平均 

取出之最相似的 k筆，依這 k筆資料所對

應的經緯度座標進行加權平均，令相似度越高

的資料，其權重越高。在此案例中將設定 k為

3，即取出最相似的 3 筆資料。並設定其相似

度即為其權重，並對經緯度座標進行加權平

均。依表 6 可得最相似的資料為 h1、h3、h2，

其相似度分別為 0.9993、0.9986、0.9984，再

依此相似度對 x和 y分別進行加權平均後，可

得估計車載終端設備位處於經度 x’和緯度 y’，

如公式(15)和(16)所示。 

 

表 6 網路傳輸距離加權後向量集合示意表 

資料代數 x y Cell 1 Cell 2 Cell 3 Cell 4 AP 1 AP 2 AP 3 AP 4 AP 5 

h1 120.12301 23.12301 0.600 0.700 0.010 0.000 0.600 0.900 0.010 0.020 0.000 

h2 120.12302 23.12301 0.700 0.750 0.020 0.010 0.590 0.850 0.020 0.010 0.000 

h3 120.12302 23.12302 0.650 0.650 0.020 0.020 0.640 0.870 0.010 0.000 0.000 

h4 120.12303 23.12302 0.750 0.770 0.010 0.000 0.550 0.880 0.020 0.010 0.000 

h5 120.12302 23.12303 0.550 0.680 0.000 0.020 0.620 0.850 0.000 0.010 0.000 

D ? ? 0.669 0.734 0.000 0.000 0.622 0.918 0.000 0.000 0.000 

 

3.5小結 

綜上所述，本揭露案例提供一種整合異質

網路之行動定位的系統與方法。其技術透過事

先建立的行動定位系統，由車載終端設備回報

異質網路其基站識別碼、訊號強度、時間點至

雲端運算伺服器進行行動定位。再由雲端運算

伺服器運用行動定位方法，分析基站識別碼、

訊號強度、時間序列、網路傳輸距離等因子，

並轉換成向量空間，再與雲端歷史資料庫中的

資料進行比對。取出最相似的 k筆及其對應的

經緯度座標後，以相似度為經緯度座標進行加

權平均作為車載終端設備估計位置。 

4. 系統實作與方法驗證 

本節將針對整合異質網路行動定位方法進

行系統實作，並且整合到商用車輛營運系統

中，相關的系統實作元件和方法驗證詳述如

下。 

4.1 系統實作 

本研究將設計與實作一套行動雲端架構之

「整合異質網路行動定位方法的商用車輛營

運系統」，此系統整合行動雲端技術，包含多

個無線網路基地台、多個車載終端設備、一個

雲端運算伺服器、以及一個雲端歷史資料庫，

系統架構圖如圖 2所示，功能分述如下。 

7120.123016   

9984.09986.09993.0

9984.012302.1209986.012302.1209993.012301.120
'

=

++

×+×+×
=x

 (15) 

323.1230133    

9984.09986.09993.0

9984.012302.239986.012301.239993.012301.23
'

=

++

×+×+×
=y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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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無線網路基地台 

本研究中的無線網路基地台可為 GSM、

UMTS、CDMA、HSPA、LTE、WiMAX、WiFi、

RFID、ZigBee、Bluetooth等異質網路之組合，

每個基站包含一個唯一的識別碼，並且車載終

端設備在連線時可由車載終端設備擷取該識

別碼和當下的訊號強度，作為後續分析應用。 

4.1.2 車載終端設備 

此設備具備有多模網卡模組，可以同時收

集不同網路的訊號，主要可以收集和紀錄基站

識別碼(例如：Cell ID、BSSID、網卡 ID)及其

訊號強度集合，再將同一時間點之資料集合回

傳至雲端運算伺服器。 

4.1.3 雲端運算伺服器 

此伺服器主要可以收集和分析來自車載終

端設備同一時間多個基站識別碼、訊號強度、

時間點之資料集合，再將此資料集合和同設備

前多個時間點資料集合之向向量集合，輸入至

行動定位方法中，與雲端歷史資料庫之資料進

行比對，進行行動定位。 

4.1.4 雲端歷史資料庫 

此資料庫主要可以儲存歷史行駛軌跡，其

中包含有定位點經緯度座標，以及該定位點對

應複數筆的基站識別碼、訊號強度等因子的向

量空間集合。 

4.2 方法驗證 

本方法目前已於中華電信研究院院區內進

行路測，共涵蓋 457個定位點，修改 k 個最近

鄰居演算法(k-Nearest Neighbor, kNN)，同時考

慮 Cell 和 WiFi 訊號集合，並結合時間序列進

行分析，可將定位誤差降低至 3.36公尺。並且

在實驗過程中有和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進行

比較，證實此方法確實較為優越，如表 7所示。 

 

表 7 定位誤差比較表(單位：公尺) 

 kNN kNN+ 

時間序列 

kNN+ 

時間序列

+WiFi加權 

BPNN BPNN+ 

時間序列 

BPNN+ 

時間序列

+WiFi 

加權 

僅 Cellular 25.71 5.86 - 80.99 78.43 - 

僅WiFi 6.18 3.90 - 71.58 66.51 - 

Cellular+WiFi 5.56 3.37 3.36 72.5  157.16 151.97 

 

5. 結論與未來發展 

由於物流運輸業在台灣蓬勃發展，商用車

輛營運系統也已經逐漸成為智慧型運輸系統

中熱門的應用領域之一。即時追蹤車輛的位置

資訊更是商用車輛營運系統重要議題。因此，

本研究提出一套「結合行動定位的商車營運管

理系統」，透過分析商用車輛營運系統歷史資

料中的位置資訊和網路訊號等進行行動定

位。在此定位方法中主要綜合考量細胞網路和

WiFi網路等異質網路訊號，並同時考量訊號強

度、時間序列、網路傳輸距離等因子，來進行

行動定位分析。由實驗數據顯示，本研究提出

之整合異質網路行動定位方法的定位誤差為

3.36公尺，優於其他的方法。因此，本方法將

有可效進行車載設備定位，以提升商用車輛營

運系統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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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uplink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OFDMA) systems with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s 
(CFOs), there always be a dilemma that high performance and 
low complexity cannot be obtained simultaneously. Moreover,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is a major factor that degrades 
performance of the OFDMA system. As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L) estimator is impractical in this context, we 
introduce a family of suboptimal estimators with the aim of 
exhibiting an attractive tradeoff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complexity.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calle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DE), for CFO estimation. Performance 
and complexity comparisons are provided, along with 
numerical results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s 
outperform other existing schemes with considerably low 
complexity. 
Keywords-OFDM ;Differential evolutionalgorithm;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ML 

I.  INTRODUCTION  
As an effective multiple access scheme to make 

equalization simple in frequency-selective environments,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OFDMA) is 
endorsed by leading standards such as IEEE802.16 and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1], [2]. In OFDMA uplink transmissions, 
there are two challenging issues. The first one is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since OFDMA, which is an orthogonal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based technique, 
i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s (CFOs). 
Moreover, in an OFDMA uplink, different users introduce 
different CFOs; therefore, the CFO estimation at the base 
station is a multivariable estimation problem, which is 
computationally expensive.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channel 
estimation since a large number of channel parameters need 
to be estimated for coherent detection. It is well known that 
OFDMA inherits from OFDM the weakness of being 
sensitive to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CFO) that is generated 
by the frequency mismatch between the transceiver 
oscillators or the Doppler effect. Nevertheless, to support 
access for a large number of users,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N, in OFDMA systems is usually very large, 
which causes a high complexity. Moreover, OFDMA [3-4], 
the presence of CFO between the uplink signals and the 
base station (BS) local reference gives rise to interchannel 

interference (ICI) as well as multiple-access interference 
(MAI), with ensuing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performance. 
In particular, the algorithms derived in [5] and [6] are based 
on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L) principle and provide 
CFO estimates by exploiting a training block transmitted by 
each us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uplink frame. In spite of 
their effectiveness, such solutions are too computationally 
demanding as they require a complete search in order to 
locate the maximum of the likelihood function. Some 
computational saving is achieved in [7] by replacing the 
exhaustive search with a line search. This results into a 
scheme with reduced complexity but slower convergence 
rate. A high-performance ML algorithm for both 
synchronization and channel estimation for an OFDMA 
uplink transmission is studied in [7], and the complexity is 
reduced by employing an alternating projection metho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pproximation should be fine enough so 
that the estimation remains (almost) optimal in the ML 
sense. Thus, our aim is to define a simplified estimation 
algorithm whose performance becomes identical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act ML algorithm when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increases. An iterative time and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scheme using the space-alternating 
generalized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algorithm for 
interleaved OFDMA uplink systems is proposed in [4]. The 
MAI cancellation in an OFDMA system is discussed in [8]. 
A conventional estimator, such as in [9], is considered as a 
candidate for frequency offset estimation in [8].  

The effect of the CFOs on multicarrier systems was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in the literature [10–13]. In these 
detectors, error floors, which are mainly induced by the 
large MAI, appear. In [11], a circular convolution detector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MAI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Then, 
parallel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PIC) is used to regenerate 
and remove the MAI from the original signal.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correlation-based methods, ML-based 
approach has been explored in recent years [12-13]. ML-
based scheme searches all possible solutions in the solution 
space and chooses the best one as final result. Theoretically, 
ML-based approach can find the optimal solution and has 
the immunity against the amount of CFO. Unfortunately, its 
complexity is too high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solution space is multi-dimensional. 

 Th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DE) algorithm,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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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orn and Price [15-21], is a simple yet powerful 
population-based stochastic search technique, which is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global optimizer in the continuous 
search domain. Unlike ML approach exhaustively finding 
all possible solutions in the solution space, DE is a kind of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techniques like genetic algorithm 
(GA). It can estimate all CFOs at a time. DE randomly 
generates some particles (candidate solutions), which fly in 
the space to find the best solution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and whole experiences. In this work, a low-complexity 
algorithm for CFO recovery in the OFDMA uplink is 
proposed.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signal 
model of OFDMA is presented in Section II. The periodic 
sign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leaved OFDMA uplink is 
introduced in Section III. In Section IV, the CFO-estimation 
problem is stated and the proposed estimation algorithm is 
derived. Simulation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Section V, and 
conclusions are drawn in Section VI. 

II. SYSTEM MODEL 
 

In this paper, we assume that the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s of 
uplink users are known, or estimated, by the receiver. In this 
section, we introduce the uplink signal model of OFDMA. 
Let N and K be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and the number of 
users,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that is 
assigned to each user can be given as M = N/K. The 
subcarriers include all available subcarriers and virtual 
subcarriers in the guard band [11-13]. Before initiating the 
transmission, the timing for each user is acquired by using 
the downlink synchronization channel from the base station. 
Consequently, the transmissions from all users can be 
regarded as quasi-synchronous. The total number of 
subcarriers is denoted as N, and one block of frequency-
domain symbols that are sent by the kth user is denoted as 

[ ]Tkkk Ndkddd )1(,),(),0( 1 −=  , where )(idk
, i = 0, . . . , N − 1, 

is nonzero if and only if the ith subcarrier is modulated by 
the kth user. For data-bearing subcarriers, the modulation 
symbols are data symbols, such as phase-shift keying (PSK) 
or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AM). For virtual 
subcarriers, the modulation symbols are effectively padded 
zeros in IFFT. For pilot subcarriers, the modulation symbols 
are pilot symbols or training symbols for estimating the 
channels. 

Denoting the timing offset that is caused by 
propagation delay as kη , the compound channel response 

can be written as [ ]TT
LL

T
k

T
k kKk 1)(1 00 ×−−×= ηη εh  where L  is the 

upper bound on the compound channel length. For user K, 
the normalized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s (CFO) and the 
phase offset (between the oscillator at user k and that of the 
base station) are denoted as kε  and kθ , respectively. At 
the base station, after timing synchronization and removal of 
CP, the signal from user k is given by 

[ ] kkkk
T

kkkk jwNxxx hAx )(exp()()1(,),1(),0( θΓ=−=     (1) 

where ( ) (1, ,exp( ( 1) ))k kw diag j N wΓ = − , 

and Lk
H

k FDFA = , and Nw kk /2πε= . In the above 

signal model, the phase offset )exp( kjθ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annel response kh . This renders the 
estimation of the phase offset dispensable since only the 
combined channel 

kkj h)exp( θ  is needed in the equalization. 

We further define kθ  as the effective CFO of the kth user. 
As will be shown later,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stimates the 
effective CFO rather than the normalized CFO directly. 
Effective CFO has one important property. Different users 
have distinct effective CFOs. Based on this fact, the CFO 
estimation will not be influenc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common phase offset. Thus,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we 
assume that 0=kθ , k∀ , for simplicity. Since the received 
signal at base station x is a superposition of the signals from 
all the users plus noise, we have 

( )k h kw= Γ +∑x A h n                              (2) 

 TNnnn )]1(,),1(),0([ −=n                    (3) 
is the complex white Gaussian noise vector with zero mean 
and covariance matrix  { } 2H

N NG E σ ×= =n nn I . The discrete-

time channel impulse response of the kth user is 

1

TT T
Kh h h⎡ ⎤= ⎣ ⎦

 , signal model (2) can be rewritten as 

                           ( )w= +x Q h n                                (4) 
where [ ]1 1 2 2( ) ( )  ( )   ( )  K Kw w w w= Γ Γ ΓQ A A A . 

In a multiple-access system, the unknown parameters of 
interfering users can be treated as nuisance parameters, 
which will degrade the estimation accuracy of the 
parameters of interest. Regarding OFDMA uplink frequency 
offset estimation, the following result holds. On the other 
hand, [7] proposes a maximum- likelihood (ML)-based 
alternating-projection algorithm.. However, the algorithm of 
[7] is still computationally demanding. For instance, the 
algorithm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is large. It is, therefore, of practical 
interest to propose suboptimal estimators which are likely to 
be implemented in such contexts, i.e., which have 
reasonable complex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have a 
performance close to the M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signal model in (4), the ML estimate [7] [11-14] of 
parameters { }h,w is given by maximizing  
  

2 2

1 1ˆ ˆ ˆˆ ˆ ˆ( ) exp
( )

H

Nπσ σ
−⎧ ⎫⎡ ⎤ ⎡ ⎤Ψ = × ⎨ ⎬⎣ ⎦ ⎣ ⎦⎩ ⎭

x,h, w x - Q(w)h x - Q(w)h
               (5) 

where ĥ  and ŵ  are trial values of h and w can be obtained 
as 

{ }2

ˆ
ˆ ˆ ˆarg max ( ) (w= Λ = ΛQw
w w)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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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1ˆ ˆ ˆ ˆ ˆ( ) ( )( ( ) ( )) ( )H HQ Q Q Q−=QΛ w w w w w [7]. The 
CFO estimation in (6) requires an exhaustive search over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spanned by ŵ , which may be too 
computationally expensive in implementation. Moreover, 
the maximization problem (6) can be directly solved by 
using an exhaustive grid-search over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 spanned by ŵ  , which requires prohibitively larg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nd is clearly not feasible in 
practice. The resulting procedure consists of cycles and 
steps. A cycle is made of K steps, and each step updates the 
CFO of a single user while keeping the other CFOs constant 
at their most updated values.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we 
follow the natural ordering 1, 2, ,k K=  in updating the 

users’ CFOs. Also, we denote ˆ
k

iw the estimate of kw  at the 
ith cycle and define the (K-1)-dimensional vector as 

1 1
1 1 1ˆ ˆ ˆ ˆ ˆ, , , , ,

Ti i i i i
k k k Kw w w w w+ +

− +⎡ ⎤= ⎣ ⎦                (7) 

III. EASE OF USE ESTIMATION SCHEME USING 
DIFFERENTIAL EVOLUTION OPTIMIZATION ALGORITHM (DE) 

Th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DE) algorithm was proposed 
by Price and Storn [15-17]. The DE algorithm ha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over the traditional genetic algorithm: 
it is easy to use and it has efficient memory utilization, 
lower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t scales better when 
handling large problems), and lower computational effort 
(faster convergence) [17-20]. DE generates new offspring 
by forming a trial vector of each parent individual of the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is improved iteratively, by three 
basic operators: mutation, crossover, and selection. Th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is a novel parallel direct 
search method, which utilizes 

pN  parameter vectors as a 
population  ,   1, 2, ,G

i px i N=  , for each generation 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steps of DE algorithm is given 
below. 
1) Main Operators for DE: The performance of DE is 
mainly dependent on three operators, mutation, 
recombination and selection.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m is 
presented accordingly in the sequel. 
2)Mutation: The function of mutation in DE is to maintain 
the diversity of population as well as provide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steer the optimization. A typical DE mutation 
formulation is 
                      1

1 1 2( )
i

G G G G
i r rx x f x x+ = + × −                            (8) 

where G  represents the G th generation, 1 2r r i≠ ≠ , and 
1r  , 2r are randomly selected integers within the population 

size N P , { }1, 2 1,2, ,r r NP∈ .. If 
2

G
rx to replace G

ix , then 

          1
2 1( )

i

G G G G
i r ix x f x x+ = + × −                          (9) 

Clearly (9) is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two vectors and the 
resulting mutation becomes an arithmetic crossover process. 
3) Recombination: Recombination or crossover is the main 

operator for genetic algorithm (GA) but only a 
complementary process for DE. The basic recombination 
process is a discrete recombination, which employs a 
constant [ ]0,1CR∈  to determine if the newly generated 
individual is to be recombined. Alternatively, the arithmetic 
crossover formula of (8)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e 
rotational invariance which is otherwise difficult to be 
achieved with the discrete recombination. The resulting 
expression of the mutation and crossover processes are 
given in (10) as a combination of (8)–(9)    

1
2 3 1 2( ) ( )

i

G G G G G G
i r i r rx x f x x F x x+ = + × − + × −            (10) 

where the randomly generated integers 1 2 3r r r i≠ ≠ ≠ , F is 
the mutation constant and

2f controls the crossover constant. 

[ ]2 0,1f ∈  and remains constant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process. The values of F and 

2f are commonly determined 
on a case to case basis. 
Selection: DE adopts a very simple selection operator. A 
newly generated child individual 1G

ix +  is compared with 
parent G

ix and replaces it if 1( ) ( )G G
i if x f x+ ≤  . It ensures that 

the cost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verall population will not 
increase throughout the search proces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optimization capability of DE depends extensively 
on the diversity between vectors. The tuning of operator 
parameters, however, cannot totally get rid of this situation 
due to the randomness inherence of the algorithm. Therefore, 
apart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DE operators, researcher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trying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DE by incorporating other schemes. 

 
ALGORITHM 1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1. Initialize population space( ); select an initial 

population of N candidate solution, Evaluate fitness 
2. while termination criteria is not satisfied   

Do Being 
3. For each ith individual in the population  

Begin 
4. Randomly generate three integer 

number: [ ]1 2 3, , 1;r r r Popsize∈  where 1 2 3r r r i≠ ≠ ≠  
for each jth gene in ith individual [ ]( 1; )j n∈   
Begin , 1, 2, 3,( )i j r j r j r jv x F x x= + −  

5. Randomly generate one real number: [ )0;1jrand ∈  
6.  If 

, .       :j i j i jrand CR then u v< =  
Else 

, ,:i j i ju x=  
End  

7. If individual iu  is better than individual ix  then 

replace individual ix by child iu  individual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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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ompetitive exclus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EXPERIMENTIAL RESULTS 
Assume that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N is 1024. The 
channel delay spread is less than the length of CP( 32GN = ), 
and CFO is distributed over [-0.5, 0.5]. Because different 
users occupy different subchannels, their effective CFOs fall 
in non-overlapping ranges. We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schemes in terms of the symbol error rate 
(SER) against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Figs. 1 and 2 
show the symbol error rate (SER) versus SNR, where the 
system parameters with user K=10 and 32, respectively. Fig. 
1and 2, we see that the MDE-ML algorithm obtains almost 
the same results as the simplified ML method does when Δ1 
is large and the SNR is high.  Obviously, the estimation 
errors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sers, 
because more users induce a larger MAI. Due to the MAI, 
the estimation has an error floor in terms of SNR (the error 
will reach a fixed value for a large SNR) 

 

V.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 of joint CFO and channel 
estimation for an OFDMA uplink has been considered, and 
the ML joint CFO and channel estimator has been deriv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rade-off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complexity for the OFDMA uplink system, 
we proposed a DE-based ML scheme. The cases of an ideal 
and practical CFO estimation have been also considered in 
order to highlights the good behavior for the proposed 
receiving schemes. The DE method is very appealing fo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since it achieves almost the same 
performance as the ML method while requiring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lexity.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clusters over which the DE--based ML scheme is performed 
can be chosen adaptively by using the knowledge of 
frequency offset and SER values for better performance and 
complexity trad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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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SERs versus SNRs (K =10, MDE-ML, GA-ML,  simplified ML ).              Fig. 2. SERs versus SNRs (K = 32, MDE-ML, GA-ML,  simplified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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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情境感知的智能家居照明系統設計 

Design on Context-Awareness Based Smart Home Lighting 
Systems 

 
 
摘要 
本 研 究 實 作 一 個 具 情 境 感 知

(Context-Awareness) 之 居 家 照 明 系 統

(Illumination System)，本研究以一個三位家庭

成員之五個居家空間為家庭情境之設計，並應

用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辨識系

統及紅外線感測系統而獲得居家空間情境，利

用此應用單人情境均可正確感知。此外，本研

究提出一改進之可變步階控制演算法，以提升

情境照度的調整速度。經由實境測試後，本系

統可正確的快速調整情境照度，尤其在情境照

度與背景環境照度差異較高時，調整情境照度

調整效果更加明顯。本系統對於照度可快速調

整，居家情境照度不受外界光源之影響。 
關鍵詞：情境感知、情境照度、紅外線感測器、

光感測器、RFID、可變步階控制演算法。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text-aware based home 
lighting system. By combining the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infrared sensing system, the system contexts are 
obtained. In the single person context, the system can 
easily correctly make decision. In addition, an 
improved variable step-size control algorithms is 
proposed to fast adjust the context illumin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hig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ext 
required lighting and the background illumination. 
The proposed system can fast adjust the home lighting, 
such that the external lighting does not affect the 
illumination of home-context. 
Keywords: lighting sensor, Infrared sensor, Context 
illumination, Context awareness, RFID, Variable 
step-size control algorithms 

1. 前言 

近年來，隨著資通訊技術的進步，無線感

測網路應用在智能家居(Smart Home)已成為世

界各國研究的議題[1]。為提升使用者的舒適、

安全以及娛樂等生活品質，可藉由科技的管理

來改善，家庭自動化控制主要應用於安全監控

[2][3][4]、家庭娛樂[3]、智慧家電[5]及居家照

護[2]等。此外，應用智慧家電的控制可節約能

源，降低對環境的破壞[6]，本研究應用微電腦

系統及無線感測網路，並對使用者提供情境感

知服務。 
智能家居中主要之應用有電器和節能控

制、多媒體、通訊技術、感測網路等，未來電

子電器將依使用者的喜好而設計，而且能做到

節能，針對環境破壞做到最小[6]，因此，本篇

應用多種感測器節點，將使用者和環境的訊息

感測與收集，並經由主控電腦運算處理後，完

成使用者所需要的情境服務。 
照明系統在生活中是不可缺少的，例如:

學校或是家庭中，甚至是一般的道路上，照明

在生活品質中都是很重要的生活要素。因此本

篇主要針對家庭的照明，並依據使用者目前所

處的環境(家庭、學校) [7]及喜好來達到適當的

情境照明控制(Context Lighting Control)。智慧

照明系統在情境感知應用領域上是很重要之

關鍵，例如：在家看電影時不需要太高的照

度，而在閱讀時需要的照度則很高。 
本篇提出一個智能家居(Smart home)的燈

光控制系統，結合 RFID 和 Arduino 控制器來

實現低成本之智能家居系統。由 RFID 和 Tag
結合可識別使用者，針對不同使用者提供情境

感知(Context Aware)服務，以 Arduino 實現無線

感測網路(Wireless sensor network)之應用來控

制整個居家照度，以提升使用者的生活品質。 

2. 情境感知 

在 智 能 家 居 之 研 究 上 ， 情 境 感 知

(Context-Awareness)[9, 10]是現在重要的研究

主題之一，透過多種不同的感測器收集資訊(如:
空間、溫度、活動、使用者相關資訊等)，將收

集到的資訊作運算分析後，可推論得使用者之

情境，而提供適當之情境服務給使用者。   
在智能家居之系統上，如何將多種感測器

收集  到的資料整合，並推斷出使用者所需的

情境，是重要的研究。將多樣化的資訊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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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或是在中間多加管理以減少系統的負

擔，讓系統可以正確的判斷出使用者所需的情

境，或是使用大型社群智能管理 [13]，使用多

個主控端做整合、分析，再傳送到主控端整合

及分析。 
在傳統家庭中各種系統都獨立運作，造成

不易互傳資訊，而在智能家居系統中，在客廳

可利用各種感測器收集客廳的資訊(如:溫度、

空間、使用者人數及資訊等等)，推估出使用者

目前情境(看電視、電影、或是廣播等)，並以

5W1H 來增加情境的推斷，5W1H 指的是何事

(What)、何人(Who)何時(When)、何地(Where)、
為何(Why)、如何(How)，如(使用者是誰、現

在的空間、所做的事情、時間等)[13]。但在文

獻[13]中，只有提供情境，並沒有對所有情境

加以探討，並只針對客廳做出實驗，且沒有對

整個居家作實驗和感測器的判斷，所以[13]只
提出針對特定的房間假設情況的實驗。 

本篇探討智能家居之情境感知，由於居家

的房間不只一間房間，所以針對使用者在智能

家居中的空間定義。主控端以無線感測器接收

到判斷使用者所在的位置資訊，及居家裡使用

者人數，並依照使用者的情境，由主控端做照

明控制，而達到智能家居的情境服務。 

2.1 照明系統 

在日常生活中，照明對我們人來說是不可

或缺的，不管是在白天外面的光照，或是在晚

上燈光照明，對我們來說都是不可或缺。不同

照明的照度對我們人可以產生不一樣的作

用，所以在智能家居裡之照明控制是最重要的

功能。 
智慧照明系統可作多樣化之設計，並即時

感知使用者的情境而給予不同喜好的燈光照

明，傳統的日光燈無法達到多樣化設計，而

LED 燈具可使用數位控制來達到各種光線與

照度之設計。 
近年來之照明系統設計之研究中，“辦公室

照明系統”[14]結合了日照與節能的概念，在辦

公室內配置光感測器，根據陽光射入室內強弱

將室內的日光燈依序作關閉或是開啟，可節省

照明之消耗能量，但使用的是一般日光燈照

明，所以無法作各種情境服務。在一般傳統的

居家照明也是一樣，由於使用的也是傳統的照

明設備，對於節能方面也就相對地比較少，沒

辦法提供出使用者所需要的情境，因此，LED
與日光燈比較起來，不管是在情境照明之提供

或是燈具壽命、耗電率及安全性等，LED 都比

傳統的日光燈好，故本系統裡也使用 LED 燈泡

來做照明，並提供使用者的情境服務。 

2.2 紅外線感測應用 

本篇實驗之一般家庭有五個空間，在每個

空間的門口都裝有無線紅外線感測模組，可感

應是否有使用者進出。一般紅外線感測器可分

主動式和被動式兩種。紅外線動作感測器(PIR 
Motion Sensor)是屬於被動式的紅外線裝置，如

圖 1(a)所示，感應器本身不會發射紅外線光

束，本篇使用移動式紅外線(PIR Motion Sensor) 
使用的規格為 HC-SR501 如圖 1(a)所示，感應

的方式是當使用者或是物體移動，感應器才會

有所感應，並做出動作。 

    另外一種為遮光型紅外線感測器，

(Blackout Infrared)的規格為TSOP2438如圖1(b)
所示，必須跟紅外線發射器(IR LED)和紅外線

接收器配合，這兩個模組組成了遮光式紅外

線，主要的動作是紅外線發射器發送訊號，而

紅外線接收器接收資訊，當接收器收不到訊號

時就會動作。 

      

圖 1.(a)HC-SR501紅外線模組 (b)TSOP2438 紅

外線接收器模組 

本篇將兩種紅外線作比較，由於每個人的

移動速度都不一樣，本系統利用紅外線感應的

特性和移動速度的問題來作實驗，作出使用者

進出感測正確性高的紅外線。本篇使用了兩種

紅外線做測試。每種紅外線各自再準備兩個，

兩個紅外線分成 PIR1、TS1 和 PIR2、TS2，都

使用一樣的方法比較，紅外線 1 是 PIR1 及

TS1，紅外線 2 是 PIR2 及 TS2，本篇使用的模

擬方式如圖 2，當紅外線 1(PIR1、TS1)感應到

使用者進入，這時系統會判斷使用者是否要進

入，系統會自動判斷 3 秒的時間，直到紅外線

2(PIR2、TS2)也感應到或是系統判斷結束。如

果系統自己判斷結束則代表沒有使用者進

入，如果是紅外線 2 有感應到，則代表使用者

要進入。使用者離開也是使用同樣的方式，當

紅外線 2 感應到使用者要離開，系統一樣會判

斷使用者是否要離開，如紅外線 1 也感應到

時，就代表使用者確定要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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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紅外線進出實驗圖 

本篇所作的實驗結果如圖 3 所示，根據所

作的實驗可以知道移動式紅外線在本系統並

不適用，在移動速度 1 秒移動 25 公分的偵測

正確性只有 37%，2 秒 25 公分的正確性只有

61%。由此實驗知道當移動速度越快就會造成

移動式紅外線的偵測正確率越低，這是因為移

動式紅外線的硬體內部有重複觸發的問題。當

紅外線感測到使用者就會一直反覆感應到使

用者，而紅外線感測範圍內使用者離開，紅外

線一樣需要一定的時間才會重置。 

遮光式紅外線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但偵測

正確性還是有錯誤的可能，這是因為遮光式紅

外線發送的訊息太強，為的是避免其它外界紅

外線的影響，卻造成本系統的偵測錯誤。在本

系統只要一個偵測錯誤，就會造成整個系統判

斷錯誤，所以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圖 3.應用紅外線偵測正確率 

為了配合本系統實驗，將紅外線發射器換

成 LED，由於 LED 直射的特性，以光能的方

式作發送，所以解決本系統實驗之問題，如表

1 所示，偵測正確率皆為 100%。 

表 1.以 LED 當發射器之遮光式紅外線偵測正

確率表 

移動速度

偵測正 
確率 

3 秒移

動 25 公

分 

2 秒移

動 25 公

分 

1 秒移

動 25 公

分 

使用者進入

偵測正確率 100% 100% 100% 

使用者離開

偵測正確率 100% 100% 100% 

正確率總平

均 100% 100% 100% 

2.3 照度控制 

本篇照明控制的方法上，針對研究[12]固
定步階(Fixed Step Size)法調整照度，此方法調

整所需的時間比較久，所以針對調整的速度上

提出可變之步階(Variable step size)的方法，以

改善使用者等待的時間。圖 4 中為固定步階控

制演算法。  

 
圖 4.固定步階控制演算法 

步階控制演算法可寫為[12]  

di ESL               (1) 
其中 Si為光感測器感測值，Ed為情境需求之照

度，bi為 LED 燈泡之輸入 PWM 值。若感測的

值小於情境所需照度，且 LED 燈泡照度小於

100%，LED 燈泡就以累加的方式持續增加亮

度；若感測的值大於情境所需照度，且 LED 燈

泡照度大於 0%，LED 燈泡就以遞減的方式持

續減低亮度。但是這個方法所需的時間比較

久，如照度需要 500Lux(勒克斯)，系統就會累

加 1 的方式加上去在[12]所提出來的方法如

(1)。首先將照度作運算，如果照度大於 0，則

進入判斷照度是否大於 100Lux。如果大於的話

PWM 減 10，照度在 50Lux 到 100 之間的話就

減 5，其餘都用減 1 的方式，則照度如果小於

0。同樣的方式再做運算，不同的地方是做加

PWM 的方式。在調整的速度上雖然快了很

多，可是卻也是在少數的 PWM 增加，這樣的

話就必須要重覆去累加，速度上還是會有些微

的影響。從圖 5 一開始的情境為父親，再來為

母親和小孩，本篇將系統速度調整為 Data 1 為

1 秒，以父親和母親為例。在 1 秒的時候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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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系統開始做照度的調整，一直到 4 秒才

調整到父親需要的照度，用了 3 秒。母親則是

在 9 秒時進入，一直到 13 秒才調整到母親需

要的照度，這期間用了 4 秒，當使用者所需要

的照度越大則需要的時間就會越長。 

 
圖 5.可變之步階控制演算法實驗 

3. 情境感知系統 

在本章中，根據第二章紅外線感知偵測，

可以更準確的知道使用者所在的空間，在這章

結合了 Arduino 主控板、LED 和紅外線感測

器、RFID 及光感測器，將這些硬體結合出居

家照明系統，如表 2 所示，以此製作出五個空

間與三位使用者，並依照使用者需求給予情

境。 
表 2. 硬體設備 

設備名稱 數量 功能 

Arduino UNO 7 
負責資料處理及運

算 
DFRduino i/o 
expansion 7 擴充 I/O 與電源 

BH1750 5 讀取環境照度 

LED 燈泡 15 
提供照明與發射紅

外線訊號 
TSOP2438 10 接收紅外線訊號 
Mifare-RC522 
RFID 1 讀取 Tag 資料 

RFID Tag 3 使用者辨識 
XBEE PRO 
S2B 7 無線傳輸資料 

Notebook 1 
讀取感測值與情境

變是結果 
 

3.1 系統架構 
圖 5 為整個系統架構方塊圖。這個方塊圖

可以看出全部的資訊都必須經由主控端做控

制及整合後再傳到照明模組。圖 6 為整個智能

家居系統運作流程圖。其系統執行步驟:一開始

為系統的開啟，當 RFID 模組感應到 Tag 後，

會辨識使用者，並將資料傳給主控端。主控端

接收到資料後，會將資料儲存同時會通知全部

的房間模組有使用者進入。當紅外線感應到使

用者進入房間後，會將資料經由無線傳輸回

傳，經由主控端的計算、整合，選擇出使用者

是誰，同時顯現現在所在的房間。該提供的情

境這些資料回傳到房間的感測端，感測端接收

到後會提供情境給使用者。 

 
圖 6.系統架構塊圖 

 
圖 7.系統運作流程圖 

3.2 改進之步階控制演算法 
本篇提出改進之可變步階控制演算法，而

以更快速的到達使用者所想要的情境。首先知

道每位使用者所想要的情境，再依照每位使用

者所想要的情境給予照度正負 5 的範圍，比如

客廳的照度為 200，本系統取 195 到 205 之間，

這是因為光感測器受到外界照度影響，所以本

篇這樣定義。光感測器感測到後，進入判斷使

用者的照度是否足夠或是太亮，如果太亮或是

太暗則會進入調整。先將使用者所想要的情境

和環境的照度作相減，如圖 8，若計算照度值

的是情境高於環境，就是代表照度不足，需要

再增加 LED 照度，如果計算出來的是環境高於

情境，就必須要減少 LED 照度。再增加照度或

是減少照度的部分，針對它最後計算出來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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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讓系統做判斷。 
此系統製作時，為減少系統的調整次數，

所以訂定了一個範圍，並實驗出最佳的變動率

為正負 5，如圖 9 所示，在正負 6 以上的次數

非常的少，而正負 5 介於次數多與少之間。本

篇依照 CNS 國家標準訂定系統每位使用者所

在的空間提供情境，如表 3 所示。 

 
圖 8.光感測器誤差率 

 
表 3.本系統情境照度規劃表 

   使用者 

   情 

    境 

     照 

房間   度 

(Lux) 

父親 母親 小孩 

客廳 200 Lux 400 Lux 500 
Lux 

臥室(大
人) 300 Lux 500 Lux 500 

Lux 

廚房 300 Lux 500 Lux 300 
Lux 

臥室(小
孩) 500 Lux 500 Lux 300 

Lux 

書房 700 Lux 700 Lux 1000 
Lux 

 

    

 
圖 9.客廳 PWM 對照度之關係 

本系統依照每個空間實驗出脈衝寬度調整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與照度的關

係，訂定每個房間及每位使用者照度，如圖 7
所示。例如在早上 200Lux 時候，PWM 只需調

整 30 就會達，而晚上需要調整 35PWM，我們

照此來訂定空間情境，表 4 為訂定空間照度。 
 

表 4.各房間 PWM 調整值與照度關係 
    房間  

     
   PWM 
   變動量

 
ΔL(Lux) 

客廳

PWM

臥室

(大
人) 

PWM 

廚房

PWM 

臥室

(小
孩) 

PWM 

書房

PWM

200 以上 50 80 40 45 20 
199~50 15 20 10 10  
49~20 5 5 5 5 5 
19~6 1 1 1 1 1 
-200 -50 -80 -40 -45 -20 

-50~-199 -15 -20 -10 -10  
-20~-49 -5 -5 -5 -5 -5 
-6~-19 -1 -1 -1 -1 -1 

4. 模擬結果 

本文首先針對單人空間情境實驗，如圖 10
所示。從一開始的 200Lux、 400Lux 及 500Lux
分別為使用者父親、母親及小孩。而本篇以小

孩為例，在 17 秒時小孩進入，系統快速調整

小孩的空間情境，在 18 秒的時候完成了調整，

只花了 1 秒，21 秒時離開了房間，所以系統

關閉空間情境，本篇依據所提供的情境來判斷

使用者的正確性，並配合表 3 情境照度規劃

表，兩者相較後可以清楚知道系統提供正確空

間情境。 

 
圖 10.單人使用者情境變化圖 

 
最後，本文針對可變之步階控制演算法，

提出改進之可變步階控制法。系統將照度運算

後，當照度的差值越大時，可變步階控制法。

改進之可變步階控制演算法和可變步階控制

演算法實驗結果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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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改進之可變步階控制演算法和可變

步階控制演算法實驗結果 
 

5. 結論與討論 

在本篇中，我們實作出基於情境感知的智

能家居照明系統。本系統應用 Arduino 主控板

和無線感測網路製作出一個智能家居系統，本

系統分別應用 RFID 來辨識出使用者和紅外線

感測器感應其所在之空間。本篇也提出改進之

步階控制演算法快速作照度的調整，在外界的

環境影響也能快速的維持使用者的照度，並會

隨著外界影響而快速改變照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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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阻擋救護車的事件屢見不鮮，但

有大多數的情況下是因駕駛者未能聽見救護

車的警報聲所造成的，常見的原因有:交通尖

峰時段車輛所發出的噪音、現今汽車內裝氣

密、安靜舒適的隔音效果以及駕駛者在開車時

收聽音樂廣播的干擾等等，因此本論文利用

Android 進行開發，藉由頻率特徵的判斷，在

智慧型手機上讓使用者能夠正確判斷是否有

救護車接近，並使使用者能有充分的時間順利

做出讓道。 

 

關鍵詞：聲音辨識、Android、救護車警報聲、

頻率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locking ambulances 

news is very common, But, in many case is 
because motorists can’t find an ambulance 
siren, Common reasons include rush hour 
traffic, Cars better sound insulation and listen 
to the radio music, So in this paper we use 
Android to develop, Allowing users to 
correctly judge the ambulance siren in smart 
phone, and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give way. 

 
Keywords: voice recognition, ambulance siren, 

Android, frequency 

1. 前言  

救護車因執行緊急救援工作，在擁有最高

的道路使用權，其他道路使用者必須讓道給救

護車優先通過。為了讓其他道路用者知道救護

車正在行駛，因此救護車執勤時都會發出明顯

的救護車警報聲。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我國

近年救護車出勤次數(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

我國救護車使用率除逐年增加之外，甚至於民

國 103 年 1-3 月較民國 102 年 1-3 月的同期增

加 8.4%，這證明了，我國使用救護車的頻率

增加，緊急救護服務也已成為當前政府必須重

視的課題之一。 
 
表 1: 台灣近年救護車出勤次數統計 

時間 出勤次數 
民國 100 年 1,003,981 
民國 101 年 1,014,909 
民國 102 年 1,016,637 
民國 102 年 1-3 月 252,292 
民國 103 年 1-3 月 273,481 

 
救護車警報聲的功能在於提醒使用道路的

駕駛人，在聽到救護車警報聲時，能提早做出

讓道的準備。但卻常有道路使用人無法即時讓

道的新聞事件，例如根據台視新聞 103 年 12
月 24 日的報導指出：「桃園中壢，一輛救護車

準備將傷患送醫，卻被一輛等紅燈的黑色小客

車擋住，只能鳴笛卻無法前進，所幸一名機車

騎士看不下去，繞道小客車旁敲窗提醒，才讓

救護車順利前進」。換句話說，實際情況中救

護車警報聲可能會因為噪音破壞(人聲或音樂

聲)及聲音阻隔(車窗關閉)而使駕駛人無法聽

到救護車警報聲。因此開發與實作辨識救護車

警報聲，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大多數的聲音辨識研究著重於人類的語音

或音樂[13][14]，對於關係到民眾生命安全的救

護車警報聲辨識並不多[1]。根據消防署訂定之

救護車警報聲規範，救護車警報聲在時間 1 秒

間是由連續的低頻及高頻轉換一次所組成，高

頻持續時間 0.6 秒，低頻持續時間 0.4 秒。低

頻及高頻的頻率分別為 650Hz 及 950Hz。救護

車警報聲的頻率特性相當明顯，很容易使用頻

率特性加以識別[1]。甚至將時間上的頻率變化

轉換成字串，也可以配合比對技術及模糊技

巧，增加辨識率[11]。 
在實作上，Android 是嵌入式系統的作業

系統之一，並廣泛應用於各種生活應用[12]。
基於辨識救護車警報聲的需求，本研究開發一

個救護車警報聲辨識 APP，可使用於偵測到救

護車警報聲時，提醒駕駛者，讓駕駛者有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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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時間提早進行讓道的準備。實作上Android
的程式不適合使用較複雜的運算，因此本研究

將利用救護車頻率的特性，實作救護車警報聲

的辨識。目前最容易取得的 Android 工具即為

手持裝置(Android 手機)。實際應用於汽車駕駛

時，因為手機與駕駛同在車內，因此使用

Android 手機辨識救護車聲音並沒有太大差別

(因為收音位置可能同被車窗或車內噪音干

擾)。因此我們以 Android 手機實作，當 Android
的裝置接收環境聲音時，依頻率特性辨識出救

護車警報聲的方法，並實作 APP 且實驗在人聲

及音樂聲為噪音的實驗環境下所展示之辨識

效果。 
 

2. 辨識流程  

本論文透過了六個步驟來辨識所接收的環

境聲音是否有救護車的警報聲，辨識流程圖如

圖 1 所示。首先以 Android 手機接收聲音，收

到的聲音訊號取樣後，分割成音框。每段音框

以快速傅立葉轉換，將時域聲音轉為頻域訊

號。再經由濾波，得到我們所需要的頻率成份

(救護車的高低頻帶)。最後利用頻率特徵進行

判斷，判斷是否為救護車的警報聲。相關步驟

的說明如後。 

 
 

圖 1. 辨識流程示意圖 

2.1 接收救護車鳴笛聲 
    本論文利用智慧型手機的麥克風，即時的

接收外界的聲音訊號， 但因即時接收的聲音

訊號資料量較大，所以我們接下來須將聲音訊

號做音框切割的動作。 
 
2.2 取得聲音樣本及音框 
    將取樣頻率訂定為 8000Hz，是希望在接收

聲音時可以獲得品質更佳的聲音數據，也符合

奈奎斯特頻率取樣定理，訊號的取樣頻率必須

高於受測訊號最高頻率的兩倍以上，才能完整

地重建聲音訊號，否則頻譜將會產生交疊而導

致訊號的失真，並可以接收到救護車警報聲發

出的 650Hz–750Hz(低頻)、900Hz–1000Hz(高頻)
的頻率。 
    取樣的樣本頻率訂定為 512Hz，接著將

8000Hz 的資料進行切割，以便於觀察、分析、

判斷波形的變化，所以一秒鐘我們可以獲得

15-16 個音框，最後對收到的各個音框進行快

速傅立葉轉換。 
 
2.3 快速傅立葉轉換 
    根據傅立葉理論，傅立葉轉換就是將接收

到原始的時域訊號用正弦函數和餘弦函數重

新表示，經過轉換可以獲得接受到的原始訊號

組成成分，將時域訊號轉為頻域訊號，以便我

們觀察能量在頻譜上的分布情形接著找出我

們所需要的救護車警報聲的高低頻率。如圖 2
所示[1]。 

 
圖 2. 救護車警報聲高頻及低頻 

2.4 濾波 
    根據救護車警報聲的頻率特性，高頻頻帶

900Hz – 1000Hz、低頻頻帶 650Hz – 750Hz，找

出救護車警報聲分布於高、低頻頻帶的各個音

框，並令高頻頻帶強度最大值為 maxHf；低頻

頻帶強度最大值為 maxLf。如圖 3 所示。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242 AIT / CEF 2015



 
圖 3. 救護車警報聲的高低頻 

 
2.5 特徵分析 
    救護車鳴笛聲的頻率與持續時間於消防

署皆有明確的規範，規範定義高頻頻帶 900Hz 
至  1000Hz 如圖 4[1]，低頻頻帶  650Hz 至 
750Hz 如圖 5[1]，高頻持續時間 0.6 秒，低頻

持續時間 0.4 秒，高、低頻兩者規律交互組成。 

 
圖 4. 救護車警報聲高頻頻帶 

 
圖 5. 救護車警報聲低頻頻帶 

 
 
    接著我們藉由下列判斷式及門檻值(T)，求

得各個音框特徵為 H、L、N。 
 

   
   











else,
&Hz750&Hz650,
&Hz1000&Hz900,

N

TFFFifL

TFFFifH

特徵分析

 

2.6 特徵判斷 
    救護車聲音在時間 1 秒間是由連續的四

個低頻(L)及連續的六個高頻(H)所組成，我們

收集 15 個音框進行判斷，如果收集到大於 8
個高頻(H)、大於 3 個低頻(L)，特徵轉換次數

小於 3 次，符合以上特徵我們就判斷為救護車

警報聲。 













3
3
8

flag

L

H

 

 

3. 實作成果  

 
3.1 實作成果畫面 

 
圖 6. 實作成果畫面 

3.2 使用方法 
(一)開啟 App。 
(二)按下 Start，畫面會出現綠色圓形燈號，並

開始偵測外界聲音。 
(三)如果判斷為救護車聲音，手機中的綠色圓

型燈號將會轉變為紅色圓形燈號。 
 
4.結論 
    由於救護車出勤的次數都有逐年增高的

趨勢，所以我們在路上遇到救護車的機會也大

大的提高。駕駛可能因為車窗氣密或是車內音

樂，無法聽到車外的救護車警報聲，而阻擋讓

道。本論文以 Android 系統實作辨識救護車警

開始、暫停按鈕

執行指示燈

結束按鈕 

救護車警報通知燈 

聲音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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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聲 App，可以判斷由智慧型手機所接收到的

聲音頻率，辨識出是否有救護車警報聲存在。

本論文所使用的方法，可應用其他具有頻率特

徵的聲音(例如火警警報或是災害警報等)的辨

識及應用。若應用於車用系統，必可藉由車外

的收音設備輸入 Android 系統，即可完成實際

操作，提醒駕駛人是否有救護車正靠近，讓駕

駛人能有充分的時間作出讓道準備，更能減少

因阻擋救護車而造成延誤就醫的憾事再次發

生。 
 
5.參考文獻  
[1]王文聖、廖俊鑑、連思斌，以頻率特徵辨識

救護車鳴笛聲，資訊科技國際期刊，Vol. 6, 
No.1 pp.39-45，2012。 

[2]蓋索林，Google！Android 2 手機應用程式設

計入門第三版，松崗出版社，2010 
[3]王小川，語音訊號處理，第二版，全華科技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 
[4]宗孔德，數位訊號處理，儒林圖書有限公

司，1996。 
[5]王宣富、陳維、鄔文杰，數位訊號處理，高

立圖書有限公司，2008。 
[6]F. Beritelli, S. Casale, A. Russo, and S. 

Serrano, “An Automatic Emergency Signal 
Recognition System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in Proc. Of 12th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Workshop and 4th Signal 
Processing Education Workshop, pp. 179-182, 
2006. 

[7]余兆棠、陳順智、趙國建、蘇德仁。2009。
數位訊號處理 。台中:滄海書局。 

[8]J. W. Cooley and J. W. Tukey, “An algorithm 
for the machine calculation of complex 
Fourier series,” Mathematics Computation, 
Volume 19, pp. 297-301, 1965. 

[9]L. R. Rabiner, “On the Use of Symmetry in 
FFT Computation,” IEEE Trans.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Volume 
ASSP-27, No. 3, 1979. 

[10]E. Cetin, R. C. S. Morling, and I. Kale, “An 
Integrated 256-point Complex FFT Processor 
for Real-time Spectrum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Proceeding of The IEEE, 
Volume. 1, pp. 96-101, 1997.  

[11]王文聖，「應用最長共同子序列與模糊方法

辨識救護車鳴笛聲」，碩士論文，朝陽科技

大學，2013。 

[12]W. Hu, K. Zhang, “Research on code 
generation for Android embedded based on 
the rule model,＂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tters, Vol. 53, pp. 459-464, 
2014. 

[13]Q. Ibrahim, N. Abdulghani, “Security 
enhancement of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using speaker recognition technique, ” IET 
Communications, Volume. 6, no. 6, pp. 
604-612, 2012. 

[14]Bo Cui, Tongze Xu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an Intelligent Access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Voice Recognition,＂ISECS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omputing,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Volume. 1, pp. 229-232, 2009. 

 
 

2015年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民生電子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1244 AIT / CEF 2015



A New Selected Mapping Applied Scheme with Low Complexity for 

PAPR Reduction in OFDM Communication Systems 

 

Ho-Lung Hung 1 , Chung-Hsen Cheng 2  
1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Metal Industries 
2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Taichung, 

Taiwan 
hlh@ctu.edu.tw; jacky@mail.mirdc.org.tw 

Yung-Fa Huang 3 * 
3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chung, Taiwan 
*yfahuang@mail.cyut.edu.tw

Abstract—High peak-to-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of the transmitted signal is a major drawback of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modified selective 
mapping (SLM) technique for PAPR reduction of 
coded OFDM signal. Selected mapping (SLM) 
schemes are commonly employed to reduce the peak-
to-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in OFDM systems. 
Therefore, it can be applied to mobile consumer 
electronics that are sensitive to high PAPR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linear area of a power amplifier. 
However, high PAPR degrades the system 
performance. Applying the signal space expansion into 
the signal selection scheme, PAPR reduction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OFDM systems. It is shown that we 
can achieve both PAPR reduction from the SLM 
technique as well as erro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from the channel coding with no loss in data rate from 
the transmission of side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a 
SLM applied scheme using signal space expansion is 
proposed. In the scheme, a specific rule is designed to 
scramble the data sequence for PAPR reduction. The 
data sequence can be completely extracted at the 
receiver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Hence, the 
scheme can be implemented to reduce PAPR and to 
avoid bit error rate (BER) degradation in the OFDM 
system. Then, the numerical results are given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n PAPR reduction and BER 
in the OFDM system. The result shows BER 
performance with the proposed SLM applied scheme 
is better than that with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Keywords-OFDM OFDM systems, PAPR reduction, Signal 
space expansion, Selected mapping applied scheme. 
 

I Introduction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technique for high-spe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because of its high spectral 

efficiency and robustness to multipath fading channels [1-3]. 
Therefore, OFDM has been adapted to various standards, 
such as IEEE 802.11 a/g/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WLANs) [4], IEEE 802.16 e/m mobile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WiMAX) [5],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DAB) systems,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terrestrial TV (DVB-T) systems,  and 3GPP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6-7]. However, one of the major 
drawbacks of the OFDM system is a high peak-to-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The high PAPR usually affects the 
mobile consumer electronics such as smart phone, laptop, 
and tablet PC in uplink communication, since high PAPR 
may lead to low battery life and the demand of the high 
linear area for a power amplifier, which increases the cost of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Fig. 1 shows the uplink 
communication of mobile consumer electronics in the 
WLAN and cellular communic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high peak-to-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that is inherent in 
OFDM signals will occasionally drive the high-power 
amplifier (HPA) to operate in the nonlinear region of its 
characteristics curve. For a solid-state power amplifier 
(SSPA), the nonlinearity exhibits amplitude modulation 
AM/AM amplitude distortion, which causes loss of 
orthogonality among the subcarriers, and hence, intercarrier 
interference (ICI) is introduced [8]. 

Recently, various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to 
reduce the PAPR of OFDM signals in the literature [1-3][9-
11], including clipping  [12], nonlinear companding 
transforms [13], coding technique [14], time-domain symbol 
combining [15], tone reservation [16], selected mapping 
(SLM) [17-20], and partial transmit sequence (PTS) [21], 
and subblock phase weighting (SPW) method [22], those 
techniques gives the smallest PAPR. SLM and PTS belong 
to the probabilistic class because several candidate signals 
are generated and the one with the minimum PAPR is 
selected for transmission. It is well known that SLM i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PTS if the amount of side information is 
limited, but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SLM is larger 
than that of PTS. The basic idea of SLM is that for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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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M symbol, the input sequence is scrambled by a certain 
number of scrambling sequence, and the candidate sequence 
with a lowest PAPR is chosen as the transmitted signal in 
the OFDM systems [18]. However, the side information 
needs to be transmitted via a control channel to index the 
phase information in the receiver. With the correct side 
information, the source information could be obtained 
accurately. However, under a noisy channel, the side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to result in BER degradation in the 
OFDM systems. Hence, the side information affected the 
system performance and its bandwidth efficiency. 

In this paper, withou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ide 
information, an SLM applied scheme i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PAPR and to avoid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In the 
scheme, the parity check coding is used to generate an 
extended signal space for symbol choosing and benefits to 
PAPR reduction. In the SLM applied scheme, the parity 
check information with the different phase rotation is 
proposed to result a set of sufficiently different signals. The 
signal with the lowest PAPR is selected to be transmitted. 
Those coding schemes are used to generate an extended 
signal space for symbol choosing. With applying the 
schemes, the PAPR could be greatly reduced in the OFDM 
system and the system performance on BER could be 
guaranteed in the system.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OFDM 
system is described and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is 
introduced.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the 
conventional SLM scheme is explained. In Section 3, a new 
PAPR reduction scheme is proposed and its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SLM 
scheme. In Section 4, simulation results are given to 
compare the PAPR reduction performances of the proposed 
scheme and the conventional SLM scheme. Finally, the 
concluding remarks are given in Section 5. 
 

II. OFDM SYSTEM DESCRIPTION AND THE 
ORDINARY SELECTED MAPPING SCHEME 

In general, an OFDM signal consists of N subcarriers that 
are modulated by N complex symbols selected from a 
particular phase shift keying (PSK) or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AM) schem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mplexity of OFDM modem implementation, 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and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IFFT) are employed to replace the banks of sinusoidal 
generator for the signal modulation and demodulation. 
Generally, a conventional OFDM system contains the 
function of modulation scheme, parallel transmission and 
IFFT/FFT modules [1, 4]. Fig. 1 shows a block diagram of a 
baseband, discrete-time FFT-based OFDM systems. 

 
Fig1. The block diagram of FFT based OFDM system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 ](0), (1), , ( 1)x x x x N= −  
is transferred by an IFFT to be the data symbol 

[ ](0), (1), , ( 1)s s s s N= − . The nth element ns  in data 
symbol s could be found according to IFFT. 

1
2 /

0

1 ( ) ,     0 1
N

j nk N
n

k

s x k e n N
N

π
−

=

= ≤ ≤ −∑         (1) 

where x(k) represents the kth element in the information 
symbol x and N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in 
IFFT. Then, the data symbol is converted into a serial 
sequence and, then, the sequence is cyclically extended to 
obtain an OFDM symbol [1-4]. The OFDM symbol is 
passed by digital-to analog converter (D/A), lowpass filter 
and up-converter to form a continuous-time OFDM 
transmitted signal, s(t). The resulting complex baseband 
continuous time signal is serially transmitted over a channel. 
At the receiver, the received signal is down-converted to 
obtain a baseband signal. The signal is passed by A/D 
converter, lowpass filter to obtain the received OFDM 
symbol. With a perfect synchronization, the cyclic prefix 
within the received OFDM symbol could be removed and, 
then, the resulting symbols are converted into a parallel 
form to obtain the received data symbol. The received data 
symbol is transformed by a FFT to get the estimated 
information sequence. The sequence is mapped with 
corresponding demodulated scheme. Then, the estimated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In this paper, the functions of cyclic 
prefix, D/A, A/D, up-converter and down-converter in Fig. 
1 are ignored for the PAPR Reduction in the OFDM system. 
In the figure, the OFDM transmitted signal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modulated subcarriers, which can 
give a high PAPR when added up coherently [1, 8]. The 
PAPR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between the peak power and 
average power of the OFDM transmitted signal. Besides, the 
peak power of the transmitted signal is defined as the 
maximum of instantaneous power of transmitted signal. 
Then, the PAPR for a continuous signal ( )s t  of the 
baseband OFDM transmitted signals can be defin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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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max(z) denotes the maximum value of z. The PAPR 
for discrete time signals can be estimated by oversample the 
symbols sequence by a factor L and computing N L-point 
IFFT. The PAPR in this case is defined a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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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x
         0,1, , 1.

n

n

s
PAPR n LN

E s
= = −         

(3) 
The basic idea of SLM is that for each OFDM symbol, the 
input sequence is scrambled by a certain number of 
scrambling sequence, and the output signal is transmitted 
with the smallest PAPR. Block diagram of OFDM PAPR 
reduction scheme using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is shown 
in Fig. 2.  

Source information passes through S/P converter and 
mapping process and, then, information sequence X is 
copied to generate U  sequences, 

(1) (2) ( ) ( ), , , , ,u UX X X X . Each sequence is rotated 

with a phase vector ( )UP  and, then, modulated by IFFT to 
generate a candidate sequence. In SLM scheme, each phase 
vector has N distinct phase elements and the phase vector 
could be expressed in Eq. (3). 
 

 
Fig. 2. Block diagram of the OFDM system with applying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 ) ( ) ( ) ( )
1 2, , ,u u u u

NP P P P⎡ ⎤= ⎣ ⎦                   (4)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 )( ) u
vju

vP e φ=  and 

[ )( ) 0, 2u
vφ π∈ , 1:v N= , and 1:u U= . The candidate 

sequence could be obtained as 
( ) ( ) ( )( ),u u ux IFFT X P= ⋅                    (5) 

where a b⋅ denotes the inner product between vector a and 
b. The PAPRs of each candidate sequence are computed, 
individually. In the scheme, the candidate sequence with a 
lowest PAPR is chosen as the transmitted signal in the 
OFDM systems. However, the side information needs to be 
transmitted via a control channel to index the phase 

information in the receiver. With the correct side 
information, the source information could be obtained 
accurately. However, under a noisy channel, the side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to result in BER degradation in the 
OFDM system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a modified SLM 
scheme is applied to reduce PAPR and to avoid BER 
degradation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III. SLM APPLIED SCHEME 
An SLM [24-26] applied scheme using parity check coding 
is proposed to reduce PAPR and to avoid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in OFDM systems. In this scheme, a simple rule 
is designed to scramble the data sequence. The data 
sequence can be completely extracted at the receiver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The system structure with the 
proposed scheme is shown in Fig. 3. 

 
Fig. 3.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OFDM system with signal 
space expansion 
At the beginning, the source information from a frame is 
generated. The sequence is divided into four subblocks and 
a parity check bit is added in each subblock. Those four 
subblocks are formed as the message sequence. The 
message sequence with N bits is mapped with BPSK 
modulation scheme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Then,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rotated with the different 
phase vectors to generate U candidates. Each candidate is 
modulated by an IFFT to generate a data symbol. In the 
scheme, the data symbol with the lowest PAPR is chosen to 
be as the output sequence. Then, the sequence is extended 
by a cyclic prefix to obtain OFDM transmitted signal. The 
OFDM signal is serially transmitted over a channel. At the 
receiver, with a perfect synchronization, the cyclic prefix 
within received signal could be removed to obtain an 
estimated data symbol. Then, estimated data symbo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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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ed into a parallel form and, then, transformed by a 
FFT to get the estimated information sequence.  
The estimated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mapped with 
corresponding de-mapping scheme. Then, with discarding 
the parity bits, the estimated source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In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the phase rotation vector is 
designed as a vector with N elements. Each bit within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with a phase rotation. Hence, the 
side information is needed to transmitted form transmitter to 
receiver for signal demodulation. With the wrong side 
information, the performance on BER is seriously degraded. 
In this paper, a modified SLM scheme is applied to reduce 
PAPR and to avoid BER degradation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Fig. 4 shows the concept of the proposed SLM 
applied scheme, the phase factors have a limitation on the 
positions of parity check bits, i.e., the phase rotation is only 
used in the part of parity check bits. The data within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not phase rotated, hence, the data 
could be obtained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BER 
performance is not degraded in the system. Besides, only the 
parity check bits are phase rotated in the scheme, the rotated 
phase could be estimated in Eq. (6)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 . / 1

2
( 1) /

( / 1)ˆ

mod ( ( ))
v w w N W

i w N W

O w N W
P

sign O i
−

= −

⋅ −
=

⎛ ⎞
⎜ ⎟
⎝ ⎠

∑
                  (6) 

where 2mod ( )o z+  denotes modular 2 sum operation 
between o and z, i.e., Exclusive OR operation for the 
variables a and b. The function, sign(·), is defined as 

1,      0
( ) .

1,    0
z

sign z
z

≥⎧
= ⎨− <⎩

                                    (7) 

With the estimated phase rotation, the source information 
could be estimated in Eq.(8). 

,

( / 1) ,     ˆˆ( ) ,

( ( )),         
v w

O w N W
sign for parity check

a i P

sign O i for data symbol

⎧ ⎛ ⎞⋅ −
⎪ ⎜ ⎟⎜ ⎟=⎨ ⎝ ⎠
⎪
⎩

  (8) 

Based on the proposed schemes, the numerical results are 
give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reduction ratio (CCRR) [24] 
of the proposed scheme over the conventional SLM scheme 
is defined 

as
1 complexity of the proposed scheme 100
complexity of the conventional SLM

CCRR
−

= ×                            

(9) 

 
Fig. 4. The proposed SLM applied scheme 
Note that the complex multiplication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other operations. When 512, the proposed scheme 
with can reduce the complex multiplications by 63.5% with 
keeping the similar PAPR reduction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SLM scheme with U=8. IBO (input 
back-off) and OBO (output back-off) are 

0,
1010 log    [ ]in

in

P
IBO dB

P
= ,                           (10) 

0,
1010 log    [ ]OUT

OUT

P
OBO dB

P
=                        (11) 

inP  is average power of HPA input signal and outP  is 

average power of HPA output signal. 0,outP  is output 

saturation power and 0,inP , is input saturation power. If 
HPA is to operate in the linear region, large back-off should 
be required so that the power efficiency of HPA will be 

inP seriously lowered. 
 
IV.  Simulation Results 

Figs. 5-6 compares the CCDF of two alternative symbol 
sequences for N= 128, and 512 when 16-QAM are used.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PAPR reduction with 
the proposed SLM applied scheme in the OFDM system, the 
numerical results are given in this section. Figs. 5-6 give the 
cdf of the PAPR for the conventional OFDM system and the 
system with applying the ordinary SLM and the proposed 
SLM schemes. In the simulations, the number of subcarriers 
is assumed to be 512 and 128, the number of parity check 
bits in the proposed SLM scheme is assumed to be 4 [27]. 
Therefore, the lengths of phase rotated vector are 128 and 4 
for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and the proposed SLM 
scheme, individually. Besides, the PAPR with the proposed 
SLM scheme with U=2 is similar to that with the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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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M scheme with U=4. In Fig. 5 with N=128, the proposed 
scheme with U=8 has almost the same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with U=16.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scheme with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with by 0.2 dB 
when 310CCDF −= .  

 

 
Fig. 5. The CCDE of PAPR for the ordinary and the 
proposed SLM schemes with N=128 and 16-QAM  
However, the BER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SLM 
applied scheme is better than that with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in Fig. 7. This is because that the phase rotation is 
only used in the part of parity check bits. The data within 
the information sequence is not phase rotated, then, the data 
could be estimated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However, 
in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the side information needs to 
identify the desired phase vector. Under a noisy channel, the 
side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Hence, the BER performance 
is decayed. Moreover,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BER 
performance with the SLM applied scheme is identical to 
that with the conventional OFDM system. Hence, the 
system performance on BER can be guaranteed in the 
system. 

 
 
Fig. 6. The CCDE of PAPR for the ordinary and the 
proposed SLM schemes with N=512 and 16-Q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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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The BER performance for the ordinary and the 
proposed SLM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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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 BER in nonlinear SSPA 
 
Fig. 8 is BER affected by nonlinear SSPA. ‘Theory’ is BER 
in the purely linear system without HPA nonlinear distortion. 
The proposed in the legend corresponds to the BER with 
HPA nonlinear distortion and ordinary method. About 2dB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in case of ordinary SLM method 
and we can get the about 3dB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n 
the SSPA. 
 

V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modified selective mapping 
technique with parity check coding for PAPR reduction of 
OFDM signal. In this technique, we embed the phase 
sequence, which is used to lower the PAPR of the data 
block, in the check symbols of the OFDM data block.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s have 
better PAPR reduction performance than the conventional 
SLM and converge to the theoretical CCDF. Furthermore, 
we can achieve both PAPR reduction and to avoid BER 
degradation without any side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BER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SLM applied scheme is 
better than that with the ordinary SLM scheme. In addition, 
approximate expression for the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CDF) of the PAPR of the modified 
SLM technique is deriv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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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變頻馬達之直流變頻馬達之直流變頻馬達之直流變頻馬達之手機手機手機手機遠端控制系統遠端控制系統遠端控制系統遠端控制系統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通訊與網路世代的來臨，幾乎每個人都會

隨身攜帶智慧型手機，很多家庭也都有裝置

WiFi AP。以可持式裝置進行整合式「直流變

頻馬達控制」是未來居家控制系統發展的趨

勢。因此本論文以 FPGA實作 PWM「訊號產

生模組」，並結合「馬達控制」與「無線網路」

三者功能後，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或電腦，來

控制家中的直流變頻馬達裝置，例如冷氣、電

冰箱、洗衣機、電風扇、與抽風機等，以達到

智慧控制，節能環保的目的。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現場可編輯邏輯閘陣列；脈波寬度調

變；馬達控制；智慧家庭 
 

Abstract 
In this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generation, smart-phone is carried by even each 
person. Besides, WiFi AP is commonly equipped 
in most hous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implemented a PWM signal generation module 
and combined the smart-phone and wireless 
network to realize a DC inverter motor remote 
controlled system.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control household electric appliances such as air 
conditioning, refrigerator, electric fan, and 
exhaust fan to achieve both smart motor control 
and power saving purpose. 

Keywords: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Pulse Width Modulation; Motor Control; Smart 
Home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直流變頻(DC Inverter)馬達是近年來於冷

氣壓縮機上已普遍應用的技術。相較於傳統交

流定頻壓縮機，直流變頻技術可避免反覆的啟

動與關閉馬達，因此不僅可以保持室內空調恆

溫，而且壓縮機運轉大約可省電 30～35％，靜

音的效果亦佳。因此直流變頻馬達技術近年來

更擴展其應用於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甚

至於抽風機之上。 

此外現實生活中手持式通訊裝置已逐漸且

普遍地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所應用之

嵌入式系統須能整合周邊控制器以及微處理

器，以便能快速適應不斷變化的應用要求。因

此近年來興起的可重規劃(Re-Configurable)現
場可編輯邏輯閘陣列(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1]，如 ALTERA NIOS II 微處理

器[2]便逐漸受到市場的關注。對於需要大量數

據運算以及標準不斷演進的新興消費性電子

產品來說，可重新規畫之軟式核心確實有其優

勢。開發人員能彈性選擇所需的軟硬體功能，

以達成系統成本與效能間的最佳化。 
隨著時間的推進，智慧居家生活已確定成

為未來發展的趨勢。整合式控制系統具有功能

完整與降低成本等有利於商業銷售的優勢。因

此本論文以手機經由「WiFi-AP」連接「FPGA
開發板」再間接控制直流變頻馬達完成「直流

變頻馬達之手機遠端控制系統。運用該系統未

來能達成為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

與抽風機連接上網的關鍵技術，達成智慧家庭

系統的基本功能。 
 

2.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相較於以往的家電馬達控制功能，其操作

設備，如控制面板與遙控器需要額外配置且操

作各異。目前智慧型手機已相當普遍，以智慧

型手機進行未來家庭設備的整合式控制具有

其合理性與必要性。目前家庭設備如電腦，印

表機，監視器，投影機，電視機皆已有提供

WiFi (無線區域網路)或 Ethernet (有線區域網

路)之聯網功能。另外因為連接網際網路之需

求，因此家庭通常已購置 WiFi-AP，其市售價

格亦相當低廉(約 NT$500 左右)。因此比較於

其他的無線區域/個人網路的技術(例如藍芽，

ZigBee)，以整合的角度而言 WiFi 或 WiFi + 
Ethernet的網路架構，具有主流與主導之地

位。因此本論文提出了我們對於「直流變頻馬

達之手機遠端控制系統」具體實踐的做法並介

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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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直流變頻馬達直流變頻馬達直流變頻馬達直流變頻馬達的應用趨勢的應用趨勢的應用趨勢的應用趨勢 
傳統定頻馬達啟動運轉時需要較大的瞬間

電流，在冷氣或冰箱的溫度達到目的後，馬達

便停止運轉。如此反覆的啟動與關閉的同時造

成電力的浪費，而且啟動時馬達運轉聲音較

大，產生令人不悦的噪音。變頻控制技術由起

初發展的交流變頻(AC Inverter)，到目前最先

進的直流變頻(DC Inverter)。一般交流變頻的

馬達相比於交流定頻馬達節能達 20%以上，而

直流變頻的馬達將又比交流感應變頻的空調

系統，節能達 10%以上。由於電子技術的突飛

猛進，近年的馬達控制上，已逐漸採用更省能

的直流變頻控制系統。 

 

2.2 變頻控制原理變頻控制原理變頻控制原理變頻控制原理 
變頻(Inverter)就其目的而言是實現對於馬

達運轉速度的平順調節。變頻技術的核心是變

頻器，變頻器應用於交流馬達時，變頻控制主

要是將供應交流感應馬達的交流 (Alternate 
Current；AC)電源之電壓(Voltage；V)與頻率

(Frequency；F)予以變化，而提供不同轉速

(Revolution Per Minute；RPM)與扭力(Torque；
T) 控制。所以在變頻控制時，只要改變電壓與

頻率，便可使馬達有不同轉速與扭力的呈現。

但類比電路有控制信號容易隨時間漂移難以

調節，以及易受雜訊和環境干擾等問題。 

與類比電路不同，數位電路是在預先確定

的範圍內取值，在任何時刻，其輸出只可能為

ON和 OFF兩種狀態，所以電壓或電流會通電

或斷電方式的重複脈衝序列載入到類比負

載。其最大的優點是從處理器到被控對象之間

的所有信號都是數位形式的，無需再進行數位

類比轉換過程；而且對雜訊的抗干擾能力也大

大增強(因雜訊只有在強到足以將邏輯值改變

時，才可能對數位訊號產生實質的影響)。 

 
CLK ababababababababab 

====                ;;;;    T (100%) 
 

Ton (75%) ====                                        ;;;; 
PWM hblahhhhblahhhhbla 

====                ;;;;    Toff (25%)    
    

圖 1脈波寬度調變訊號 

 

因此直流(Direct Current；DC)變頻近年來

大量使用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脈波

寬度調變訊號)[4]來控制馬達轉速。控制 PWM 
訊號主要就是控制脈波的工作週期 (Duty 
Cycle)。如圖 1所示，脈波週期為 T，而 T = Ton 
+ Toff。假設提供給馬達工作時間為 Ton，不提

供馬達的時間為 Toff，脈波週期為 T，而 T = Ton 
+ Toff，此時工作週期δ為： 

 

   (1) 

 
馬達兩端平均電壓 Vavg為： 

 

 (2) 

 

其中 V 為電源電壓，所以脈波控制工作週

期就可控制馬達兩端的平均電壓，藉此達到控

制馬達轉速的目的。 

 

2.3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嵌入式系統的嵌入式系統的嵌入式系統的嵌入式系統的 PWM 控制限制控制限制控制限制控制限制 
Arduino 亦支援PWM 訊號輸出[5]，以圖 2

訊號應用於馬達控制為例，如果訊號輸出一直

都是 0V(0% Duty Cycle)，那就類似將馬達停

止。如果 5V 狀態佔全部訊號週期的 25% 
5V(25% Duty Cycle)，那就表示馬達以最高速

的四分之一運轉。如果 5V 狀態持續維持在

5V(100% Duty Cycle)，那就表示馬達以全速運

轉，依此類推。 

 

 
 

圖 2 Arduino PWM脈波寬度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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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Arduino 其硬體接腳(PIN)所能提供的

輸出頻率約為 500 Hz，少部分的接腳則可達

1000 Hz (1K Hz)左右，因此對於超過 1K Hz的
應用，Arduino低於 1K Hz的輸出規格即成為

系統開發上的限制。此外 1K Hz屬人類聽覺可

偵測的範圍，因此馬達轉動時會有些許高頻噪

音產生。另一限制為進行連續週期變化控制

時，對於微處理所產生的大量運算負擔。以下

列程式碼為例，馬達從靜止慢慢逐漸變快，變

成最快運轉後再逐漸變慢，不斷循環。 

 

int speed = 0; 
int difference = 1; 
int delaytime = 30;  
 
void setup()  { 
  pinMode(3, 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3, speed); 
  speed = speed + difference; 
  if (speed <= 0 || speed >= 255) { 
   difference = - difference; 
  }     
 
  delay(delaytime);                             
} 

 

程式碼中 setup()裡，將腳位 3的模式設為

OUTPUT。在 loop()裡，以函式 analogWrite()
改變訊號輸出的 Duty Cycle，第一個參數是腳

位，第二個參數是個從 0到 255的值，改變此

例裡就會改變馬達的轉速，以變數 speed記錄

轉速，然後每執行一次 loop()就加上 difference
以改變 speed數值，若 speed超過了 0~255的
範圍，就把 difference正變負、負變正。由以

上程式碼可知，無可避免地，微處理器須持續

進行變數的計算與函式的呼叫而無法再進行

其他的工作。事實上對於 PWM 訊號屬連續週

期的持續變化，應以硬體電路實現以減輕微處

理器處理例行程序(routine)的計算負擔才較為

合理，然而在目前的 Arduino 系統上卻無法達

此目的。因此本論文改以可程式化嵌入式系統

晶片實現「直流變頻馬達之手機遠端控制系

統」，所設計之軟硬體程式模組日後可授權移

轉業界所使用。 

 

3. PWM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模組模組模組模組與與與與 FPGA系統晶片系統晶片系統晶片系統晶片 
本章節說明我們所提出的 PWM 馬達控制

模組與相關之 FPGA系統晶片整合工作。 

 

3.1 系統晶片功能方塊圖系統晶片功能方塊圖系統晶片功能方塊圖系統晶片功能方塊圖 
如圖 3 所示，本論文所實現之 PWM 控制

模組(圖 3 左上角綠色方框部分)經由系統匯流

排整合至 FPGA系統晶片之中。其他之功能模

組尚包含 NIOS II 微處理器，記憶體控制器，

時脈產生器等等。 

 

 
 

圖 3系統晶片功能方塊圖 
 

3.2 PWM 模組模組模組模組介面介面介面介面定義表定義表定義表定義表 
本論文所設計的 PWM 模組使用常見之

PIO(Programming Input Output)系統匯流排介

面與系統晶片內的其他功能模組連接，經運算

處理後產生 PWM 輸出，其訊號介面定義如下： 

 

表表表表 1 PWM Module Signal 

Name IO Width Description 
CLK I 1 Clock *1 
RST I 1 Reset 
ADD I 2 Address 
WE I 1 Write Enable 
WD I 32 Write Data 
RE I 1 Read Enable 
RD O 32 Read Data 
PWM O 1 PWM Out 
*1 The CLK is 50MHz in this system 
 

使用 ALTERA QSYS [6] 軟體將 PWM 設

計模組合成為系統晶片的設計元件庫的元件

之一(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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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QSYS元件庫元件 

 

其中address、write、writedata、read、readdata
分別對應到 PWM 模組其訊號之 ADD、WE、
WD、RE、RD。暫存器之記憶體位址以配置於

IO 區段 0x0150~0x015f，CLK 與 RST分別指

定連接系統時脈與重置。 

 

3.3 系統匯流排訊號時序波形圖系統匯流排訊號時序波形圖系統匯流排訊號時序波形圖系統匯流排訊號時序波形圖 
如圖 5 所示，PWM 模組使用與 Altera 相

容之系統匯流排介面與嵌入式處理器 NIOS II
相連接。 

 
CLK babababababababab    
ADD """*d&"""*ddd&""" 
WE lllrhflllllllllll 
WD """*d&"""""""""""    
RE lllllllllrhhhflll 
RD """""""""""*d&""" 

 
圖 5 Altera系統匯流排介面訊號波形圖 

 
PWM模組與相關模組之連線關係如圖 6所示： 

 

 
圖 6 PWM模組之連線關係 

 
此外 PWM 模組之組態暫存器名稱，位址，與

定義如表 2所示： 

 

表表表表 2 System Register 

Address Map 
Name Address Description 
CONTROL 0x0000 System Control 
CYCTIME 0x0001 PWM Cycle Time in 

unit of clock cycle 
HIPDCYC 0x0002 PWM Hi Period 

Cycle 
Reserved 0x0003  Reserved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0x0000) 
Name Bit Description 
PWREN [0] Power Enable 

0: Disable (default) 
1: Enable  

OPMODE [2:1] Operation Mode 
indicates the PWM 
duty cycle is set by 
00: HI period % 
(default) 
01: Reserved 
10: Smart Operation 
Mode 
11: Reserved 

SMTCTL [4:3] Smart Control means 
the PWM HI period 
% is controlled in a 
fashion of  
00: From low to hi, 
then hi to low 
iteratively (default) 
01: From low to hi  
10: From hi to low  
Others: Reserved 

Channel Num. [31:5] Reserved 
 

CYCTIME Register (Address: 0x0001) 
Name Bit Description 
CYCTIME [31:0] PWM Cycle Time 

can be set from 0 to 
232. Default is 0. 

 

HIPDCYC Register (Address: 0x0002) 
Name Bit Description 
HIPDCYC [31:0] PWM Hi Period 

Cycle can be set from 
0 to 232 cycles. 
Default is 0. 

 

HIPDPTG Register (Address: 0x0003) 
Name Bit Description 
HIPDPTG [31:0] PWM Hi Period 

Percentage can be set 
from 0 to 100 %. 
Default i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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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程式化嵌入式可程式化嵌入式可程式化嵌入式可程式化嵌入式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本章節說明我們所提出的直流變頻馬達之

手機遠端控制系統架構，其中包含之軟硬體控

制將分述於下列章節之中。 

 

4.1 整體系統架構整體系統架構整體系統架構整體系統架構與功能與功能與功能與功能 
如圖 4 所示，本系統包含一使用者控制介

面，該介面可為一手機 APP或網頁瀏覽器。手

機經由無線接取(WiFi；IEEE 802.11標準)室內

之 WiFi-AP，將控制訊息傳遞至 FPGA嵌入式

系統板。該系統板將接收到之控制訊息經過軟

硬體的運算處理後，透過電源模組進行馬達的

開關與轉速控制。已完成之功能整理如下： 

 

 
圖 7系統整體架構圖 

 

輸出輸出輸出輸出控制控制控制控制：：：：開啟與關閉 PWM 訊號輸出。 

工作週期設定工作週期設定工作週期設定工作週期設定：：：：脈波的工作週期(Duty Cycle)
設定，可設定工作週期長度與指定

HI/LO 百分比。 

智慧控制智慧控制智慧控制智慧控制：：：：目前支援三種智慧控制模式，包含

由慢變快，由快變慢，與快慢循環。 

 
4.2 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系統系統系統系統開發板開發板開發板開發板 

「直流變頻馬達之手機遠端控制系統」所

使用的嵌入式系統開發板為 Altera DE2-115，
如圖 8所示。 

 
 

圖 8 Altera DE2-115嵌入式系統開發板 

其為一個整合式的 FPGA架構，包含、軟

式核心 32 位元的嵌入式處理器(NIOS II)以及

其他硬式核心的硬體加速 IP，可提高設計的重

複使用性；預估此類型元件在今後 10 年中將

會得到廣泛應用，為系統設計人員提供更多的

選擇。 

 

4.3 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軟軟軟軟體架構體架構體架構體架構 
如圖 9所示，「直流馬達手機遠端控制」嵌

入式系統軟體架構包含之功能分述如下： 

 

 
 

圖 9嵌入式平台軟體架構 

 

手機控制頁面手機控制頁面手機控制頁面手機控制頁面：：：：使用者介面與控制函式呼叫 

伺服軟體伺服軟體伺服軟體伺服軟體：：：：介面語法處理與控制訊息轉送 

網路協定網路協定網路協定網路協定軟體軟體軟體軟體：：：：使用 TCP/IP以連接網際網路 

硬體控制介面硬體控制介面硬體控制介面硬體控制介面：：：：負責 LCD、SEG7、PIO控制 

裝置驅動程式裝置驅動程式裝置驅動程式裝置驅動程式：：：：負責乙太網路、USB接取控制 

作業系統作業系統作業系統作業系統：：：：使用 MicoC/OS-II  

 

4.4 4-Pin PWM 風扇與其風扇與其風扇與其風扇與其控制介面控制介面控制介面控制介面 
實驗使用台達電子型號 AFB0712HHB 

之 PWM 直流風扇(圖 10)，其馬達轉速最高可

達 4300RPM。 

 

   
 

圖 10 4-Pin PWM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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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訊號介面規格如下： 

黑色黑色黑色黑色：：：：地線(GND) 

黃黃黃黃色色色色：：：：電源(+12V)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轉速回饋(SENSOR) 

藍色藍色藍色藍色：：：：PWM 輸入(CONTROL) 

 
4.5 電源控制電路電源控制電路電源控制電路電源控制電路 

「直流變頻馬達控制」使用之電源控制

模組電路如圖 11所示。省略實驗版上非必要之

元件並以印刷電路板大量生產後，成本可再有

效降低。 

AC15
10K

C945

1K

12V

GND

VCC

SENSOR

CONTROL

C945

 
 

圖 11電源控制電路 

 
4.6 系統開發環境系統開發環境系統開發環境系統開發環境 
軟體軟體軟體軟體：：：：Quartus II Web Edition 13.0.1.232、 

 Nios II EDS 13.0.1.232 

硬體硬體硬體硬體：：：：Altera DE2-115 FPGA開發板、電源控制

電路模組 

 

5.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操作實例操作實例操作實例操作實例 
本章節說明我們所提出的直流變頻馬達之

手機遠端控制系統之操作，圖示及說明如下： 

 

5.1 以以以以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APP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如圖 12所示，使用者可利用手機或電腦聯

網進入本系統操作網頁。實驗時 FPGA系統版

之 IP設定為 192.168.0.1。經由此介面，使用者

可控制風扇開關與設定風速。風速設定之範圍

為 0~100 共 100 種速度可供調整。更特別的

是，本系統支援智慧風速控制，包含「由慢變

快」，「由快變慢」，與「快慢循環」等三種智

慧控制模式。系統執行情形如圖 13所示。 

 
 

圖 12手機操作畫面 

 

 
 

圖 13 系統執行情形 

 

6.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相較於以往獨立運作的馬達控制功能，我

們使用原有的設備如(WiFi-AP 與智慧型手機)
資源以降低增設器材的成本。所開發之 FPGA
嵌入式系統，其功能所需的 FPGA成本僅約 6
美金，對於整體系統生產所佔的成本比例不

大。使用 FPGA所開發的產品具有另一絕對的

優勢，即是當產品需要大量商品化時，同一設

計能改以 ASIC 實現，可進一步有效降低其製

造成本與產品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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